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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而守护是最沉默的陪伴。
我们感恩于家人、爱人、朋友的陪伴，却不曾想过身边其实还有一

群默默守护的陌生人。
年三十，当各家忙着张罗吃团圆饭时，他们坚守在岗位；春节假

期，当大家开始走亲访友、亲朋聚会时，他们坚守在岗位；深夜，人们开
始进入梦乡时，他们依然坚守在岗位……

从年三十开始，市中心医院门急诊服务人次就不断攀升，初一
2050、初二 3812、初三 4877、初四 5451、初五 5234……年后上班第一
天，门急诊服务人次更是突破1万。

从清晨到日暮，从黄昏到黎明，一年365天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
不同，随时都面临着一场又一场的大小“战役”。佑护生命，他们从来
不曾缺席。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别人忙过节
他们过节忙

——看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不一样的春节

抢救生命的集结号随时可能响起！

不分节假日，各个科室总有打不完的

仗！

2 月 11 日凌晨 2 点，5 床呼吸机的报

警声突然响起。重症医学科值班医生

胡小勇、值班护士王兴艳立即冲到病床

前，发现 56 岁的重症甲流肺炎患者李某

右侧呼吸音消失，出现气胸。

“赶快！”

快速让患者平卧，暴露胸口，常规消

毒，浸润麻醉，切口插管引流……一系列

抢救措施下来，患者氧饱和度逐渐上升

到 96%。这边的病情刚刚稳定，李某又出

现消化道大出血，400毫升的便血和污秽

物流得满床都是，胡小勇和王兴艳顾不

得那么多，立即投入新一轮的抢救……

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工作日节假日，

随时打响生命的争夺战，对重症医学人

来说是家常便饭。

2 月 11 日当天，重症医学科共收治

病人 50 人，其中包含 6 位甲流重症患

者。因为人手紧张，科室 6 位怀孕的护

士坚守在岗位一线，还有 1 位护士发着

高烧带病工作。重症医学科主任夏洪

韬说：“对重症医学科来说，每天都是实

实在在的硬仗。”

忙过了春节假期，上班后还有一场

大硬仗要打！

每年节后上班，医院都会迎来一次

就诊高峰，几乎年年都会刷新一次服务

记录。为了应对节后这次就诊高峰，市

中心医院早在年前就对此进行了充分

分析。陈拥军认为，“根据近三年春节

前后门诊就诊人次数据，结合患者就诊

习惯，预计 2 月 11—12 日我院门诊将出

现就诊高峰，预估单日门诊就诊人次将

超过 1 万。”

提前谋划，方能从容应对。

为满足广大患者的就诊需求，维护

门诊就诊秩序，缩短患者排队等候时

间，提升就诊体验，医院早在 10 天前就

讨论制定了《关于 2019 年春节节后门诊

患者就诊高峰应对方案》，提出了 12 条

应对措施。

从医院到科室，从科室到个人，都为

年后就诊高峰这场硬仗做好了充分准

备。“我们所有诊断室共 116 个全部开

放，包括医生、护士、保洁、保安等人员

全部 7 点半到位。”门诊护士长夏利告诉

记者，“除了提前上班，我们也延长了门

诊时间，尽最大可能满足患者就诊需

求。”仅 2 月 11 日当天，全院超过 3300 名

各岗位员工参与服务。

数百名门诊医生、护士、保洁、保

安、志愿者们提前半小时到达医院，开

始了一天的忙碌。早上 7 点 58 分，记者

赶到医院时，医院早已人头攒动。

为了应对就诊高峰，党员志愿者、蒲

公英志愿者等数十名志愿者分散在医

院各处，帮助引导患者。人群中，记者

远远就看见了穿着红马褂的陈拥军院

长正在引导患者。工会主席王晓红、党

委委员许英、护理部主任谢楠、党办副

主任黄流海等都加入志愿者队伍，在门

诊各处为大家服务。

门诊二楼的人川流不息，二楼导医

台前咨询的人络绎不绝，两名导医护士

和两名志愿者应接不暇。“我打了圈圈

的需要排号，没打的就不用排号。”尽管

忙得不可开交，但导办护士代小兰还是

耐心地为前来咨询的患者一一分好类，

做了记号。在志愿者护送下，腿脚不便

的曾勇通过绿色通道优先看了病。夏

利告诉记者，“虽然是就诊高峰，但对于

这些特殊人群我们都会通过绿色通道

优先看病。”

11 日当天，预约超声检查的病人达

1550 人，超声科全员总动员，开足马力

满足患者检查需求。“去年同期我们的

检查量是 1228 人次，今年增加了 300 余

人。所有检查室全开，全体人员从早上

7 点半开始，完成了所有检查才下班。”

超声科主任罗孝勇介绍。

门急诊就诊高峰只是“大战”的开

始。住院部高峰也紧接着到来，2 月 11
日医院住院人次 2645 人，2 月 12 日 2834
人，2 月 13 日 2935 人，2 月 14 日 2989 人

……各病区、手术室以及辅助、后勤保

障等部门进入诊疗高峰应急状态，持续

满负荷运转。

2 月 13 日早上 8 点过，位于医院本

部的手麻一部和河东分部的二部就开

始忙碌起来，同时进行的手术达到 28

台。手术医生、麻醉医生、洗手护士、巡

回护士，在各自岗位上紧张、专注地工

作着。到了晚上 7 点，手麻部内仍然灯

火通明，此时，还有 24 个手术间正在紧

张地忙碌。14 日凌晨，骨科中心一病区

主治医师李磊、麻醉科住院医师曾敬、

手术室护师徐艳君、艾江川才结束了最

后一台择期手术。但手术室的工作远

远没有结束，不可预知的急诊手术接踵

而至。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康永明、产

科主治医师万丽丽、麻醉科主治医师吴

霞、手术室主管护师何海君、护士刘红

玉一直工作到凌晨 5 点……

14 日当天，手术室共开展手术 184
台，刷新了近年来的单日最高手术台

次。其中择期手术 156 台，急诊手术 28
台，用时最长的手术达 7 小时。

16 日凌晨 2 点，消化中心医生刘袁

君拖着疲惫的身体从手术室里走了出

来，在朋友圈发文：“饥饿感早已过去，

又省了一顿晚饭，可以直接吃早饭了。

下班时间才开始的 V 型肝门胆管癌根

治术终于顺利完成……”一周以来，医

院全体医护人员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像

刘袁君一样在医院奋战至深夜、凌晨的

比比皆是。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拼尽全力？

是肩上那份责任！是心中对生命的

敬仰！

为 守 护 生 命 、守 护 健 康 的 他 们 点

赞！比心！

大年三十 21：57，市中心医院产房

迎来了第一位除夕宝宝；14 分钟后，第

二位除夕小天使也呱呱落地……在合家

欢聚的春节大假期间，市中心医院产科

一共迎来了 76 位新生命。

别人忙过节，他们过节忙。

生命的诞生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

程，为了守护母子的平安，产科医生、助

产士、护士一直坚守在岗位。在万家团

圆的日子里，他们没能回家和父母、孩

子一起吃年夜饭、看春晚，却在病房、产

房守护着产妇和新生儿。

“作为医务人员，其实没有节假之

分。虽然过年都没能休息，但看到小宝

宝顺利出生，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亲手

迎来除夕宝宝的医生万丽丽笑着说。

病情瞬息万变！医护人员紧绷的神

经时刻不敢懈怠！

猪年的钟声刚刚敲响，心内科医生

黄刚的手机骤然响起。职业敏感告诉

他：医院又有紧急情况了！果然，值班

医生任宏强在电话中说，有一位刚刚抢

救过来的心肌梗塞病人需要马上做急

诊介入手术。

放下电话，黄刚立即冲出门去。此

刻，急诊介入组的医生周世恒、护士梅

艳也正赶回医院。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急诊介入手术，

68 岁的周老太终于脱离了危险。“病人

刚到急诊科的时候因为出现电风暴，急

诊电除颤 8 次，建立中心静脉置管紧急

用药，能够抢救回来实属不易，紧急情

况下能顺利开展急诊介入手术就更不

容易了。”任宏强说。

凌晨 4点，刚刚卸下铅衣拖着疲惫的

身子回到家里，黄刚的电话再次响起……

时间就是生命！守护生命容不得片

刻松懈！春节大假期间，仅医院河东急

诊科就收治病人 965 人次，抢救 252 人

次，其中危重症患者 72 人，接待基层医

院转入的危急重症 182 人。

春节大假期间，市中心医院日平均

门急诊服务人次超过 4000 人次，日平均

住院人数接近 2000 人。“大家的健康意

识正在逐步增强，不再忌讳春节期间看

病问题，因此医院门诊量也逐日攀高。”

院长陈拥军告诉记者。为了满足市民

的就诊需求，无数医护人员放弃与家人

团圆的机会坚守在医院，用行动守护生

命，用行动践行医者的使命。

急诊科主治医师钟洁的工作岗位在

抢救室，从 2 月 2 日至 2 月 11 日上午，她

连续在岗 9 天半，参与抢救了 256 名病

人。“我今年当了住院总，按规定节假日

必须在科室。春节假期前三天，急诊科

连楼梯间都拥挤得像景区一样。”钟洁

家离医院很近，家人送饭过来，她都顾

不上吃，经常午饭和晚饭一起吃。两个

儿子来探班，看到妈妈戴着口罩在工

作，远远望两眼就走了。

守护
是对生命最高的尊重与敬仰

守护
是从容应对一场又一场大小“战役”

重症监护室里，医生护士时刻不能松懈

护士专心为患者做护理

急诊科医生争分夺秒抢救患者

放射影像科，医生在为患者做检查

临时采血点，分散检验室抽血人流

诊断室里患者多

忙碌的手术室

博济志愿者分散在医院各处为大家服务

■本版文图 全媒体记者 陈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