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医附院重症监护室60后护士长常丽

患患者者的的认认可可，，是是我我前前行行的的力力量量

重症监护室
(ICU)里的忙碌可不
一般。ICU实行的是
全无陪护制度，住
进 I CU患者的所有
治疗、护理以及生
活照料全由护士完
成。“喂水、喂饭、梳
头、洗脸、拍背、翻
身、倒大小便…工
作一天下来，腰都
累得直不起来，只
想找个地方倒头就
睡。

本报记者 康宇

济医附院骨关节科70后护士长黄英丽

患患者者康康复复，，我我们们比比谁谁都都高高兴兴
本报记者 康宇

精心，整体化优质护理呵护患者健康

在医院骨关节科初见护士
长黄英丽时，她正一身汗、紧张
轻盈地走出病房。

病房里前不久入住了一位
魏女士，因为颈椎刚动过手术，
在创伤骨科病房已经躺了十多
天，平时的洗漱、洗发、洗脚都需
要护士照顾。

“你们的服务温馨、亲切，对
待患者就像亲人一样”。当天恰
逢魏女士出院，她不断地感谢护
士们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骨关节科病房，像魏女士

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除了进行
日常的输液、牵引、熏蒸等治疗
外，护士们早晨还要帮不能自理
的患者进行洗漱、康复锻炼。而
洗头、洗脚只是基本的生活护理
内容之一，她们还把这些生活护
理做成详细的工作流程。

“1996年我刚从学校毕业就进
入了医院，当时医院的规模还比较
小，只有门诊楼和病房楼。”回忆刚
刚进入医院的时候，黄英丽有些感
慨。“当时刚来的时候，我是进入了
急诊科，到现在，在急诊科的那几年

仍然记忆犹新。有了在急诊科的历
练，扎实了基本功，为以后进入骨科
病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刚进入骨科的时候，总感
觉护士就是做一些打针、喂药的
工作，没有想到还要观察患者病
情、和患者聊天、教患者相关的
健康知识及康复训练方法等系
列工作。”黄英丽说，有一天，当
她走进病房时，病房的患者都亲
切地给她打招呼，一下子拉近了
医患之间的距离，让她感觉自己
的付出非常值得。

贴心，周到服务

给患者家一样的感觉

每当看到患者康复出院时，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作为一名70后护士，黄英丽
已经成为骨关节科的专业骨干、
护士长。2007年骨关节科成立。为
了让患者住院后有家的感觉，从
科内被褥的颜色到为患者准备的
冰箱、微波炉，一针一线无不倾注
了大量的心血，她亲自前往市场
选材，3个月连续吃住在科内，日
间进行人员培训，从每一位护理
人员的一举一动到每一句话无不
进行严格的要求，切实让患者感
受到护理人员的关注与细心。

“我没感觉工作有多辛苦，患
者康复出院，那种成就感是无与
伦比的。”说起患者，黄英丽有些
兴奋。那是2010年，一位患者已卧
床十年了，在骨关节手术之后，一
直留在医院里做康复训练。从卧
病在床十年，历经日复一日的训
练，无论是病人还是护士，都付出
了许多。“当她能够站起来的那一
刻，我们所有人都哭了。”

“就在去年夏天，她还特地的
回来看我们，穿了一件绿色的连
衣裙，她说她现在不仅能够站起
来了，还能够去广场上去跳舞，我
们真心地为她高兴。”黄英丽告诉
记者，这份工作有它的苦和累，但
看到患者治愈后的样子，苦和累
算不得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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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对于在死亡
线上挣扎的患者来
说，是战胜死神的战
场。对坚守岗位的护
士而言，是体力、能
力、智慧、勇气和担当
的集中体现，她们就
是战胜死神的白衣战
士。

工作信条

“我没感觉工
作有多辛苦，患者
康复出院，那种成
就感是无与伦比
的。”说起患者，黄
英丽有些兴奋。她
所在的济医附院骨
关节科在全国较早
开展了整体化优质
护理工作，并被国
家卫生计生委评选
为国家级“优质护
理服务示范病房”，
她本人被评选为

“国家级优秀护士
长”。

看着病人在自己
的照顾下康复，感觉
特别有成就感。

工作信条

济医附院神经内科80后护士长申雪花

换换位位思思考考，，从从患患者者角角度度做做护护理理
本报记者 康宇

周到，家属紧握双手不愿放

33岁的申雪花是济医附院
神经内四科的护士长，从2006年
入职至今，一干就是9年。

“科里有21名护士，病房管
理、输液打针、口腔护理、导尿、
营养关注、病情观察等都是日常
的工作，尤其是上夜班，一刻也
不能马虎，除了要掌握过硬的护
理本领外，更多的需要耐心和责
任。”

有一次，急救中心送来一位
60多岁的老人，因为脑梗死陷入
昏迷状态，病情危重。患者被送
来时满脸呕吐物，申雪花二话不
说，立即带领护士们安置病人，
为他吸氧、输液、留置导尿、心电
监护，随后脱去患者弄脏的衣
裤，并端来热水，洗去老人脸上
的污物和身上的大小便。自始至
终，她们都没有一丝的嫌弃。

经过精心的治疗和护理，两
天后老人由昏迷转为清醒。当老
人的儿女看到老人被照顾得如
此周到，老人的儿女紧紧地握着
她的手，流下了感谢的泪水。

“目前护士的工作压力和强
度非常大，即使再苦再累我们都
不怕，患者的理解和认可，就是
对我们工作的最大安慰。”申雪
花表示。

沉稳，遇事不慌乱

从容应对

沉稳，遇事不慌，从容应对
从急诊科到重症监护室，从重

症监护室到神经内科，一个刚出大
学校门的毕业生，9年辗转三个科
室，80后的申雪花迅速成长为医院
的护理专业骨干。申雪花说。

“在其他科室的磨砺，让我的
专业知识技能迅速提高，也为我在
神经内科室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
础。遇事不慌乱，处理问题更加及
时稳妥。”

神经内科一般接诊脑出血、脑
梗塞等神经系统病患，病情危重及
卧床病人居多，病情转归比较慢。
家属往往都非常焦急，有时会对我
们为患者采取的一些治疗护理项
目不理解，往往会把不满情绪撒在
护士身上。

申雪花说，面对患者及家属的
误解，她常教导护士们要换位思
考，对患者及家属要多理解和关怀
他们。当他(她)们不开心时，要主动
与其谈心交朋友，打消他们的顾虑
和怨气，娴熟的技术和周到的护理
会改变患者的心态。

她知道，敬业精神是一种对工
作高度负责、任劳任怨、充满诚挚
的爱心、愿意为所从事的职业无私
奉献的精神。有了奉献的思想，才
能积极的付诸行动，她带领护士坚
持以患者为中心，以创新求突破，
以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社会形象
赢得了患者的信赖。

济医附院手术室90后器械护士唐晴

一一伸伸手手，，就就知知道道该该递递什什么么器器械械
本报记者 康宇

仔细，一台手术多次清点器械
唐晴是济医附院手术室的

器械护士，90后的她已走到这
个岗位5年了。

“手术室是我想来的地方。
当初看到电视剧里面的手术场
景，感觉特别厉害，一直向往这
里。上班后，这里不仅有我想象
中的神秘，更有一份沉甸甸的
责任。”唐晴说。

“手术室里大致上分为总
务护士、巡回护士、器械护士
等。总务护士，负责协助护士长
协调手术室一天的工作、提供
全天手术所用物资；巡回护士
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负责

接送患者、术中患者病情观察
以及协助医生、器械护士完成
手术所需设施设备及物资的供
应等工作；器械护士的工作相
对固定，器械护士负责在手术
台上传递手术器械，协助医生
完成手术。”提起自己的工作，
唐晴如数家珍。

手术刀、止血钳、纱布、缝
针……医生根本无需说什么，
只需一伸手，作为轮值器械护
士的唐晴就会将他需要的器械
递上。这种电视剧中常常出现
的画面，每天都在唐晴身边上
演。

虽说器械护士只需盯住手
术台上的“一亩三分地”，她的
视线不能离开术野，要紧随手
术进程传递各种无菌器械、敷
料，但唐晴表示，器械护士是丝
毫不能马虎的。特别是清点器
械一关，手术前器械护士要先
到手术间检查一遍手术所需器
械及特殊用品是否齐备；在麻
醉师进行麻醉时，器械护士需
与巡回护士一同再清点一遍器
械；手术结束，医生为患者关腹
时，器械护士需要第三次与巡
回护士一起清点一遍器械，确
保器械数目准确无误。

责任，穿上工装

变成“女汉子”

唐晴有着典型90后的爱好，平
时她也是一个爱美、爱玩的女孩，喜
欢看电影、喜欢逛街、喜欢上网。

作为一名手术室护士，她深知
自己的责任，一穿上手术衣，就变成

“女汉子”。“推患者进手术室、急症
患者的紧急运送、一站就是一上
午……这种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不能
娇弱，我要为我的患者负责。”唐晴
自豪地说。

“手术室的工作没有固定点，有
时候准备下班了，一下子来了一个
或者两三个急症手术，那就得继续
上台。有时候一台手术要做很久，记
得我最长的一台手术，足足站了23
个小时。”这些对唐晴来说，这已是
小case。除了白天正常工作外，夜班
也是她们的必修课。

前几天晚上9点左右，绿色通道
来了一名神经外科的病人，高血压
脑出血意识障碍，正在值班的她，接
到由急诊科直接护送过来的患者，
麻醉师、医生都已全部到位，“我们
的战斗开始了”。经过紧张的抢救，
手术做到凌晨2点多，累了一夜，患
者手术很成功，转危为安，让唐晴倍
感欣慰。

虽然手术室的工作繁忙又辛
苦，但唐晴笑着说，“我很喜欢这个
职业，很享受帮助别人、拯救生命的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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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子，最常见的加班便饭

常丽是济医附院重症医学
一科(ICU)护士长，53岁的她
已经在ICU当了21年的护士
长。

“梳头、洗脸、拍背、翻身、
倒大小便…工作一天下来，腰
累得都直不起来了，只想找个
地方倒头就睡。”常丽说，ICU
实行无陪护制度，住进ICU患
者的所有治疗、护理以及喂饭、
喂水生活照料全由护士完成。

“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包

子是最常吃的。因为既方便又
节省时间，能很快吃完，继续照
顾病人。”常丽微笑着说。

“ICU的护士不仅要做好
患者的护理，最要紧的要同死
神赛跑。”常丽介绍，这里的患
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需要护
士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患者心
率、脉搏等生命指征，同时还要
对患者进行喂饭、喂药、吸痰。

常丽和另外两名ICU的60
后 护 士 是“ I C U 的 三 朵‘ 金

花’”，她们以身作则，充分发挥
技术上的传帮带作用，也使附
属医院的重症监护床位由建科
初期的4张发展到目前的254
张，并成为山东省监护室护士
培训基地，在她们的带领下，不
少80后、90后已成长为ICU的主力
军，也许她们在家中被父母娇惯
宠爱，但是走进ICU病房后的那一
刻，她们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

“铿锵玫瑰”，她们不怕苦、不怕
累，迅速地成长起来。

吸痰，患者的咳嗽咳痰

往往会溅到脸上

“除了身边不断成长的年轻护士，
患者疾病的转归也给了我们很多得力
量。”常丽说。

那是2013年的中秋节，科里住进
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在ICU住了一
段时间，痰特别多。因为气管切开不能
说话，每当有痰时，他就急促地敲床。

“越是着急就越要憋气，所以我一
边安慰他，一边给他吸痰。”常丽告诉
记者。

“吸痰的时候，患者剧烈地咳嗽，
痰都溅到了我的脸上。”对于这些，常丽
都已经习惯了，她仍然继续安抚小伙
子，让他保持平静，情况终于稳定下来。
晚上巡查时，只见这名小伙子把手指伸
向床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床头上多了
个小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对不
起，谢谢护士长大姨，中秋快乐”。

“一个生命垂危的患者，仍不忘向
照顾他的护士说一声谢谢。作为护士，
就算再苦，我都觉得值了。”回忆起当
时的场景，常丽仍忍不住眼眶泛红。

常丽说，在ICU，几乎每天都要面
对生与死神的挣扎、面对生离死别。一
些人以为她们早已感情淡漠了。其实，
她们最能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宝贵。
同她一样，所有医护人员最高兴的事，
就是看着患者一点一点地恢复健康，
直到离开ICU，这种幸福的心情是别
人无法理解的，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
替代的。

“患者的理解与认同，是我前行的
力量，下辈子，我还做ICU护士。”常丽
说。

80后护士长申
雪花，从刚走出校
门的大学生，到医
院的骨干护理人
员、到护士长，9年
的艰辛付出，期间
轮转三个科室。她
认为，有了奉献的
思想，才能在日常
护理工作中付诸积
极的行动。

虽然护士工作压
力、强度大，即使再苦
再累，我们都不怕。

工作信条

无影灯、手术
刀、止血钳、无菌
衣……提起手术
室，总会带给人们
一种神秘的感觉。
实际上，一台成功
的手术，除了技术
高超的医生，还有
手术台上配合手术
的护士们。器械护
士唐晴就是她们当
中的一员。现在的
她，道行颇深，医生
一伸手，她就准确
地知道该递什么器
械。

很喜欢这个职
业，很享受帮助别人、
拯救生命的事业。

工作信条

常丽在重症监护室指导护士护理患者。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申雪花询问患者康复情况。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黄英丽在病房护理患者。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唐晴在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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