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5月13日 星期五 编辑 王任辉11

■ 淄川区医院护士节征文选登

小时候我也像很多孩子一
样，看到穿着白大褂的人过来就
害怕地往妈妈身后躲，看到护士
拿出长长的针就大声哭喊。有
一次住院时夜里醒来，发现护士
阿姨正在给我盖被子，怕我翻身
掉下床，还把床挡也立了起来。
原来在这寒冷的夜里，除了妈妈
的怀抱，还有护士阿姨温暖着
我。那时，我便不再害怕那身白
衣，觉得它是那样漂亮。

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护理专业。

刚刚踏入工作岗位的我也
曾迷茫，面对新的工作环境，繁

重的护理工作，频繁的白夜倒
班，使我疲惫。此外，还要保持
24小时电话畅通，曾经有一段
时间一听到铃声响就非常紧
张。

一天一天过去，在带教老
师的指导带领下，我慢慢适应
了工作。现在我也像老师那样
每天忙碌地穿梭在不同病房，耐
心地为病人们排忧解难。不仅
会打针配药鼻饲导尿，还学会了
多种隐藏技能。身心俱疲时，我
也能翻身起床，为抢救病人再次
冲刺奔跑在路上。

这时我更深地明白轻盈的

“白衣天使”称呼的份量。因为
在生命的紧急关头，我们是架起
救援的桥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懵懂
少女成长为经验丰富的资深护
士，责任心更重。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我每日坚守岗位，加班
加点，无怨无悔，且利用休息时
间完成社区核酸采集、协助核酸
检测等工作。

我愿此生奉献护理事业，以
满腔热情做好每一件护理工作。
因为心中之重，莫过于每一位患
者的健康性命相托。

陶俊

南丁格尔有这样一段名言：
护理工作是平凡的工作，然而护
理人员却用真诚的爱心去抚平
病人心灵的创伤，用火一样的热
情去点燃患者战胜疾病的勇气。
作为一名护士，我们在平凡的工
作中感受着人生百味，奉献着自
己的爱心。

我们消毒供应室护士担负
着为全院提供数量充足、功能完
好、规格齐全、品质保障的消毒
灭菌用品的任务。虽然不能直

接为病人驱除病魔，但我们的工
作同样是医院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有条不紊地回收、分类、
清洗、装配、包装、灭菌和发放贯
穿着每天的工作。员工之间默
契的配合才能保证一批次又一
批次合格的无菌物品输送到各
个使用科室。每天严谨的、无死
角的物体表面消毒也杜绝了交
叉感染的发生。

我们的工作没有轰轰烈烈的
辉煌，却写满了简单而又平凡的

爱。回首从事护理工作的历程，
品读着生命的春华秋实，感慨着
当个天使的不容易，白衣天使的
翅膀太沉重了，左边背着爱心和
真诚，右边驮着微笑和奉献，用辛
勤的汗水描绘着青春的足迹。

如今，我感受到了这个职业
的艰辛，体会到了这种艰辛的快
乐，品尝到了这种快乐的滋味!当
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时，我还是会
骄傲的说：“我是护士！”

孙晓洁

我是护士

每年的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由国际护士理事会为纪念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于1912年设立，其基本宗旨是倡导、继承和弘扬南丁格尔不畏艰险、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勇于献身的人道
主义精神。今年的5月12日是第111个国际护士节。护士是勇士的化身，一袭白衣，用双手护佑生命，用爱
心奉献践行着医护工作者救死扶伤的初心，向这些坚守在救死扶伤一线的白衣天使们致敬，祝全体护士
们节日快乐！

天使的守护

我不再是我，我亦还是我

近日，我们收到了患者小暖
送来的向日葵，向日葵是用毛线
一针一线手工编织而成，这让我
这个在肿瘤科摸爬滚打了十几
年的护士长落泪了。

小暖是个晚期肿瘤患者，今
年才26岁。和她的名字不同，四
年前刚来住院时小暖冷冰冰的，
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刚刚经历了手术及化疗，小
暖身体非常虚弱，生活自理比较
困难，腹腔内大量腹水。在上级
医院被告知预计生命不超过三
个月。因为家在本地，选择来到
了我院继续治疗。

化疗后第六天，小暖开始剧
烈呕吐，呕吐物直接喷溅到我白

色的护士服、护士鞋上。顾不上
这些，我连忙一边拿袋子接住呕
吐物，一边用餐纸帮她擦净嘴
角，轻捶后背。二十分钟后小暖
终于不吐了。我端起水杯给她
漱口。

就在这次之后，小暖渐渐敞
开心扉，与我们的交流多了起
来。这块冰终于彻底融化了，后
来慢慢地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
朋友。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暖的病
情逐渐好转，腹水消退。我们都
为她感到高兴，小暖脸上的笑容
也越来越多。可不久小暖的病
情又有复发，只好再次更换治疗
方案。2020年我科开展“输液港

植入术”新技术，已相互建立亲
人般信任感的小暖主动要求应
用新技术，在PICC导管拔除后，
直接更换了输液港。截至现在，
小暖在我科住院已有29次了，目
前口服靶向药物，再次控制住了
病情，胸、腹水再次消退，人也比
以前胖了。

治疗四年，科里人都说小暖
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小暖心存
感激，在家花费了好几天的时
间，用心编织了一束充满希望、
向往着生机勃勃的“向日葵”。
她说，她就是这个向日葵，而你
们就是她心中的太阳。每当看
到你们，我心里就充满希望，充
满阳光。 孙静

手编的向日葵

2021年1月21日，是我入职
进入心内科的第一天。

当天，护士长对我们进行了
入科宣教，正准备带领我们熟悉
病区时，突然听到呼救声：“护
士，快来看看！”老师们立刻放下
手中的工作，推着抢救车、除颤
仪健步如飞冲进了病房。我带
着紧张而又好奇的心也跟了过
去。只见老师们有条不紊地进
行着抢救工作，胸外按压、球囊
辅助呼吸、建立静脉通路……同
时，还不忘安慰站在一旁痛哭的
家属。

从她们的交谈中，我才得

知，奶奶上一秒还有说有笑，下
一秒突然丧失了意识。这时，我
的心情是复杂的，一边敬佩老师
们与死神赛跑的果敢神速，而另
一边，我有着强烈的欲望想去尽
自己的一份力量，但初入职场的
我感觉手足无措，更害怕会给老
师们添麻烦，我便暗自发誓，我
要快速成长，要像老师们一样冲
在前线、救死扶伤！

在院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心
内科医护人员共同努力，介入手
术得以突飞猛进。2022年4月26
日，星期二，是我们科的常规手术
日，在满床的情况下，静配中心送

来的药液铺满了治疗室的整张桌
子，当天，还有12台介入手术等着
我们完成。老师们绷紧了弦，急
而不慌、忙而不乱地工作着。那
天我上接送班，负责病人途中的
安全，穿梭在病房与介入室之
间，我清晰地记着医生们穿着重
重的铅衣站在手术台上奋战的模
样。正是因为大家都具备高度的
耐心、细心、责任心，才顺利完成
了这很有意义的一天。

如果我们被称为“白衣天
使”，那么医院就是我们白衣天
使的家，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车俊茹

托举生命的天使

■ 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医护事迹

用爱心帮助患者走出心理阴霾
护士节来临之际，孙玲玲

被淄博市卫生健康委评为“淄
博最美护士”。

孙玲玲是淄博市精神卫
生中心临床心理二病区的副
护士长，她所在的病房是封闭
式的，大部分患者没有家属陪
护，50多名患者的生活起居
都需要护士来照料。从早晨
督促病人起床洗漱，到一日三
餐，再到吃药、洗澡、换衣
服等。

今年3月，新冠疫情来袭，
为确保住院患者的安全，医院
对住院病区进行全封闭管理。
为减少感染风险，孙玲玲首先
申请成为第一梯队队员，首批
进驻病区，与患者同吃同住。
在病区封闭管理期间，她除了
负责日常的工作之外，还要承
担病区所有患者定期连续核
酸检测任务。

病区封闭期间收治了一
位来自周村的12岁小姑娘，
她表现情绪低落、自伤自残，
手臂上有无数条刀划伤。住
院第三天，孙玲玲为她采集
核酸的时候，一进门她就开
始发脾气，站在床头柜上大
喊大叫：“你们就是故意把我
关在这个屋子里，故意不停

地做核酸，你们就是故意整
我。”孙玲玲听了之后，温柔
地说：“宝贝，你先下来，你下
来我慢慢跟你解释，你在床头
柜上站着，万一摔下来怎么
办。”小姑娘听了孙玲玲的话
哭得更厉害了，她说从来没有
人叫她宝贝，从来没有人关心
过她会不会受伤害，今天竟
然还有人会担心她会不会摔
倒。说完她乖乖地从桌子上
下来，但是她要求孙护士长
必须陪她聊两个小时的天才
会测核酸。

“宝贝你先把核酸做了，
等收齐所有标本送检后我再
回来陪你，我们不能让全医院
几百号人的标本都在等我们
吧。”在孙玲玲的安抚下，小姑
娘做了核酸检测，当然孙玲玲
也陪她聊了两个小时。她对
孙玲玲说，她第一次觉得自己
很重要，觉得自己是被人看到
的，自己是明事理的。

孙玲玲热爱这份工作，她
愿用自己的爱心、耐心、细心、
责任心，为患者撑起一片希望
的天空，帮他们走出心理的阴
霾，重新融入社会、拥抱美好
的生活。

孙秀珍

在今年5·12护士节来临
之际，刘颖被淄博市卫生健康
委评为“淄博好护士”。

刘颖自2005年参加工作
至今一直在临床一线从事护
理工作。工作17年来，她刻
苦钻研业务技能，努力提升理
论素养，先后考取了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绘画心理分析师
和精神科专科护士等证书。

由于患者受精神症状影
响，精神科的护理人员随时可
能会遇到患者突然冲动、打骂
工作人员的情况。但刘颖仍
待患者如亲人，为他们提供理
发、剪指甲、换洗衣物、心理疏
导等优质护理服务。2016年
底，刘颖加入到心理科团队
后，发现心理科收治的大都是
一些抑郁症、焦虑症的患者。
为了更好地做好患者心理护
理，她加大对心理学知识的学
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沟通技
能。她经常运用沙盘技术、绘

画分析、正念、团体心理游戏
等项目，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
复活动计划，得到患者及家属
的一致好评。

2022年3月，新冠疫情再
次来袭，在病区护士长带队
外出进行核酸采样任务的情
况下，刘颖首批进入封闭病
房，承担起病区护理管理工
作任务。在护理人员减少的
情况下，她明确岗位职责、合
理分配工作任务、严格执行
疫情防控政策，最终完成了
收治患者、患者全员核酸采
集及环境采样等工作，保障
了病区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连续工作19天后她才第一次
出病房休整。

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敢
担当。她用感恩的心温暖患
者，尽职尽责，以实际行动践
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
奉献、大爱无疆”的誓言！

孙秀珍

用心守护 以情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