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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支团结奋进的优秀队伍。这
支队伍靠着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文化、
一流的人才，成就了一流的服务，赢得
了临床医技科室的赞誉，保障了一方百
姓的生命健康。

这是一支“卧虎藏龙”的年轻队伍。
16位训练有素、才华横溢的工程师，他
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4岁，其中高级职称
1人，博士研究生1人，硕士研究生6人，
中共党员10名。他们掩身幕后，没有豪
言壮语，只有在工作中砥砺自我，冲锋
陷阵，不辱使命，他们全心全意、脚踏实
地地在平凡的岗位上挥洒着智慧和汗
水,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这是一支技术一流的服务团队。在
科室主任刘希娟的带领下，他们攻坚克
难、积极探索、大胆创新，不断提高对急
救设备故障的应急抢修能力，提高完好
率，确保使用率，为保障医疗设备正常
运行、全院医疗工作的正常开展做出了
积极贡献。

如果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那么他
们便是治病救“机器”的；如果说医生是
奋战在医疗第一线的白衣使者，那么他
们便是医疗第一线坚实可靠的后勤保
障；如果说医生是病人的守护者，那么
他们便是医疗设备的守护者。他们是同
样为患者甘于奉献的幕后英雄——— 泰
安市中心医院设备科精英团队。

排除“险情”不言累

乐此不疲写春秋

“嗒，嗒，嗒……”伴随着钟声，医院
手术室净化机房里，有一抹亮色在闪
耀。时间定格在2017年一个寒冷冬天的
凌晨3点，看到净化机组循环水恢复正
常，四名来自泰安市中心医院设备科的
小伙子嘴角上扬，脸上露出喜悦的笑
容。殊不知，这起净化机组循环水“漏水
事件”使他们已经连续奋战了4个多小
时。像这样的抢修经历，对他们来说已
是家常便饭。虽然身心疲惫，但是他们
毫无怨言，迎难而上，用责任心为保障
患者及时使用设备勇与跟时间赛跑，有
效保障了全院医疗工作的正常运行，赢
得了众人的尊敬。

随着医院医疗事业的蓬勃发展，设
备科承担的工作任务日渐繁重，16名成
员承担着全院6亿元医学仪器、设备、器
械的管理、调配、验收、保养、维修、报废
及计量档案管理工作，服务2900多名一
线医护人员，为每天近4500人次患者的
就医需求提供坚实的设备保障。“很多
人会认为在设备科工作很轻松简单，只
要每天修修设备就行了，其实非也。虽
然不是医院的临床医技科室，但是设备
科也需要24小时随叫随到，365天全年
如一日。”设备科刘希娟主任介绍，设备
发生故障常无定律，随时出现的设备

“险情”，不仅会影响救治工作，甚至可
能危及患者的生命。为此，设备科的每
个人都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只要工作
需要，就要及时赶到。每天早上当患者
来院就诊之前，设备科工作人员就已经
开始了调试检查的工作；当大多数人还
在睡梦中时，他们却在“战场”上检修；
当全家人团聚的时候，他们却舍小家顾
大家，对全院的医疗设备进行摸底排
查……设备科的16名勇士忙得不亦乐
乎，他们从不怨苦怨累，对待工作一丝
不苟，乐此不疲，令人敬佩。面对服务对
象的夸赞，他们却对此不以为意。大家
一致表示：“工作虽忙，但能用自己的技
能为临床一线解决困难，保障工作，心
里就很开心，很踏实。”

优质服务促发展

协作创新获点赞

设备科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临床医

技科室，向医生、护士、患者提供完美贴
心的服务是设备科的不懈追求。一直以
来，设备科采取多项措施不断增强科室
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全心全意为
临床医技科室服务，在全院享有良好的
声誉。

医院的手术室外，一个全身被灰尘
覆盖、脏兮兮的小伙子引起了人们的注
意。这个小伙子叫樊辉，他之所以这幅
模样是因为刚刚更换了手术室净化机
组的空气过滤网。“大家可千万不要小
瞧这点工作，工作人员需要穿上隔离
衣，戴上口罩、帽子全副武装钻进去更
换，机组内空间狭小，工作人员也只能
蜷腿进行操作。一番操作之后，汗流浃
背是常有的事儿。”樊辉回忆起这件事
的时候说：“虽然不是工作在临床第一
线，但临床工程师的工作也是举足轻重
的，假若机器无法正常运转，那么手术
就无法正常进行，患者的生命就会受到
威胁，甚至会引起医疗纠纷，给医院带
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在他看来，这次

“紧闭”经历，并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
他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刘希娟主
任介绍，设备科的小伙子们跟樊辉一
样，能吃苦、有担当。设备科之所以享有
良好的声誉，这与科室敢想敢干，大胆
创新，提出的“想临床所想，急临床所
急，应临床所需”的服务宗旨，“准确、周
到、及时”的服务理念和“临床报修无小
事”的服务方针以及科室人员真抓实干
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现代化的医院要有现代化的医疗
设备，要充分发挥这些设备的综合效
益，必须有一支高水平的管理队伍，设
备科作为担负医疗设备管理与技术服
务双重功能的职能部门，为了更好地为
临床服务，设备科率先在全院推出了

“点名”服务、承诺服务、电话预约服务
等举措，科室始终坚持24小时听班值班
制度，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凌晨时分，
只要一个电话，临床工程师就会随叫随
到，为一线科室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坚持每周定期下临床科室，巡查设备运
行情况。临床工程师们严格遵守《医疗
设备维修制度》，维修中思路明确、认真
负责，保证设备的完整性和安全性。维
修完毕后规范填写固定资产管理软件
系统中关于医疗仪器设备维修方面的
服务报告。年轻人思维活跃、干劲足，为
了使临床工作不遗漏，设备科人员协作
创新让服务更贴心。创新实施了“再分
组”和“AB工程师结对子”制度，两人互
帮互助，把控临床保修任务零遗漏。在
出现维修困难时，团结协作、攻坚克难，
为医院节省了开支。为了方便临床报
修，设备科创新实施“二维码识别系
统”。在每台医疗设备上张贴带有二维
码的设备信息卡，医生、护士可以通过
扫描二维码了解设备信息，还可以直接
在手机上报修，丰富畅通了服务渠道。
灵活处理闲置医疗设备，对科室进行租
赁，既满足了临床所需，又提高了设备
的使用效率，避免了因调配不当而导致
设备闲置。“设备科服务精细，走信息化

建设之路，创新服务模式，规范化管理，
让工作更加贴合临床所需，必须为他们
的服务点赞。”骨科医生高磊说。

投身公益有担当

志愿行动不停歇

承担社会责任是公立医院的使命。
作为我市龙头医院的一份子，设备科全
体成员在努力做好做实、实现跨越发展
的同时，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以人文精神
履行社会责任，展现了青年志愿者良好
的精神面貌，赢得了群众的交口称赞。

设备科里的成员，基本都是标准的
工科男：低调不张扬，会做不会说。他们
每天最常见的状态，就是一声不吭地修
设备，但也正是这群不爱出风头的年轻
人，却悄悄做出了不少令人忍不住竖起
大拇指的事儿。心里惦记着社区里的孤
寡老人，他们便会利用休息日开展“维
修进社区”活动，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帮
助老年人修修血压计、血糖仪、家里的
电视机、电冰箱等“机器”；或者发挥专
业技术优势保障医院临床科室专家开
展“义诊”活动，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享
受到大医院的诊疗服务；在临床科室修
理设备的时候，会充分发挥自身的资
源、技术优势，对困难个人进行结对帮
扶；“医联体”兄弟单位出现设备障碍，
只要一个电话，设备科的成员们便会争
先恐后地上门检查维护……

多年来，志愿服务理念在设备科已
经深入人心，开展志愿服务已成为他们
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他们积极响应全市“助力
脱贫攻坚、实施慈善救助”主题活动号
召，积极参加医院“慈善月”捐款活动；参
加青年志愿者服务春运“暖冬行动”，为
春运乘客带去了便利和服务，给春运带
去了冬日的温暖；参加“文明创城，青春
同行”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争做讲文明、
树新风的模范，传播文明的先锋；在泰城
岱宗大街与龙潭路路口参加全市文明单
位认管路口交通志愿服务活动，为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贡献绵薄之力；参加

“青春同行，益暖王庄”主题活动，设备科
青年代表为王庄镇姜庄村贫困户送去慰
问金及大米、花生油、点心等慰问品，把
优秀青年集体的关心和温暖送到困难集
体的身边，向他们致以新春的祝福和美
好的祝愿；借助“红烛”捐赠平台向白血
病患儿送去爱心捐款，帮助孩子们树立
战胜病魔的信心，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

“志愿服务是时代的精神，更是社会文明
素质的发展。设备科的志愿者们用点滴
入微的志愿服务，用行动传播文明，奉献
社会，通过扶贫助残来传递社会的正能
量，希望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到公益事
业中来。”设备科刘希娟主任说。

文化建设显成效

凝心聚力树形象

青年是生力军，是突击手。为了抓
好青年人才队伍建设，设备科着力加强
对青年工程师的教育和培养，引导科室

人员追求崇高理想，激励他们热爱本职
工作，把自我目标融入到科室团队目标
任务当中，使成员具有共同的价值观
念、理想追求。

尽管科室工作非常忙碌，但是大家
能够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
实把群众路线落到实处。在学习过程
中，结合个人工作实际，立足本职，站在
全院发展的大局，从自我做起，从自身
入手，努力查找不足，深入剖析思想深
层的问题，进一步转变观念，转变作风，
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造性地开展工
作，实现设备科工作的新突破。科室还
积极开展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革命传
统教育活动。先后组织党员、入党积极
分子、团员参观了周恩来故居、莱芜战
役纪念馆、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孟良崮
战役旧址、徂徕山起义纪念馆，前往临
沂革命老区开展了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重温了入党誓词、入团誓词，老党员适
时与所结对的入党积极分子进行谈心
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按照院党委“爱
岗敬业、爱院如家，传承美德”主题思想
政治教育活动部署要求，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科室深入开展“爱院、爱岗、爱
患、爱己”教育，引导每一名同志从我做
起，从点滴做起，想主人事，干主人活，
尽主人责，自觉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
度，热爱本职工作，爱护医院各种设施，
提高工作效率，把严肃认真的工作态
度、热爱患者的思想感情贯穿到为临床
科室服务的全过程。进行职业道德、社
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科室采取多种形
式，组织全科青年认真学习白求恩、雷
锋、孔繁森、方永刚等先模人物事迹，学
习榜样、争做榜样、树立榜样，用榜样的
力量进一步提升科室良好的社会形象。

近年来，设备科以服务一流、管理一
流、人才一流、文化一流、效益一流等为
争创青年文明号目标，以先进的文化管
理人、教育人、塑造人、凝聚人，在科室内
部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
力。该团队根据本科室年轻同志多的特
点，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充分发
挥他们的特长，积极参加院工会、院团委
组织的运动会、篮球赛、足球赛、青年联
谊会等文体活动。通过参加活动，设备科
的工程师们进一步加深了相互间的交流
与合作，鼓舞了士气，增加了干劲。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力向一
处聚。经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设备科
先后荣获第六届全国计量诚信建设先
进单位、全国医学装备管理先进集体、
山东省“青年文明号”、山东省计量惠民
示范单位、山东省医学计量技术工作先
进单位、山东省卫生计生系统医学工程
技能竞赛团体优秀奖、山东省第十次医
学工程学术会议优秀组织奖、“江浙沪
皖闽鲁”五省一市血液透析机技能大赛
最佳案例回顾表现奖、泰安市“工人先
锋号”、泰安市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
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面对过
去的历史和荣誉，迎接新的使命和挑战，
从零开始更努力，快马加鞭启新程。我们
要适应新形势主动作为、勇于担当，一如
既往弘扬团队精神，紧紧依靠团队作战，
充分发挥团队作用，提升团队整体效能，
推动科室发展再上新档次。”设备科刘希
娟主任说。在新的征途上，设备科将继续
秉承“敬业、协作、创优、奉献”的精神理
念，按照“诚信为本，有诺必践，恪尽职
守，率先垂范”的信用公约，以实施科学
管理、人本管理、自我管理和岗位创新创
效创优活动为载体，真正在创建实践中
培育成一支政治素质好、职业道德好、职
业技能好、工作作风好、岗位业绩好的先
进青年集体，用青春、热情和双手提供优
质服务，用心铸就服务品牌，朝着更新更
高的目标跨越发展，为百姓延年益寿贡
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本报记者 孙玉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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