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护士节，本报记者走进市一院重症监护室，探访ICU护士生活点滴

2244小小时时守守望望，，有有你你在在，，灯灯亮亮着着
有人称呼他们为生命守望者，因为凡是与他们有过交集的病人，无一不是和死神“握过手”、感受过生死一线的人。在在他们24

小时不眠不休的治疗看护下，无数名患者被从死亡面前拉了回来，这些鲜活的生命，见证了他们对生命的坚守与尊重，，这就是重
症监护室。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本报记者走进淄博市第一医院ICU护理团队，为您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

除此之外，记者发现，在淄博第
一医院ICU所有的护理人员中，竟也
有不少的“纯爷们”。

据医院工作人员介绍，医院近年
来加大了对男护士的招聘力度，主要
多分布在急诊和ICU中，其中又以ICU

所占的比例最多。“目前ICU共有护理
人员33人，其中有13个男护士，这个数
量在全市所有医院中也不算少数。由
于ICU的工作强度很大，男护士在某
些工作中比女护士更要有优势，也能
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

来自烟台蓬莱的李良来医院已
经三年了，作为一名男护士，李良表
示并没有感到‘与其他人有什么不
同’。“我们这个团队非常团结，因为
大家一直在一起，所以没感到有什么
距离感，反而为自己能够发挥出作用
而感到很有成就感。”而来自泰安的
徐国良对此也表示，作为特殊护理科
室，男女护士各有分工，共同为患者
延长生命质量，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病房中，记者看到，李良和徐
国良正在为一位八旬老人排痰，虽然
是“纯爷们”，但两人的手法和技巧比
起女护士来也丝毫不显刚硬。老人的
儿子魏润田告诉记者，自己父亲1月
份因肺部呼吸不好送到ICU治疗，多
亏了这帮小伙子们的照顾，现在老人
已经可以回家休养，他也希望通过媒
体，对ICU的护士表达感谢。

“纯爷们”护士成

救护工作靓丽风景

市第一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坐落在住院部八楼，与其他科室
不同，这里要显得冷清许多。厚
重的防盗门仿佛将它与外界隔
成了两个世界，再加上密码锁和
保安人员，这里俨然像一座大型
的“保险箱”。其实这样说倒也恰
如其分，每次送到这里的病人往
往都是危重患者，而这里正是守
护他们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他
们在为生命“保险”。

前来引领记者的是ICU护
士长聂娟，作为一名在医护一线
已工作19年的护理“老鸟”，她的
举手投足间，透露着一种处变不
惊的从容和淡定。穿上鞋套隔离
衣，做好必要的消毒工作，聂娟
提醒记者一定要保持安静。与想
象中的不同，虽然大部分人在提
到ICU时多少总会有些恐惧，但
这里却显得有些“单调”。一条长
长的过道从中穿过，将监护室分
为东西两部分，东面是患者病
房，每一个病房都有一名护士负

责24小时看护，而西面则是护理
部，医护人员随时待命以应对各
种突发情况。

“我在急诊、ICU等各科室都
工作过，在ICU感觉身上责任更
重，这里对护理工作的技术性要
求更高更全面，你必须要懂得团
队合作，要掌握各种高端诊疗设
备的使用，要把每个护理细节做
好做准确，每一个小的失误都是
拿生命在赌博。”聂护士长表示。

目前，共有15名患者在这里
接受治疗，其中多是高龄人群。

“只要是送到这里的病人，都是
命悬一线。曾有一个14岁男孩因
为心脏病突发猝死在病床上，这
里或许是不少病人最后见到的
唯一场景，但越是如此，我们才
越要把工作做好，救回更多的
人，每一次看到有病人从这里平
安出去，我们真的是发自心里的
激动，在这里不只是救死扶伤，
更多是一份责任和对生命的尊
重。”护士张超告诉记者。

快节奏准确处理病情

绝不拿病人生命赌博

由于照顾患者需要寸步不
离，ICU的医护人员只能通过压
缩自己的其他时间或改变生活
方式来适应这种工作节奏。“我
们每个病房必须保证随时有医
护人员，大概每两小时内需要给
病人翻翻身，同时还要监控好病
人的身体情况等。”聂娟表示，

“因为离不开人，我们的午饭都
由医院食堂配送的，每个人吃饭
时间花不了十分钟，如果看护过
程中自己身体感觉不适，在没人
替班的情况下也不允许离开。”

除此之外，ICU里的病人生
活多无法自理，及时清理掉病人
的排泄物也成为他们的主要工
作之一，对于一些80后、90后护
士，开始时可给他们出了不小的

“难题”。护士赵洁是标准的90

后，也是ICU中年龄最小的的护
士，“以前在学校学习时，听到这
些总是不屑一顾，但真正工作之

后才发现一点都不简单。”对此，
89年的护士李良告诉记者，“刚
来到ICU时，有一段时间确实很
压抑，因为较其他科室而言，这
里与外界交流很少，每天见到最
多的就是各种危重病人，时间一
长心里也很沉重，多亏同事的开
导和陪伴，才让我好转起来。”

据聂娟介绍，护理听起来
容易，但做起来实在有太多“讲
究”的地方，几年下来，几乎每
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椎间盘突
出或心理问题，“每个护士平均
每天要给病人翻身近50次，还
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确实不
易。”在一线工作了19年，聂娟
从没和家人过一次大年三十，
越是节假日的时候，越是他们
最忙的时候。“节假日经常会有
人因为喝酒过量、车祸等送到
监护室，我们必须严阵以待，随
时做好救治工作。

为更好护理病人

吃午饭花不了十分钟

护士李良和徐国良帮助病人排痰。

ICU护士正在护理病人。

文/片 本报记者 樊伟宏

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成
为困扰医务人员的最大难题之
一，对于ICU医护人员来说同样
如此。

“ICU有规定，为了防止交
叉感染，每天只允许家属有一
个小时的探望时间，规定实施
后，开始时确实受到不少误
解。”聂娟告诉记者，“之前我
们接到过一个20多岁的小伙
子，送来时呼吸衰竭，但病人
家属却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
准他们探视。”提起这些，聂娟
颇有感触。

“送到ICU的病人，多是需
要立即抢救，一个手术耗时六
七个小时是家常便饭，作为医
护工作者，我们肯定会尽全
力，毕竟这是条人命啊。”聂娟
说，“可由于一些市民不理解，
如果人治好了固然皆大欢喜，

万一没有，我们也会顶着很大
压力，过去曾因此发生过对护
士的暴力事件，之后我们把解
释工作前移，这种情况得到了
改善，毕竟大部分市民都支持
信任我们，希望有更多人配合
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最大的
期盼。”

据聂娟回忆，之前他们曾
经接到过一个产后大出血的
沂源产妇，最后救回来后第一
句话就是问孩子怎么样了，这
让聂娟深深感到了生命之重，
也让她对工作有了更深认识。
当然，因为ICU护理工作，也让
她交到了不少好朋友，“五一
那天送来一个肾功能衰竭的
老人，最后老人出院后我经常
会去他家中看看，顺便给老人
检查一下身体，老人对我也像
亲人一样，让我感觉很满足。”

面对误解与委屈，只盼更多市民配合

因为把大量的时间都放在了工
作上，ICU不少护理人员对家庭多充
满了愧疚。

“又一次我老公对我说，你照顾
别人照顾的那么好，能不能把自己的
亲人也当成病人，多照顾照顾。虽然
只是一句话，却让我心里非常难受。”
聂娟告诉记者。那么多年来，除了逢
年过节不能陪在家人身边，早出晚归
的工作节奏也让聂娟无法在家庭中
倾注更多的精力。每天晚上下班后，
看到自己13岁的儿子还在做功课，聂
娟会拿起课本帮孩子检查，这已是她
对儿子能做的仅有的几件事之一。

“ICU护士并不是一份高薪职业，高强
度高压力，可如果让我选择，我还是
会留在这里，因为对我来说，能在ICU

工作就是对我能力的肯定，看到那么
多病人恢复健康，我已获得极大满
足，我相信儿子也会为我感到骄傲。

徐国良一年前交上了女朋友，在
被问到有没有因为工作惹女友不开
心时，徐国良表示，女友很支持我的
工作，即使我节假日有时需要加班，
她也多表示理解。“她知道我在忙什
么，在干什么，都是治病救人的事，耽
误不得，她说自己会一直陪伴他支持
他。”说到这里，89年的徐国良是一脸
的幸福。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患者的一盏
灯，当患者游走在生死之间，能循着
这点微微的灯光，找到回来的路，重
新恢复健康。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
福，也是我们ICU全体护理人员存在
的意义。”聂娟说。

愿成为一盏灯

照亮病人“回家”路

ICU中有不少“纯爷们”护士。

为了保证患者病情稳定，护理
人员24小时陪护病人。

山东泰丰城建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拟将该公司开
发的座落于青州市云门山
南路的云门山花园中心广
场B区(房产证号为：青房权
证云门山字第200801893号)
的房屋，在山东青州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做现
房抵押，抵押期限六年。抵
押房产清单如下：

云门山花园中心广场B
区，共计1套，面积5967 . 57
平方米。

为防止欲抵押的房屋
已出售，因办理抵押给业主
造成损失，我局现予以公
告，如对此有异议，请公告
之日起十日内向我局办事
中心登记审核科提出书面
异议，如经审查异议不成立
或无异议我局将予以受理。

电话：18866187121
联系人：陈进
青州市房地产管理局
2015年5月11日

山东泰丰城建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房产抵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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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宗地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m2）

土地用途
规划容
积率

建设项目
开工时限

建设项目
竣工时限

出让
年期

起始价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预付款
（万元）

增价
幅度

（万元）

1
370302003012GB00049[淄川区

2014（增量）—012]号

淄川区解放路
以东、淄博颐
泽房地产有限

公司以南

9646 . 76 城镇住宅
大于1 . 0且
不大于1 . 4

供地后
一年内

开工后
三年内

70 1500 300 1200 20 . 00

淄淄博博市市国国土土资资源源局局国国有有建建设设用用地地使使用用权权公公开开出出让让公公告告
淄国土交告字[2015]19号

经淄博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局决定以网上交易方式公开出让370302003012GB00049 [ 淄川区2014(增量)—012]号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其他说明的事项及瑕疵：/。

具体情况详见淄博市国土资源交易网：http：// www.zbgtjy.gov.cn 2015年5月12日

宗地的基本情况和土地出让条件

喜喜旺旺：：专专注注低低温温肉肉制制品品1188年年
破解低温加工关键技术，打造低温肉制品“中国名牌”

低温肉制品是指使肉制品处
于较低温度(0-4℃)环境下抑制微
生物生长。低温肉制品最大限度地
保留了原料肉的风味物质和营养
成份，防止了传统肉制品加工下可
避免的成份流失；肉质鲜嫩，口感
良好，无肉类煮制后固有的“渣”
感；肉类蛋白变性适度，易于为人
体消化和吸收，营养利用率高；食
用便捷，家庭可贮存备用；需冷藏
存放和冷链销售，即产品要在0-6℃
下冷藏。

高温肉制品是经过121℃高温
蒸煮的包装肉制产品。由于高温蒸
煮使袋内肉制品消毒彻底，所以在
常温下有较长的保质期，缺点为一
般有点罐头味。另外，由于高温制
作，也使产品中的一部分营养成分
降低。因此，常常可以看到高温肉
制品的配料中常常加入了更多的
调味料如香辛料、水解植物蛋白、
味精、I+G、酵母抽提物来强化口感

目前西方国家居民以低温肉
制品为主，由于国人的消费习惯及
先入为主的影响，目前国内还是以
高温肉制品为主，但低温肉制品是
肉制品消费的潮流。因低温肉制品
对原材料及加工工艺和存储方式
要求极为严格，最大限度的保证了
肉制品的营养和风味，所以低温肉
制品价格相对较高。

低温肉制品对比

高温肉制品

喜旺低温肉制品受消费者欢迎。

喜旺科研中心。

全冷链系统，充分保留营养

在肉制品行业，按加工
及杀菌温度的不同，分为高
温和低温肉制品两大类。高
温 肉 制 品 的 特 点是保 质 期
长，但加工过程中的高温处
理，会使肉制品的营养损失，
口味变差；低温肉制品则弥
补了这一缺憾，但对原料肉、
工艺、技术水平、环境卫生的
要求也更为严苛。

目前，低温肉制品在我国
还处在初级阶段。这是挑战，
也是机遇。喜旺18年来坚持做
低温肉制品，喜旺食品全部是
低温肉制品。率先引进了尖端
生产设备和加工工艺，起步之
初就将全部产品定位在低温
肉制品上，每年投入巨资，与
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抢占

“研发中心”的制高点。而喜旺
目前早已完成全冷链系统，做
到了将鲜肉控制在全冷链的
系统下，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产

品的营养成分。
这一关键技术的突破，让

喜旺食品一跃成为国内为数
不多的、能够自主掌握低温肉
制品全套技术和工艺的食品
企业，“喜旺”是中国首批低温
肉制品“中国名牌”，集团研发
中心被认定为“国家农产品加
工技术研发专业猪肉领域分
中心”、“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
心”。喜旺，不仅仅是山东省第
一个获得国家无公害产品标
志的熟肉企业，也是山东省第
一家加入世界肉类组织的企
业。

喜旺的研发成果直击行
业技术短板，缩短了中国肉制
品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成
为国家科研合作和推动行业
发展的主要力量，并产生了重
大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
影响，通过高科技手段专注为
市民提供健康食品。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肉制品发展历程看，肉制品都经历
了从高温向低温的发展趋势。据相关调查报告显示，中国
的肉类发展目前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营养健康的低温肉制品正成为都市人们的选
择，新的消费群体已经悄然兴起，未来低温肉制品将是消
费的大趋势，喜旺18年来坚持做低温肉制品。

传统民间配方，打造产品独特口味

本报记者 唐菁

让消费者吃到放心又健康
的肉食品，喜旺公司有三大“绝
招”：一是在制作过程中用先进
的脂肪萃取工艺，将脂肪最大限
度分解出来，使产品香而不腻；
二是在加工过程中配以20多种
名贵中草药，调口味，增营养；三
是与世界著名肉类科研机构合
作，吸取国外先进技术，改造传
统工艺，中西结合。

多年来，公司围绕传统酱
卤肉制品工业化生产技术、食
品质量安全和食品营养保健
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将产品
研发的重点放在营养保健上，
充分挖掘了中国传统的民间

独特配方，把传统中医药膳理
论与发达国家食品营养科学
配方相结合，结合西式先进生
产工艺，利用20多种食用的中
草药调制出陈香老汤煨制而
成，同时在产品中加入了大豆
蛋白、牛奶、蜂蜜等天然营养
品及蔬菜、水果等食用纤维
素，使产品营养丰富，口味独
特，无论外观、品味以及内在
品质都实现了新的飞跃。

“像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维生素等等微量元素，都是我
们抽检的指标和依据，以保证
喜旺肉制品的营养健康。”工
作人员介绍。

喜旺集团成立于1996年，主要从事
低温肉制品加工及销售。公司秉承“振
兴民族食品工业，树立喜旺国际品牌”
的经营理念，始终以“为人类更健康的
生活”为使命，抢抓机遇，开拓创新，加
快推进企业的现代化建设步伐。

喜旺集团是全国最大的酱卤肉
制品生产基地，是全国首批“世界肉
类组织成员单位”，国家认定企业技
术中心，是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
专业猪肉领域分中心。喜旺集团承担
了国家“十一五”、“十二五”科技攻关
计划、国家农业部948计划、国家科技
部星火计划等重大科研项目。

喜旺集团拥有中式和西式两大
产品系列，拥有300多个产品，储备新
品200个。采用国际连锁直营的销售模
式，使公司的品牌形象深入到消费者
心中。喜旺集团现拥有1000多家直营
连锁店，10000多个销售通路，在省内
市场实现了“无缝隙”覆盖，广受各地
消费者欢迎。

做放心肉食

树喜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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