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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求精 团结协作 积极成长
血液净化中心护理团队

团队以专业严谨结合人文

关怀，在琐碎而艰辛的工作中，

讲述一个又一个平凡而温暖的

生命故事，在生与死的边缘守卫

勇敢，在呼与吸之间守卫平安！

有人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

白，在血液透析室里，每一位慢性

肾衰竭患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坚持与病魔作斗争，努力延长生

命，而她们始终陪伴着他们，关心、

爱护、鼓励着他们，亲如亲人，成为

他们生命线上的真诚陪伴者。

石狮市总医院血液净化中

心，一个护患情意相融的暖心科

室。定期举办血透肾友会，2018

年开展12场血透健康大课堂，

在每个佳节（春节、妇女节、中秋

节、重阳节等）举办暖心活动，为

血透患者们送去节日问候。

在治疗护理中，护士们集

思广益，注重细节护理，给予血

透患者暖心的人文关怀：床上

动感单车、透析中排便给予围

屏遮挡、设计使用透析百宝袋、

便民伞等暖心举措，得到血透

患者的好评。

感谢你们的坚守 石狮市总医院各单位护龄30年及以上的工作人员

从事护士工作11年的蔡明

明循序渐进宣教，不放过任何细

节。目前肾内科做腹透的患者

有70多名，由于护士资源紧张，

基本上由蔡明明负责照顾。对

于这类患者，她需要做的工作包

括康复训练、指导用药、严格控

制饮食等，每一项要潜移默化地

让患者接受，都要经过一场一场

的宣教工作。

苦口婆心地让患者掌握完

全准确的腹透方法。对于腹透

为何需要严格到洗手都必须清

洁到位，笔试、操作必须达到严

格标准才能出院，很多患者不

理解。“常常被误解及不被理

解。”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

触，患者终于明白蔡明明的良

苦用心。

有条不紊协调，成患者眼里

的“老熟人”。患者的微信、电

话，甚至身体状况、家庭住址，

蔡明明都记在心上，她和患者

“很熟”。桌上一叠患者的身体

状况数据清单，细到患者的血

常规，完整地记录了她的责任

心及耐心。为让患者少跑路，

她会跟随每位患者的主治医生

的坐诊时间，同时协调安排患

者在同一天复诊、换管。“有她

在，来这里看病很放心。”一位患

者表示。

做患者严格的“生活管家”

对于神经内科来说，收治的

大部分是脑卒中，即中风老年患

者，这增加了该科室护士的工作

难度。而蔡雅双就是该科室中

获得患者认可，拥有十足耐心、

在繁忙的工作中还不断提升自

己的护士代表。

因脑卒中老年患者基础疾

病多，还可能出现偏瘫等状况，

护士除了需要耐心，还需要娴熟

的护理技术。为了让自己在护

理工作上更顺手，她只要有机会

就会参加院内的护理业务讲座，

还时常被派往外地参加学习培

训班，作为代表学习先进的护理

技术，再分享给其他同事。

除了学习时间，她在责护

班、医嘱班、治疗班、整理病历、

夜班岗位上不断切换。应对不

同的班次，蔡雅双需要完成的

工作内容也大不一样。给患者

喂药、喂饭，指导老人翻身，指

导家属拍背、输液等工作让她

们每天“马不停蹄”地在科室忙

碌着。

18年的工作经历，让蔡雅双

学会了只有高度的责任心、十足

的耐心、细心才能照顾好老年患

者，让他们在医院舒适就医，享

受温馨的服务。

“骨二科里除去车祸、工地

摔伤的患者外，要属高龄患者居

多。”徐斐明说，照顾老年患者就

要像对待自己的爷爷奶奶般的

心态去做。前不久，一位99岁的

老人因摔倒导致骨盆骨折入院，

在徐斐明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很

快就出院了。住院期间，徐斐明

每次忙完工作，都会到老人的病

房里，陪老人聊天，让老人很是

感动。

“尽我们所能，不仅帮助患

者消除身体上的病痛，更帮他们

走出生活的困境。”徐斐明说，有

一次，一位工地摔伤的病人入住

骨二科，由于情况紧急，需要马

上给病人输血，同科室的一位护

士二话不说主动为病人献血。

“这种情况在骨二科已不是第一

次。”徐斐明告诉记者，身为一名

护士，不仅要有一双勤劳的手、

一双敏锐的眼睛，还要有一颗善

良的心。

今年是徐斐明从事护士工

作的第二十个年头。如今的她，

是骨二科的护士长，也是主管护

师；在市总医院里，她还是礼仪

培训导师，经常受邀给医院里的

新护士做礼仪规范培训。而每

一次上课的时候，她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是，“要用同理之心，善待

每一位患者。”

用同理心善待每一位患者
骨二科 徐斐明

见到邱容容时，她正埋头于

护士工作台的电脑前，聚精会神

地对着医嘱，但不时有家属过来

办理出入院，或者护工来调床

位，或者电话响起，她只能先把

出入院等手续办妥了再认真对

医嘱。过后，又到负责的床位号

去观察病人情况。

邱容容笑称自己像陀螺一

样转不停。说这话时，她的笑

容像花儿一样绽放，让人如沐

春风。一旁的同事透露，在儿

科里笑容最灿烂的就是邱容

容。但是，微笑不代表轻松。

1991年出生的邱容容，已经有

5年的儿科护理经验。在儿

科，护士面对的不仅是无法表

达或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病情和

需要的患儿，还要面对焦虑烦

躁、对孩子倍加疼爱的父母

等。每天，邱容容奔波忙碌在

病区，脚步急匆，护理手法却

从容不迫。

在她印象里，儿科护士最难

也最重要的就是为患儿进行静

脉穿刺。不少人从最开始因为

没扎好针而回家号啕大哭，到现

在家长都夸赞技术好。“虽然很

忙、很累，但是看到孩子们能恢

复健康，我真的很高兴。”说完这

话，邱容容又面带微笑奔波在各

个病床前……

做“微笑护士” 让每一位患者如沐春风
儿科 邱容容

在明亮的无影灯下，护士密

切注视着医生的动作，无需抬

头，不用开口，医生一伸手，想要

的器械就在手中……这就是手

术室护士蔡璇璇的日常。

“我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手

术医生和需要手术治疗的病

人。”了解每位手术医生的手术

方式和手术习惯是蔡璇璇的必

修课程，“只有默契的手术配合，

才能让手术医生手顺、眼顺、脚

顺、心顺。”而在默契配合的背

后，是专业技能的学习、不分昼

夜的磨砺和丰富经验的积累。

同时，了解每位手术患者的心理

状态也是蔡璇璇的必备功课。

工作时间的不确定性，在手

术室护士身上更是体现得淋漓

尽致。手术室从来只有上班时

间，没有具体的下班时间和用餐

时间，高强度、超时长的工作状

态，手术室的护士们早都习以为

常。“有一天整理完仪器回去已

经是晚上8点多，刚到家还来不

及吃饭，急诊电话又来了，便马

上赶回医院，准备仪器、器械，做

好术前准备。

“愿以我们的细心、耐心和

用心，换患者的舒心、安心和放

心！”这句话被蔡璇璇和她的同

事们牢记心中。甘当无影灯下

的“绿叶”，这群无怨无悔的人很

“可爱”。

无影灯下的“绿叶”

用一百分的耐心护理老年患者

手术室 蔡璇璇

用爱导航 天使守护
普外科护理团队

“仁爱、慎独、创新”是石狮

市总医院普外科护理团队一直

追求的服务理念。为了更好地

践行“暖心服务”三年行动，在

繁忙的工作中，她们仍不忘发

明创新，深化文化内涵，美化医

疗环境，提升人文素养。设立

科室文化展板；为患者梳理缴

费机流程并做好标识；给TDP

治疗仪请来了“助理”——神灯

测量尺；开展了首例超声引导

下PICC置管术，并制作了PICC

置管衣和拍摄PICC健康操视

频、制作疝腹带固定装置等，特

别在面对伴有恶臭、腐肉、浓

水、别人不忍直视的伤口、造口

面前，她们始终怀着“让病人活

得有尊严”的深情，用爱心、耐

心、细心和责任心服务患者。

2019，她们心怀梦想，凝心

聚力，携手奋进，让青春在护理

之路上绽放绚丽的色彩！

以精立业 以质取胜
内分泌科护理团队

这是一支充满朝气活力的

护理团队，她们秉承“以精立

业，以质取胜”的科室理念，为

患者提供优质护理。疾病的需

要要求她们更加细致地深入患

者生活，365个日夜，恪尽职守，

唯愿往后余生，幸福健康都是

你。

在医院举办的5�12暖心
护理团队比赛中，该科荣获佳

绩，在节假日为糖友送上即食

麦片，为甲亢患者提供无碘食

盐，为办理特殊病种的患者罗

列所需材料清单及办理处引导

图，为病患培训足部保健操

等。

患者把疾病交予她们，她们

把健康的生活回予患者，科室将

继续为大家服务，暖心行动从未

停止。

﹃
天
使
﹄那
么
美
带
你
去
看
看

“有人说，她是爱神的缩
影，美丽的化身，医生的臂
膀，健康的卫士……”无论多
么美好的词汇，都难以歌颂
她们那颗“不忘初心，矢志不
渝”的奉献之心！
“天使”那么美，真想带

你去看看！在5�12国际护士
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石狮
市总医院本着营造和谐人文
护理新天地、弘扬南丁格尔
精神的宗旨，开展系列暖心
活动，评选暖心团队，晒出优
秀护士代表，表彰30年护龄
护士工作人员……

高危病人信赖的天使
ICU林萍萍

ICU（重症监护室），是一个通过一扇

门隔开抢救与等待的地方，也是林萍萍护

士工作16年的地方。ICU属于全封闭式

管理，在这里工作的护士不仅要有扎实的

基本功，更需要具备耐人的体力和高度的

责任心。

科室实行的是24小时无陪护制度，

使每位住进ICU的患者所有的治疗、护

理包括喂饭、喂水等全由护士完成。在

家属眼里，护士们进出忙碌，连走带跑。

在病房里，她们是病人身边唯一的依

靠。林萍萍说，大多数重症病人是不能

讲话的，及时发现问题，靠的只有护士的

眼睛和经验。

为此，在不得已请假的情况下，林萍

萍每次都会提前和病人打好招呼，直至病

人安心后才向上级递交假条。在别人眼

里，ICU的工作脏、累、吃饭睡觉没定点、

也没有节假日，但作为其中的一员，林萍

萍为自己感到骄傲、自豪。在接下来的工

作中，她将继续把苦、累、怨留给自己，把

乐、安、康送给病人。选择了这份职业，就

是选择了奉献。

工作之余，林萍萍还十分好学，经常

参加省内外各种培训，进修学习。为了更

好地服务重症病人，她还自费报名参加呼

吸治疗师的培训班。

肾内科 蔡明明

神经内科 蔡雅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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