
同舟共济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我们在行动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工作纪实报道 

 

【提要】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自 1 月 23 日起，积极响应和落实党中央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性肺

炎防控工作的系列指示和文件，为全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本

文分以下五部分简述我会动员、组织、落实和涌现的先进事迹。在此期间我会向社会和会员发出

抗击疫情倡议书三次和有关通知多个；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协会共有 30 余名医学专家开赴湖北驰

援武汉；40 余个单位向武汉疫区捐赠；其中会员单位捐款 0.74 亿元，捐赠物资药品等价值 1.13

亿元，捐赠口罩 108.6 万个、防护服 1.93 万套及护目镜 2000 个；此外，众多会员自发请战、捐

款、献药方及提供防控治疗方案等，工作在全国各个医疗单位第一线会员专家更是不计其数。表

现了中国医药教育人在大疫面前，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的牺牲精神，可歌可泣、感人肺腑。 

 

一、疫情就是命令 

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至今原因不明）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

情从武汉爆发，疫情凶猛，很快波及全国，至今已确诊者达两万人之多，

死亡 400多人（全国已确诊病例的病死率为 2.1%，湖北 3.1%，武汉%），

疑似和留观者更多，疫情的高发态势直接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疫情就是

命令，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关心武汉乃至全国的疫情变化，关

爱全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的发展曾多次主

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作重要讲话。国家及时成立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为组长的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曾亲临武汉疫情现场指挥，并组织专家研究

疫情防控工作。1月 28日（大年初四），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

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将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上升为国家战略，首次提出疫情防控“阻击战”这一军事化战术高

度的新名词，可见疫情的严峻程度。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在各方面

共同努力下，防控阻击战正有力开展。紧急行动、全力奋战，广大医务人

员无私奉献、不怕牺牲，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团结一心，打响了疫情

防控的人民战争，打响了疫情防控的总体战，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



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新局面。 

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号召下，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及时的对上

级单位，国务院国资委 2020 年 1 月 27 日（大年初三）下发的《关于切实

做好委机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成

立国资委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和国家民

政部 2020 年 1 月 29 日印发的《关于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疫情防控工作

实施的通知》（民政管涵【2020】5 号）以及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下达的

关于加强代管协会（含疑似疫情及发热症状）每日一报制度，包括零报告

的通知等进行了微信、网传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落实行动，加强

防范，不给国家找麻烦，添乱。 

二、防控就是责任 

这次世界罕见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的疫情之战。中国医药教育

协会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纽带桥梁作用，积极配合国家对疫情的防控工

作。 

 第一、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长亲自挂帅，驻会副会长

们任副组长，驻会其他人员为小组成员，共同担当协会对疫情防控的一切

任务。同时在协会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指挥下，成立了协会抗击新冠

办公室（设在秘书处），下属新设 3个专项联络组协助联系向疫区捐助和

支援行动：（1）抗击新冠北京联络组，由协会科普健康教育中心主任王

志强、副主任高洋牵头，负责沟通国内外捐赠联络通道；（2）抗击新冠

武汉联络组，由协会食药安全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世俊，秘书李雪

等牵头，负责打通和湖北武汉政府或当地卫健委部门的捐赠通道，协调相

关单位，联络捐赠防控物资接受单位等；（3）抗击新冠防治专家组，由

协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贾万年，秘书长艾国牵头，负责组织医



学、药学、护理专家对协会相关专家提供的治疗方案进行论证，民间医生

验方的试用和研发，拟捐赠产品、药品的评估等。 

第二、过年不忘防控倡议，在 2020 除夕之夜，协会会长在新春祝福

中就明确告示全体会员，过年不忘防控，过年不忘宣教，加强防范，确保

健康过好年，得到了全体会员的积极响应。 

第三、协会向全国发出疫情防控倡议书，大年初一，以协会名誉，向

全国发出疫情防控倡议书。倡议各行各业积极支持武汉的疫情之战，得到

了协会各个分支机构等积极请战。 

第四、协会向全体会员发出疫情防控再动员通知，大年初二协会会长

亲自执笔，向全体会员发出《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防控工作再动

员的通知》。号召全体会员加强疫情防范意识，坚定自信心，遵守疫情防

范法规，不出门，不串门，不聚众，不信谣，不传谣，戴口罩，勤洗手，

早报告。 

第五、协会向全体干部，党员发出疫情防控行动通知，大年初四由会

长亲自执笔，党支部向协会全体干部，党员发出《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党员行动的通知》。两个通知涵盖了协会党员和非党员的所有 4 万会员

及其相关会员单位，得到全体党员热烈响应，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积

极捐钱捐物，以实际行动支持武汉疫情防控阻击战。 

第六、协会向全体会员发出学习中央常委会关于疫情防控会议精神，

协会为配合打赢疫情阻击战而持续发力，会长执笔继续向全体会员发出

《学好中央常委会议精神，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

结合本协会以医药教育为根本的宗旨，坚决贯彻落实疫情防控新部署，掀

起了全体会员学习的新高潮，加强了政治责任感，疫情危机感，防控责任

感。 

三、行动就是支持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在中央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奋斗中，全体会

员积极响应号召，以不同的方式，纷纷捐款捐物捐防治方案，有的积极请

战，要求到疫区第一线参加阻击战，还有的疫情防控不忘慢病防治，线上

对乳腺肿瘤患者进行防治教育等。涌现出了很多令人感动的好人好事。截

至目前，本协会已有不少分支机构和专家委员积极请战或主动捐款捐物，

如协会下属的科普健康教育中心王志强主任及高洋副主任，健康教育工作

委员会的许震主委，浙江慢病防治工作站李明焱站长，特色医疗工作委员

会常务副主委李雪飞、副主委王建华、朱正高、专家委员孙常林、王舜、

李莉、随钢周、陈久香、刘静瀚、赵军、房立新等 50 余人，孙思邈医德

研究会副秘书长于连山、樊红杰以及专家委员等 30 余人，患教中心副主

任高雅，炎症性肠病专委会主委李明松，新疆荣成哈克制药有限公司董事

长丁荣成，好医生药业集团董事长耿福能等有关会员和单位。他们在国家

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积极请战，慷慨解囊。他们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模范践行者，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和时代楷模，他们就像一

面面永不褪色的旗帜，彰显着先进模范人物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质，为广

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成为了广大会员学习的标杆。 

四、成效就是考验 

（一）关键时刻，秘书处紧急通知，分工协调，各负其责 

1 月 26 日，大年初二，接到上级主管部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的通知

后，我会及时成立了防控新冠疫情办公室，安排了防控值班制度，把防控

疫情和支援疫区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其中会长为总指挥，掌握国家政

策和要求，部署协会防控工作；杨新波副会长为组长坚守岗位，随时接收

上级文件，保障政令畅通，统计和协调捐款捐物等事宜，并及时向上级主

管单位报告有关情况；党支部书记王仁杰为副组长，负责支部、党员和各

慢病防治工作站的有关工作；帅德、仲晓宁、徐宝军等副秘书长为主要成



员，轮流值班；于福秘书长负责宣传，范明乐和张彦朝收集材料及时汇总

书写报告。 

（二）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及时组织每日一报 

我会党支部及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为了及

时掌握我会每一位员工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在京、出行及返京情况，杨新

波副会长提出以下工作要求：一是要求协会所有驻会人员每天中午 12:00

前上报健康状况、在京或出行情况、计划何时返京等信息，由专人汇总后

上报工经联党委；二是以上情况如有任何变化要及时上报，零变化也要上

报；三是要求各直属单位、分支机构及职能部门掌握好以上情况，并及时

收集和上报防控疫情的突出事迹和好人好事。 

（三）发挥专家、企业资源优势，协调防控疫情资源力量 

1 月 30 日，国资委协会党建局下发《关于行业协会加强党的领导 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后，我会党支部进一步组

织各分支机构、慢病工作站、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认真学习文件精神，积极

发挥各专委会、工委会，特别是在中医药、医疗器械、健康教育等领域的

专业优势、渠道优势与会员资源优势，动员各单位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各分支机构高度重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本着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的原则，及时支援湖北武汉疫区。 

1、各分支机构和协会所属单位的负责人、秘书长或联络员  每天积

极收看协会发出的微信，及时向所属单位转发总会的倡议书和各类通知，

并积极为打好这场突发重大传染病的防控建言献策，组织捐物捐款。 

2、积极与国际组织联系，保障国内医疗药品供应。健康科普教育中

心积极与中国泰国商会对接，募集到 1900 套防护服，支援内蒙古阿尔山

疾控中心、河北唐县疾控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黑龙江省齐齐

哈尔市疾控中心、辽宁省人民医院、北京医院、人民医院、上海长征医院



等 20家医疗机构和疾控中心。 

3、会员单位积极响应协会号召，踊跃捐款捐物，紧急调拨应急救援

物资送往疫区。尤其是医疗装备工作委员会在张倩秘书长的协调下，精心

组织下属会员企业向武汉疫区捐赠大笔现金和医药物资，为抗击疫情作出

了积极贡献。其中三星医疗捐赠武汉疫区人民币 3000 万元，后续将会送

达 100 万只专业防护口罩和 1 万套防护服以备前线之需；平安医保科技预

期将捐赠 7 万只医用口罩及 N95 口罩、近 2000 件医用防护服、2000个医

用护目镜等紧缺物资；健康元药业集团向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中心

捐赠资金 500 万元及总价值 504 万元的物资；复星医药捐赠物资包括 33

万元口罩和 27 万防护服；佰鸿集团捐赠海元素生理性海水鼻腔喷雾器

1200瓶，总价值 13万元；惠氏营养捐赠价值 2600万元的款物；GE 赠款

人民币 1000万元和价值 1000 万元的医疗设备；雅培捐赠价值 1810 万元

的现金和医疗物资；丽珠医药捐赠人民币 500万元及价值 700 万元的药

品；济川药业捐赠价值 1200 万元的防治病毒药品和口腔防护物资；以岭

药业捐赠价值 1500万元的药品；法罗适捐赠价值 1300 万元的消毒液；京

新药业捐赠人民币 500 万元及价值 500万元的药品；艾伯维捐赠价值千万

的抗毒药物；普力制药捐赠价值 1100万元的药品。 

4、主动调整相关业务工作安排，保证疫情防控需要。同时，按照疫

情防控要求，推迟既定重要大型活动，如我会及时通知各有关会员单位延

期举行 2020年会长扩大会议和取消当前各种学术会议、研讨、培训活动

等。 

（四）会员单位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积极为疫情防控作贡献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会会员单位及有关分支机构积极作为，

勇于担当，为疫情防控工作贡献力量。 



一是紧急筹措物资，积极捐款捐物。科普健康教育中心积极响应总会

号召，在王志强主任精心组织下及高洋副主任协调下，初一早上向求援单

位湖北枝江人民医院捐赠了 1000 瓶“宝泰芮”洗手液，初二早上会同中

国泰国商会、平安健康筹集到 900件医用防护服、1600只 N95 口罩，捐赠

给湖北远安县卫健委，初三会同爱心人士募集到医用外科口罩 15000 只，

继续支援湖北枝江疫区，之后又筹集 4500 套防护服；好医生药业集团通

过四川省慈善总会捐赠现金 100 万元人民币，用于本次抗击疫情过程中四

川援助湖北医疗队成员的防护用品购买和后勤保障支持，捐赠价值 50 万

元的抗感颗粒，用于本次抗击疫情中儿童密切接触者的预防；同日，好医

生辽宁沈阳清宫药业通过两地红十字会向武汉疫情灾区捐赠 20 万元治疗

温病高热的药品四黄清心丸，用于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的救治；浙江省寿仙

谷医药有限公司向前去武汉支援的浙江省医疗队捐赠价值 264.69 万元的

名牌保健品—灵芝孢子粉和铁皮石斛产品；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

武汉疫区捐助了价值 300 余万元的药品；上海奥诺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

湖北枝江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捐赠 2800袋蛋白粉，用于提高医护人员的免

疫力；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会员单位——上海通量信息科技公司董事长张

凌辉向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医药物资协会捐款 10000元人民币，用于购买

疫情防控物资；患者教育中心和会员单位北京医脉达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协

助购买急需防疫物资，助力各地疫情防控工作。 

二是克服各种困难，加紧保障物资生产。山东鲁华集团旗下所属企业

——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新疆荣成哈克制药有限公司、好医

生药业集团等企业加班加点、开足马力、不分昼夜、保质保量生产，全力

以赴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并组织多名党员干部协助生产

车间装箱发运捐赠。 

三是众多会员驰援武汉及全国各地，为抗击疫情作出积极贡献。 



1、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的会员大部分都是各地医疗机构呼吸科的专

家和医护人员，他们每天都奋战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前线。如：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科丁群力医生、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浦

南医院呼吸科赵云峰主任、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鲁立文主任、上海交通

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李庆云主任等均是第一批驰援武汉的医疗队成员，协和

医院徐凯峰、杨燕丽两位医生作为第二批医疗队驰援武汉；另外还有更多

的呼吸科医生随时待命或坚守自己的岗位，与病魔作斗争。 

2、临床合理用药专委会的医护药技人员直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坚

守临床第一线，尤其是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监护室

里，医生、护士轮流值守，不分昼夜。曾参与抗击“非典”战斗的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赵苏主任再次投入抗疫一线，与同事共同奋战。 

四是专家委员积极献计献策，加强科普宣传，防控疫情蔓延。 

1、慢性气道专委会结合自身专业特点，积极面向社会大众进行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科普宣教工作，主任委员林江涛教授 1 月 27 日做客京

东健康直播 1.5小时，收看直播超 400 万人。2 月 3 日做客北京电视台

《我是大医生》栏目，再次讲解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直接受益者数千

人，间接受益者达数百万人，累计受益者超过上千万人。 

2、炎症性肠病专委会李明松主委携有关专家制定了“关于炎症性肠

病患者如何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的建议”，为肠病患者预防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提供了有益借鉴和方法。 

3、临床用药评价专委会积极提建议 协会会员单位如果生产符合标

准（按照相关标准批注注册的产品）抗疫产品（防护产品、消毒产品及

相关治疗药品），本着自愿捐赠的原则由协会统一组织捐赠。 

4、母婴健康专委会专家提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妇产科

诊疗方案： 分为孕产妇管理、新生儿管理、产后发热管理、妇科及计划



生育患者管理、转诊及隔离防护流程等六方面。 

5、中医药健康促进工委会针对国家抗击疫情和社会组织的责任担当提

出宝贵建议，例如开展紧急救援医学教育培训，充分发挥会员单位作用，募

集物资，联合优质的基金会募集资金等；及时总结会员及会员单位在疫情防

控的经验和先进事迹并加以宣传、表彰，让会员感受到协会的温暖等。 

6、口腔医学委员会（以下简称 CMEASC）：主任委员徐宝华教授以身

作则，带动全体委员通过各种宣传渠道，普及新型冠状病毒的危害，以及各

类人员的科学防护措施；并向战斗在武汉前线的专家们发放慰问信。 

7、中西医结合医疗技术中心： 在刘德祥主任的带领下，以实际行动

贯彻和落实总会部署。联合协会理事单位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积极

行动起来，向武汉疫区捐助了价值 300 余万元的药品。 

8、医药学专家积极提建议：医学专家吴力克副会长建议 企业可以按

好的治疗方法和思路，有的放矢地提供或捐赠药物、用品和医疗器械，为

降低病死率做贡献；总会可以捐赠专家编写的临床急需书籍等。营养医学

蒋宝泉主委和专家们制定了“关于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营养建议”；

药学专家王晓波副会长建议组织相关专业专家编辑应急科普资料等。 

9、积极探索和寻找有效安全新药  位于广西的慢病工作站积极研发

用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的制剂和治疗方案；继教部联合企业探索研发某种

植物提取物防治新冠肺炎。 

10、宣传报道组： 在武汉疫情爆发以来，紧跟党中央、国务院的决

策部署和卫健委及其高级专家组公布的《预防指南》、《一、二、三、四

版方案》、《专家共识》、《中医药防治方案》、《出院标准》、《预防

手册》、《防治方案》、《预防与防治用药》、《各省市中医药防治方

案》、《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诊疗快速建议指南》，

通过网络、微信和新媒体公布于众，为防控疫情蔓延作出了积极努力。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协会总共有 30 余人开赴湖北驰援武汉；40 余个

单位向武汉疫区捐赠；其中会员单位捐款 0.74 亿，物资药品 1.13 亿，口

罩 108.6万个，防护服 1.93 万套，护目镜 2000 个。 

（五）在家办公劲头不松，统筹做好各项工作 

根据我会秘书处 1月 28日作出的相关部署和要求，2月 1日至 9 日，

我会驻会人员、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等将进入以“在家办公为主”的特

殊时期运作方式。会长多次强调“在家办公、劲头不松”，同时要求各分

支机构及每个会员，尤其是每个党员干部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深刻认识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每个人的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疫情防控的各项部署上来，勇于担当作为，坚持做好本

职工作，为尽快打赢这场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同舟共济，携手同行！ 

五、再接再厉奋发有为 

尽管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为全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做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这一切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战略部署的感召下、在国资

委、工经联的坚强领导下及全体会员无私奉献、大局意识下所完成。但是

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抗击冠状病毒的功德及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相比，我

们还将继续努力，力求进一步动员全会开拓创新，奋发有为，争取更大成

绩，向党和人民报捷。 

以上工作和好人好事仅是协会医、药、护、教等专家的部分先进事

迹，还有许多部门单位由于临床工作繁忙，尚在统计中。请国资委、工经

联等上级领导审阅指正，欢迎协会各单位多提宝贵意见并继续收集和汇总

工作进展和突出事迹。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2020年 2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