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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我们“疫”起战斗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往年的新年总是伴随着炮竹、烟花、新衣、

走亲访友、欢声笑语，但 2020 年的这个春节却因新冠病毒肺

炎变的不同。 

四川省公卫医师规范化培训的 10 位学员，在接到通知

的第一时间，不论是江油市疾控中心段冲离开刚生产需要照

顾的妻子和仍在 NICU 住院的

孩子，还是屏山县疾控中心贾

亮放弃回乡探望远在他乡的父

母，或是安岳县疾控中心杨川

从偏僻乡村坐摩托出村乘火

车，还是泸县疾控中心梁付琼开上崎岖的三百多公里，学员

克服所有困难，怀着奉献的心，一路前行马不停蹄赶到岗位，

毅然奔赴战场，履行着作为疾控人的一份责任与担当—— 

面对疫情，我们永不退缩。学员分成两支队伍，一支回到原

单位奔赴一线，一支回到四川省疾控中心作战后方。 

静默的战士，小小的儿郎，90 后的学员开始学习站出来

抗击病毒保护我们的父老乡亲，学习担起疾控人这个名字。

赶赴一线的学员——高坪县疾控中心张启煜、江油县疾控中

 

 

 

第一部分   “疫”起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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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段冲、屏山县疾控中心贾亮，他们按照“外防输入，内防

扩散”的原则，担负着流调处置、消毒、外地返乡人员及密

切接触者管理、新型冠状病

毒培训等工作。流调处置中，

早、快、全是他们的行动指

南。早，及早控制传染源；快，

无论黑夜白天，只要有疫情

即可出动；全，详实的记录患者的行动轨迹，尽可能将全部

的密切接触者纳入管理。 

消毒，可能在许多老百姓的眼中就是洒农药，但却在传

染病防控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每一次消毒前，张启煜、

贾亮都会带上手套如同要做

一台精密手术，仔细的计算，

有条不紊的配置，然后背上沉

重的消毒桶在汽车站、飞机场、

患者家中等场所进行消毒。不

放过一个门把手，不放过一个边边角角，将环境中的病毒消

除，减少人群感染。 

每一粒沙对大厦的建成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后方虽不

像一线直面现场，直面病毒，直接保护人民，但依然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省疾控后方的七名学员——泸县疾控三姐

妹梁付琼、马雷、粟小燕，安岳县疾控拍档杨川、杨洁，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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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州疾控姐妹花谭欣培、陈傲兰，被分派到疫情处置与督导

工作组，负责整理、分析病例数据、密切接触者资料，参与

梳理传播链、数据质量评价等工作，为四川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治提供数据支撑。 

在整理病例数据与密接者资料过程中，学员们像刑警一

样去寻找蛛丝马迹，发现这份流调报告与另一份流调报告患

者行踪轨迹是否一致，是否存

在矛盾、遗漏，辨别人物关系、

寻找真相、补齐行动轨迹，梳

理传播链与密接接触者，帮助

一线同胞纳入完整的、合理的

密切接触者。流调报告是流行病调查中最重要的资料，所以

质量控制就至关重要。梁付琼、陈傲兰根据分析报告整理评

价的指标后，便开始每天成百上千的评价。 

夜晚，在省疾控中心毛素玲主任医师的带领下，学员们

同疫情处置与督导工作组其他老师一道梳理信息，参与流调

报告分析。高强度的工作，紧绷的神经，因公误食等原因，

2 月 11 日深夜，规培班中最小的妹妹杨洁突发急性阑尾炎，

当夜便紧急入院做手术。在伤口才刚刚合拢时，即使父母担

忧、同事劝她多加休养，她心中却惦念着持续工作的战友们，

毅然请求返回岗位继续工作。 

今年是冷清的一年。夜晚的灯依旧灯火闪亮，张灯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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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街道，却没有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喧闹繁华似昨日，万巷

空城不如是。今年是热闹的一年。白色防护服的疾控人在大

街小巷飞驰，红色十字的救护车在唱响着鸣笛，实验室的机

器不停息的在运转，灯光永不熄灭，人心永不放弃。 

我们一同战斗着！ 

（规培学员  梁付琼） 

 

 

 

 

硝烟中的无名英雄，寒风灯影里的疾控人 

2020 年，这个庚子开年注定不会平凡。南澳的山火经久

不息，北美的流感席卷全城，非洲的蝗虫赤地千里，突发的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唯我中华抗疫举国一体，

病魔虽然凶威方盛，逼得千家万户万巷空城，却挡不住“逆

行者”的赤胆忠心。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有这样一批

疾控人，他们在国家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坚守战场；他们

取消假期，放弃团聚，舍小家为大家；他们走出安全区，投

身于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他们虽不是军人，但也是“战士”，

英勇无畏，用精湛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人民撑起了健康保

护伞，践行着疾控人的使命与担当。 

然而在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中，鲜有“疾控人”三字；

厚厚的防护服下，他们如同《生化危机》中的演员，总是低

调、冷酷又无情。公众可能不太清楚，在防控疫情传播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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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战争中，疾控人出发得早，冲锋得前，坚守得长。疾病预

防，防一方百姓疫情；公共卫生，生华夏人民健康。这群人

民健康的卫士，这群防控肺炎病毒的尖兵，他们总是负重前

行、默不作声。然而，他们却以行动在呐喊“疾控人从未迟

到，疾控人也永不会离席”。 

 

 

 

 

 

屏山县疾控中心贾亮便是疾控大家庭的一员，也是四川

省第一批公共卫生医师规培学员。在接到原单位疫情防控通

知后主动放弃难得回云南探亲的机会，立即取消休假，回到

自身工作岗位，加入屏山县疫情防控工作中。无数个夜晚他

们在各大交通枢纽和要道上设置关卡进行指导，严防体温异

常的人员入境。他接到报告后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开展流

行病学调查，询问基本信息、病史、接触史、就诊史等诸多

关键信息，排查密切接触者，关注武汉等重点地区返乡人员

身体情况，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策略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他在“海绵里挤水”，挪出时间准备课件，开展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防治工作骨干视频培训，同时积极参加到消毒工

作组，指导各级医疗机构、公共场所开展消毒工作。整个疫

情防控的背后，都有他的身影，默默坚守屏山这片“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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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土。 

 

 

 

 

 

世间哪有什么白衣天使！不都是一群“孩子们”学着前

辈的样子，坚守岗位，为疫情防控做着自己的贡献。在这里

没有鼓掌喝彩，有的只是多做一份流调、多采一份样、多找

到一个密切接触者就能早一点将疫情消灭的决心。希望疫情

过后，如约而至的，不只是春天，还有平安的你们。 

注：部分用语来自于网络。 

                             （规培学员  贾亮） 

 

 

舍小家为大家，主动请缨抗击疫情 

2020 年的新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江油市疾控中心

段冲本来计划休陪产假陪伴自己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

却被一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起的疫情而打乱。1 月 31

日，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初为人父，每个人的内心

都是既幸福又欣喜。学员说“说起我的孩子，我就只看了

他一眼，刚出生的孩子因为新生儿胎粪吸入综合症转入

NICU 进行观察治疗。一面是刚刚生完孩子需要照顾的妻子

和只见了一面的孩子，一面是疫情防控的工作使命，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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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难的选择，我的妻子这样说‘现在正是全国抗击疫情的

时候，你作为一名疾控人，要舍小家为大家，你去上班

吧，我能照顾好自己的’，在妻子的鼓励支持下，我毅然选

择了返岗参加疫情抗击。” 

2 月 1 日清晨，安顿好妻子后，段冲准时赶到单位投入

到紧张的疫情防控工作中。按照单位安排，被编入中心流

调队，负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处置工

作和外地返乡人员及密切接触者管理工作。在接到这个任

务后，段冲内心十分忐忑又激动，因为这是难得的学中

干、干中学的机会，可以运用自己在公卫医师规培中学到

的知识，为江油人民服务，更是锻炼自己、磨炼自己的好

机会。 

江油是一个外出务工大县，

据不完全统计，疫情发生后有 3

万多人从外地返乡，其中湖北返

乡约有 1500 人。为彻底做好外

地返乡人员的管理工作，按照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工作原则，段冲参考有关技术

方案，起草了《江油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密切接触者

和高疫情地区返乡人员隔离医学观察工作实施细则》，对外

地返乡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对密切接触者实行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并每日汇总相关数据报表，为江油市疫情防控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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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是疫情防控基础性工

作，也是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的关键环节。1 月 31

日-2 月 6 日期间，江油市发

生了一起家庭聚集性新冠疫

情，为有效做好这起疫情的处

置工作，段冲在省疾控中心吴朝学老师的带领下，对这起

聚集性疫情进行了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摸清每个病例的

行动轨迹和关联人群，确保密切接触人员一个不漏。 

为有效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工

作，单位组织全体职工开展企

业复工复产指导工作，段冲参

加的是新安镇、双河镇、重华

镇、小溪坝镇、含增镇、永胜

镇的复工复产指导工作，在这

期间，对以上乡镇的人民政府、医院、学校、重点企业、

水厂等单位复工复产工作进行指导，共指导 50 多家机关企

事业单位。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作为一名疾控人，学

员会继续努力，勇于奉献，敢于担当，坚决打赢这次疫情

防控阻击战。  

（规培学员  段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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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疫情，奔赴一线 

南充市高坪区疾控中心张启煜自 2019 年 8 月起便在四

川省疾控中心参加为期 2 年的“四川省首届公共卫生医师规

范化培训”学习，在了解到疫情有趋于严重的势态而单位人

手不足时，主动放弃宝贵的学习机会，回到原单位投身于抗

疫一线。 

2020 年 1 月 22 日回到南充，顾不上回家看望已经半年

未相见的父母和未婚妻，根据单位工作安排，立即奔赴高坪

机场进行消毒技术指导，带去最新的、规范的消毒技术。穿

上密不透气的防护服，带上厚厚的护目镜，为武汉至南充的

末次航班进行消毒，帮助高坪机场完成对其室内环境的消毒，

严守南充“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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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之后便未退下一线，带领着一个流行病学调查组，

兼职驾驶员，对高坪区确诊病例、疑似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

查，对相关密切接触者 427 人进行追踪与排查，对调查到的

信息进行反复核实，对疫情进行统计分析，撰写初次调查报

告 12 份，确诊病例进展报告 6 份，报告涉及数据 5324 条，

对即将复工的 80 家企业新冠肺炎防控措施进行现场督导。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三十一天的连续战斗，

张启煜承担着多项工作任务，加班到深夜是常态，干粮和方

便面裹腹，办公室已经成为第二个家。在每日高强度的工作

中，不断总结经验，分享经验，认真学习各版新冠肺炎的防

控方案和诊疗方案，掌握国家、省、市、区的最新要求。学

员不断凝练着“主动请战，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战斗精

神，肩负疾控人的使命，不畏艰辛的奋战在抗疫一线。 

(规培学员   张启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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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中永不退缩的青春力量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作为四川省公共卫生

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第一批学员，我们深知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在接到新冠肺炎防控通知后，每位学员都

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休假，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战“疫”中。 

安岳县疾控中心杨洁是一名入职不久的疾控新人，也

是这届规培班上年纪最小的学员。在疫情到来之际，按照

省疾控中心的安排，杨洁被分到了疫情处置与督导工作

组，负责确诊病例一览表与突发网聚集性疫情录入整理，

与来自各个区县的学员们聚集在一起，夜以继日地在办公

室工作。在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战，电脑面前的久坐，没

有固定饭点的饮食，休息期间忙碌的氛围，这一切都没有

让杨洁退缩过。然而，在抗疫工作正如火如荼进行时，也

许是饥饿引起肠胃不适，也许是匆忙进食引起的消化不

良，杨洁腹部时常感到隐隐作痛，咬牙坚持采取各种办法

试图缓解这份疼痛，但在一个深夜，剧痛让其再也坚持不

住，匆忙来到临近的华西医院急诊科，医生诊断为急性阑

尾炎发作，需要立刻住院进行手术。术后不久，伤口虽还

未完全痊愈，但杨洁看着新闻报道里日益严重的疫情，想

着正在一线辛苦奋斗的战友，和当初学医时的誓言，愈加

觉得此时应该回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因此，虽然同

事和领导们都劝其在家多休养几天，但杨洁还是毅然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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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杨洁只是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普通一员，是全民战

“疫”中的沧海一粟，是举国祛瘟的繁星一点。集沙成塔，

集腋成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一代年轻人坚信：只要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汇流成海，集火成炬，科学防控，精准施策，就

一定能够打赢这场新冠疫情的防疫阻击战。 

经历了此次疫情的洗礼，参加首批公卫医师规培的学员

不仅仅是同事，是战友，更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是平凡世

界里的微光，点滴汇聚成光芒，是战疫一线的缩影，是心手

相牵的青春力量！学员们表示愿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与安全

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规培学员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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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我们在行动 

2019 年 12 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了多例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随着疫情的蔓延，我国其他地区

及境外也相继发现了此类病例。该病作为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已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

按甲类传染病管理。 

  
新冠病例流调报告数据整理             参加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视频会议 

为培养学员疾病控制和卫生应急两大核心技能，2020 年

1 月 29 日，科培处紧急安排规培学员到省疾控中心急传所疫

情处置与督导工作组学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

作。工作内容包括：新冠确诊病例流调报告数据整理，本地

传播病例判断分析，聚集案例流调报告数据整理，以及密切

接触者的追踪和管理报告数据分析。2020 年 2 月 5 日，全体

规培学员参加学习中国疾控中心召开的全国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控工作视频会议,会上国家疾控中心分析了当前全国

的疫情形势，各地疾控中心也对本地区的疫情现状与防控措

施进行了讲解，并提出了目前存在的困难以及急需解决的问

题。2020 年 2 月 10 日，全体规培学员参加学习四川省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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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召开的疫情调查处置及密切接触者追踪工作视频培训

会，培训会上急传所周兴余副所长详细讲解了流行病学调查

的目的和意义，传染病三环节两因素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典型案例分享。 

通过参加几次培训工作会议，学员充分认识到公卫医师

规范化培训特色——“干中学，学中干”，在工作中学习，在

学习中工作。学习不止步于“知道了”、“记住了”“学会了”，

而是要脚踏实地，在实践中去培养实战能力。 

                         （规培学员   谭欣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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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首批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 

开展临床基本技能培训 

为加强公共卫生医师临床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技

能培训，补齐公共卫生医师知识短板，按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大纲（试行）》要求，2020 年 1

月 6 日，四川省首批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来到成都

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为期七个月的临床基本技能培训。 

在学员交接会上，首先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科教科谢丽、

内科教学秘书、急诊科教学秘书、妇产科教学秘书等老师对

学员的到来表示欢迎，然后谢丽老师简要介绍了医院概况，

并对医院的规章制度和教学要求进行详细讲解，希望学员遵

守医院规章制度，勤奋学习，学有所成。然后，省疾控中心

科培处周琦老师对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表示感谢，并要求各

学员在培训期间要自觉遵守规章制度，听从带教老师安排，

把握机会，积极主动学习，按时按质完成大纲规定的学习任

务，同时要做好自身防护，保护自身安全。 

第二部分   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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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过后，学员分别进入呼吸科、消化内科、心内科、

内分泌科、神经内科、肾内科、肿瘤科、精神科、儿科进行

培训，各科室为每位学员安排了一对一的带教老师，培训采

用实践操作、案例讨论与带教面授等方式进行。在今后的培

训期间，学员们将在不同科室进行轮转（主要科室有：呼吸

科、消化内科、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肾内科、肿

瘤科、精神科、儿科、新生儿科、妇产科、急诊科、公共卫

生科、院感控制科与儿童保健科），并熟悉多种常见病的病因、

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和处理方法等临床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为今后的实际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规培学员  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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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内科组织临床规培 

2020 年 1 月 6 日-17 日，规培学员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

院肾内科进行临床规培。入科当天，肾内科教学秘书陈老师

针对科室工作内容和纪律要求进行了入科培训。培训期间，

带教老师廖老师每日带领规培和实习同学进行查房，同时结

合病例的病情、检验检查结果讲解疾病诊断、治疗、检验指

标结果解读等内容，同时介绍了肾脏替代治疗的分类、要点

及注意事项，以及肾内科常见疾病

的诊断、治疗等内容。培训期间，

因病情需要，廖老师为患者进行了

胸腔穿刺，指导规培和实习同学进

行术前准备，同时讲解了操作要点

和注意事项，操作完成后向患者交代注意事项。 

肾内科龚主任组织疑难病例讨论。首先舒医生详细介绍

病例相关情况，包括病史特点、

特殊检查结果等，提出诊治病例

过程中遇到的疑点和难点，然后

各治疗小组分别提出看法和意

见，最后汇总意见，提出解决办

法。这种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规培方式让学员收获颇丰。 

（公卫规培  马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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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为规培学员授课 

规培理论培训期间，为提高学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置能力及疾病暴发调查处置能力，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邀请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FETP项目办副主任马会来

为规培学员授课。 

马会来副主任紧紧围绕疾病暴发的特点，结合近几年国

内的疾病暴发事件实例，深入

浅出的为学员们讲解疾病发

生模式的相关概念、开展暴发

调查的目的、暴发调查的步骤

及其应用、调查实施过程应注

意的问题，以及不同类型暴发

调查思路等知识，使规培学员们受益匪浅。课堂上，马会来

副主任循循善诱，同学们积极思考，踊跃发言，建立了良好

的学习氛围。同时，马会来副主任结合大量实际案例讲解并

引导同学们思考的授课方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同学

们更容易理解。 

通过马会来副主任的讲解，学员们对疾病暴发调查有了

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为学员们今后更好的开展疾控工作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规培学员   陈傲兰） 

 

第三部分   理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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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培学员参加四川大学张遵真教授学术讲座 

    2019 年 12月 19 日，规培学员在行政楼 2 楼应急大厅

参加四川大学张遵真教授关于“科研项目申请与标书撰

写”的学术讲座。 

学术讲座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全国 CDC 申请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情况，在该部分张遵真教授为学员们详细

介绍了目前我国全部 CDC 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情况，

总体我国疾控系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逐年上升，但

较高校、医疗机构仍存在较大差距。第二部分为科研项目

申请的渠道，张遵真教授为学员们介绍了各个科研项目申

请渠道与申请的时间，申请渠道包括国家自然基金、四川

省卫健委计划项目、四川省科技厅计划项目等。第三部分

为国自然标书撰写要领，张遵真教授介绍了项目书结构，

包括摘要、立项依据、研究方案、研究基础、经费预算

等，同时还结合自己申请成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标书进

行了详细讲解。第四部分为 CDC 申请科研项目优势，张教

授认为疾控系统较高校在数据资源与实验室条件更有优

势，激励我们这批疾控系统的青年人要善于在工作中发现

问题，善于分析数据，争取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加强

疾控机构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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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培学员  梁付琼） 

 

 

《成都市武侯区高校在校学生心脏骤停急救知识的认

知情况调查》的现场实施 

在选定课题“成都市武侯区高校在校学生心脏骤停急救

知识的认知情况调查”后，课题提出人梁付琼及规培班、

SCFETP 班（敬维、王小娟、马雷、余丹、杨川）共 6 人组成

急救知识认知现场调查组，开展此次小调查。具体实施如下： 

   一、制作调查问卷。学员们通过查阅文献，包括国内外急

救知识相关调查，借鉴其问卷中问题设置，同时学习成都市

急救指挥中心自动体外除颤器（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ｅ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ｏ

ｒ，ＡＥＤ）培训视频，并去 AED 投放现场查看 AED 挂置、取用等，

针对性设置调查问卷。 

   二、开展预调查。问卷调查采取“问卷星”和纸质问卷两

种方式进行。预调查时采用纸质问卷，共 12 人参加（为其余

规培学员、SCFETP 学员）。根据预调查结果及预调查者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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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修改、确定调查问卷。 

三、具体实施。最终选定了武侯区三所大学，经协调沟

通后，在四川大学华西校区、西南民族大学开展现场调查，

成都体育学由学校老师代为收集，共收到 300 余份电子调查

问卷和纸质调查问卷。 

四、撰写调查报告。收集数据后，学员们共同讨论，汇总、

整理、分析数据后撰写调查报告，制作 PPT 进行成果汇报。 

                                          

（规培学员  梁付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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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接种单位预防接种人员 

关于<疫苗管理法>认知情况》的现场实施 

2019 年 12 月 25 日-31 日，规培学员张启煜、杨洁、陈

傲兰、粟小燕、马雷、谭欣培以及 SCFETP学员黄小梅、余

丹对成都市武侯区接种单位在岗预防接种人员进行预调查。

此次共调查 20个接种单位，回收 81份问卷，应答率 100%，

问卷合格率 100%。通过调查，初步掌握了武侯区接种单位预

防接种人员对《疫苗管理法》的学习途径、学习效果和学习

需求，为以后全面开展全省调查提供基础。同时，也锻炼了

学员现场调查、资料整理、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的能力。 

（规培学员  粟小燕） 

 

 

 

 

 

  

 

 

 

 

 
数据分析与报告撰写 数据录入 

完善调查方案 开展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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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理论融于实践，提升自我 

在上一季度的学习过程中，我们结束了在成都市公共卫

生临床医疗中心的临床学习，来到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与四川省现场流行病学培训班的八位学员一起，开始了为期

两个月的理论学习。这两个月的理论学习主要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理论基础学习，第二部分

则主要为现场流行病学的实践应用和疾控常规工作的学习。 

理论培训的第一个月，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我们

邀请了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的专家为我们系统、全面、

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的相关知识，主要

授课内容涵盖了卫生统计学定性资料研究、定量资料研究、

常见的假设检验、直线相关及回归、实验研究设计以及 SPSS

软件的使用、流行病学相关概述、描述性流行病学以及分析

性流行病学等相关内容，华西公共卫生学院的专家知识渊博，

讲课经验丰富，这个月的学习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大学时代

学习过而工作之后渐渐被我们遗忘的流统知识，为后序的现

场实践及调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第二个月则邀请了国家疾控、四川省疾控和其他省疾控

及单位的专家来为我们讲解暴发现场的处置、现场流行病学

的应用，以及疾控中心负责的各个工作领域的主要工作，包

括常见传染病防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管理、基本公共卫

第四部分   自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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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服务、病媒生物防控、环境卫生、职业卫生监测、艾滋病

防控、寄生虫病防治、免疫规划等相关工作，让我们对整个

疾控工作网络有了大致了解，听国家疾控中心专家曾光教授、

国家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办公室副主任马会来等各位现

场流行病学的专家为我们讲授课程，更像是一种享受，一段

段跌宕起伏的故事，更让我们明白疾控工作的艰辛及公共卫

生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也渐渐开始对自己这份工作有了更强

的使命感。除此之外，在这个月的学习中，我们还学习了

Excel 电子表格、Epi Info、Epi Data、GIS 地图制作等工作

中常用到的各个软件操作，让我们受益终生。在课程安排的

最后一周，我们开展了一次从理论到实践的小课题调查，这

次调查从选题到方案的设计、现场调查实施以及最后的数据

分析、报告撰写等，都由我们共同完成，这是一次宝贵的学

习实践经验，大家为改一个方案，可以不吃晚饭，加班到深

夜，老师不厌其烦，耐心为我们指导，我们全力以赴做好调

查每个环节，为两个月的理论培训交上完美答卷。 

两个月的理论学习时间虽然短暂，但这段经历却让我们

受益匪浅。在接下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们也会将学到的知

识运用于实践中，做到学以致用，争取为疾控事业贡献自己

的绵薄之力。 

（规培学员  陈傲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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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为基石，实践以求索 

时光如水，缓缓流淌，两个月的理论学习悄然迈入尾声。

首先十分感谢此次培训的精心安排，感谢各位授课老师的敦

敦教诲，使我获益良多。从理论到实践，从校园到岗位，从

职业道德到业务知识，从法律学习到现场处置 ，从公共舆论

应对到公共卫生应急等，内容丰富多彩，涵盖全面，体现了

领导对我们的无尽关怀。通过参加本期学习本人主要有以下

几方面体会和收获： 

一、打好专业基础，夯实理论基石 

建筑人常说，若要修好房，必先打好地基。公共卫生事

业就是我们所有公卫人毕生将要投身修建的高楼大厦，想要

修好楼，就必须要打好地基，而理论就是我们的基石。省疾

控科培处特意邀请了国家疾控中心、兄弟省市疾控中心、本

中心资深专家以及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和卫

生统计的专家教授进行授课，为学员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提

供保障。疾控专家对疾控工作的独到见解，对于业务的专业，

都使我心生向往，努力想成为一个业务能力强，专业知识丰

富的公卫人。此次业务学习使我进一步全面系统了解了疾控

工作，熟悉了现场流行病学暴发调查步骤，提高了爆发调查

现场处置能力，获得了如何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华西专家

的理论教授，温故而知新，同时本次学习又加大了流病分析

和统计软件，对理论运用到实际，提高疾控人员专业知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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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都具有重要意义。公共卫生就是守护全体人民群众的健

康，我们要时时铭记于心，无论做什么都要立足此点。在生

活工作中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探索原因，敢于解决问题。 

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初入社会，进入岗位，缺乏经验，少了积累沉淀。恰逢

此时，遇上四川省首届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使我有机

会扩展知识的广度，挖掘知识的深度。两个月专家的精彩授

课让我受益匪浅，同时也让我生出更多疑惑，深感学习的重

要性、紧迫性，树立终身学习的志向。 

三、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在公卫医师规范化培训启动仪式上，省疾控中心毛素玲

副主任曾劝导我们说“要在学中干，干中学”，省疾控中心科

培处刘玲玲处长也曾对我们说“要主动做事，带着问题去做

事”，两位前辈都嘱咐我们要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两个月的培

训，我们不仅强化了理论，同时也在实践中学习。我们参与

了美国华盛顿大学柳博士和环卫所联合组织的《城市交通出

行中环境暴露与短期健康效应》干预实验，亲身体验。同时

自主设计课题，开展小调查，从选题、确定方案、设计问卷、

预调查、正式调查、收集、整理、分析数据、撰写报告、制

作汇报 PPT，所有人参与其中，使我们完整体验一个调查，

让我们发现了不足，收获颇多。 

                            （规培学员  梁付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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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而知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四川省疾控中心科培处的精心安排下，在授课老师的

悉心指导下，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理论学习。在这期间，我

主要有以下的收获和成长。 

一、温故而知新 

在此次课程中，系统学习了流行病学和统计学的理论知

识，同时进行了 SPSS、EpiInfo等软件的操作，虽然以前已

经学习过，但现在有了新的理解。本次学习更加侧重于实践，

在实践中加强学习，如暴发调查的步骤，进行多次的专题讲

解、案例分析，使我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场暴发与处置有

了进一步认识。另外，省疾控中心还邀请了中国疾控、浙江

省疾控、朝阳区疾控等专家授课，采用多种教学模式，并根

据实际工作进行分析和讨论，使我进一步熟悉了现场流行病

学暴发调查步骤和如何形成假设，以及如何分析问题和绘制

鱼骨图，加深了对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登革热、中毒、

核放射等知识的认知。 

二、学无止境 

这次理论学习邀请了四川省疾控中心各专业科室老师

进行授课，通过学习，我初步了解了各专业板块的基本工作。

另外，我们学习了 GIS 地图、EpiInfo 等软件，巩固提升了

SPSS、Epidata 数据库、EXCEL 等软件操作，学习到了许多操

作技能，为以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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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与实践结合 

在理论学习期间，作为被研究者参与了美国华盛顿大学

柳博士和环卫所联合组织的《城市交通出行中环境暴露与短

期健康效应》干预实验，虽然没有全程参与所有环节，但也

有所收获，如呼出气一氧化碳检测仪和肺功能检测仪的使用

等。 

从理论学习到实践应用，在学习的最后阶段，我们自主

设计课题进行小调查，从最开始的选题、确定方案、设计问

卷，到预调查、正式调查，再到收集、整理、分析数据，到

最后撰写报告、制作汇报 PPT，这些实践过程使我们充分运

用了流行病学和统计学的理论知识以及 Epidata 和 SPSS 等

软件，发挥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通过两个月的学习，我学习到了许多理论知识，认识到

实践的重要性，对以后的工作帮助良多，让我更加明确了自

己应该努力的方向。 

                                 （规培学员  马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