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南丁格尔甘于奉献、救死扶伤的人

道主义精神，充分展示医院护理工作者爱岗

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风采，医院表彰了樊

凡、邓涛、王微 3 名优秀护士长，敬红菊、康

浪、邓东旭 3 名优秀护理带教组长，康浪、蒋

悦、韩竹、代微、赖晓佳、陈雪雪、覃奋、李志

桃、曾珍、田勤 10 名“微笑之星”优秀护士。

院班子成员为获奖者颁奖，同时勉励她们继

续发扬南丁格尔精神，高质量为患者服务，

为医院的精神卫生事业发展多做贡献。

“虽然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在

整个医疗活动中却举足轻重；我们没有点石

成金的仙术，却能为枯萎的生命注入勃勃生

机……”“优秀护理带教组长”“优秀护士”康

浪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感激感恩，分享了

他成功背后的酸甜苦辣、经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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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康医院举行“5·12”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

青春奉献无悔 致敬白衣天使
一年一度的“512”国际护

士节伴随着初夏的微风如约而
至，5月 10日下午，市民康医院
庆祝“512”国际护士节暨表彰
大会在医院门诊大楼六楼学术
报告厅隆重举行，院班子成员、
全院护理人员参加活动。

“燕尾帽”一直是护士身份的象征，对

它，护士们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有着深

深的眷念。“向护士帽告别”活动，是医院

为 临 床 工 作 需 要 而 进 行 的 一 个 大 胆 的 尝

试，对护理工作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推动

的作用。在庆祝大会上，来自内科（老年

病区）的护士在护士长樊凡的带领下进行

了 脱 帽 仪 式 。 活 动 呼 吁 全 院 护 理“ 小 姐

姐”将燕尾帽化成隐形的翅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传承无私奉献精神。

“我宣誓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尽力提高

护理之标准；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

有害之药；慎守病人家务及秘密，竭诚协助

医生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庆祝大会

上，在护理部主任马丛芳的带领下，医院护士

一起重温南丁格尔誓言，她们庄严举起了右

手，同声诵读南丁格尔誓言，决心在南丁格尔

精神的指引下，沿着她的足迹不断前行。

民康人相聚于此，重温南丁格尔誓言。

忆往昔，几十年前的今天，他们真是追寻着

南丁格尔前辈的足迹踏上护理之路；看今

朝，积极融入医改大潮，他们以护士脱帽的

形式致敬所有护理先驱。未来，市民康医院

护理人员将继续沐浴在南丁格尔誓言的热

情与光辉下，用双手去浇灌护理人的民康

梦！ （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医院护理人员自编自导的舞蹈《誓言》

拉开庆祝大会的序幕，白衣舞动，展示出在

平凡而繁忙的护理工作中不怕脏、不怕苦、

不怕累，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民康精神。

白衣天使们庆祝节日的方式是技能竞赛。

据悉，本次系列庆祝活动，医院还举行了护

士长演讲比赛、带教组长赛课等活动。

市民康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王勇代表

院班子向长年累月、不辞辛劳坚持在临床一

线的医疗、护理人员送上节日的祝福。他表

示，本次活动是民康人对祖国 70 周年生辰

诚挚的祝贺与献礼，是护理人对“提升护理

质量，落实护理安全”主题系列活动的又一

次延续，更是对夯实医疗基础、寻求业务新

突破、促进业务发展、展示新作为、外塑好形

象发起的新挑战。他希望，全院职工要严把

“质量关”，优化优质护理服务内涵，守好“安

全关”，细化措施，落实护理安全，抢抓“机遇

关”，积极拓展护理服务领域。

回望 2018，市民康医院抓基础、搞培训、

练精兵，不断探索护理管理新模式，不断创

新护理工作新思路、新方法。展望 2019，医
院调整护理质量与安全管理委员会成员结

构，完善护理三级质控体系建设。医院工会

主席、护理部主任马丛芳表示，站在新的起

点上，护理工作将紧紧围绕医院的重点工作

安排部署，对内制定康复训练方案，对外加

派精神、心理、养老护理人才外出学习，充分

发挥护理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互补优

势，促使医院专科护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砥砺前行 促进护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表彰先进 继续发扬南丁格尔精神

改革创新 再谱民康新的华章

“微笑之星”优秀护士

“向护士帽告别” 重温南丁格尔誓言

市民康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王勇致辞

医院工会主席、护理部主任马丛芳
宣读表彰决定

优秀护理带教组长、优秀护士康浪发言

优秀护理带教组长 优秀护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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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防控制病媒传染病传染，保障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

作深入开展，5 月 10 日，2019 年遂宁市城区

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培训会在市委党校召

开。培训会上解读了 2019 年市城区病媒生

物防制工作实施方案，专题讲解卫生城市创

建与病媒生物防制，并对 2019 年病媒生物

防制工作实施提出了具体要求。

记者从培训会上获悉，控制病媒生物

密度不仅是为了国家卫生城市复审的需要，

也是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提高人民健康水

平、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健康城市的需要。

为进一步做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顺

利通过四川省病媒生物达标复审、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工作，会上就 2019 年市城区病媒

生物防制工作作出了明确部署。

为确保我市城区灭鼠、灭蟑螂、灭蚊、

灭 蝇 工 作 全 面 达 到 国 家 卫 生 城 市 标 准 。

今年，我市采取政府+市场运行模式，由政

府采购中心通过公开招标，聘请专业服务

公司对市城区的居民小区、“六小”行业、

副食店、公共绿地、农贸市场、下水道、排

洪沟、城乡结合部等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

市城区病媒生物防制将重点对辖区农

贸市场、垃圾转运站、公厕、公园、道路两侧

（雨水井口）、学校等场所进行检查，不断强

化环境卫生整治、孳生地治理等物理防制措

施，努力提升病媒生物密度防控水平。市直

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各街道办事处和社

区将落实一名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加大病媒

生物防制工作，确保责任到人、责任到岗。

为保障消杀灭效果，我市将加强宣传、

科学投药。形成以讲卫生为荣、不讲卫生为

耻的浓厚氛围；通过宣传，让广大干部群众

了解病媒生物的危害，掌握科学病媒生物防

制的方法，确保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得以有

序、高效、安全开展和推进。

（全媒体记者 黄尧）

市计生协关爱贫困母亲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尧）5 月 13 日，市

卫生健康委机关党委书记夏军带领市、县计生

协会工作人员到蓬溪县为 3 位贫困母亲每人送

去 500 元慰问金，为 5 户贫困母亲家庭每户送上

幸福工程项目帮扶资金 3000 元，帮助她们发展

种养殖业。

市计生协积极开展“幸福工程--救助贫困

母亲行动”，以计划生育家庭的贫困母亲为救助

对象，围绕“治穷、治愚、治病”，采取“小额资

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救助模

式，对每位受救助的贫困母亲连续 3 年每年帮

扶 3000 元资金，帮助她们发展家庭经济，脱贫

致富。

母亲节期间，我市各级计生协会通过送资

金、送技术等活动，为计生贫困母亲办好事、做

实事、解难事，倾情帮扶计生贫困母亲。全市慰

问贫困母亲 150 余户，发放慰问金 13 万元，帮助

13 位缺劳力母亲家庭收割油菜 28 亩，帮助 15
位母亲发展种养殖业，让贫困母亲家庭感受到

“人间自有真情在”的社会大家庭温暖，提高了

困难母亲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市青少年宫
“我体验我成长”走进市中医院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5 月 12 日，

在第 108 个国际护士节之际，市青少年宫组织

40 名学生到市中医院和平路院区开展“我体验

我成长”庆祝国际护士节活动，丰富孩子们的

安全应急知识，提升学生安全意识。。

“天麻是一味中药，家里一般都是用来炖

汤，对不对？”“这是除颤仪，用于抢救心源性猝

死患者。”……在临床参观时，护士们耐心为孩

子们讲解了医学知识，并为他们示范测量体温、

静脉注射、输液、记录、简单急救等技能。

“当看到有人突然晕倒时，我们应该怎样

做？”急诊科护士以情景剧的形式，讲解了心肺

复苏的基本知识，并现场操作演示心肺复苏的

正确操作。在护士的指导下，同学们纷纷上场

亲自体验心肺复苏的急救处理方法。同学们聆

听了护士的交流发言，进一步认识到护士的职

业特点和她们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的职业精神，

感受到作为一名护理人员的责任与担当。孩子

们饱含深情地为护士们献上鲜花、自制卡片，感

谢她们不分昼夜地工作在救死扶伤的最前线。

夏季市民
应注意预防肠道传染病

夏天天气炎热，是传染性疾病高发的

季节。尤其是随着气温升高，肠道传染病

发病也将取代呼吸道传染病进入角色。

市健教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夏季常

见的肠道传染病包括霍乱、副霍乱、痢疾、

伤寒、副伤寒、病毒性肝炎等。夏季天气炎

热，各类细菌、病毒生长繁殖快，水源、食

物、环境容易受污染，是各类传染病容易发

生的主要原因。

预防性疫苗是阻击传染病发生的最佳

积极手段，也是投资小，收效大的预防举

措。市民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搞好饮

食和个人卫生，防止病从口入，饭前便后、

打喷嚏、咳嗽和清洁鼻子以及外出归来要

洗手，不吃腐败变质变味的食物，喝开水不

喝生水，不吃生冷不洁食物，生熟食品要分

开，不吃苍蝇、蟑螂叮爬过的食物。要注意

个人卫生和防护，保持学习、生活场所的卫

生，清除垃圾，消灭苍蝇、蚊子、老鼠、蟑螂

四害，防止蚊虫叮咬；勤换、勤洗、勤晒衣

服、被褥，不随地吐痰。此外，市民应加强

锻炼，增强免疫力，保持充分的睡眠，保障

生活有规律。 （全媒体记者 黄尧）

日前，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举办了第二届“问心杯”医联体职工运动会，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及医院的 18 家医联体单位和基层医院

700 余名职工参加了此次运动会。本届运动会包含了足球、篮球、羽毛球、双扣、象棋、乒乓球 6 个竞技类项目。图为趣味类集体项目比赛

——“鼓动人心”。 全媒体记者 黄尧/摄

市城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培训会召开

抓好病媒生物防制 保障群众身体健康
●抓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我市

采取政府+市场运行模式，由政府采购
中心通过公开招标，聘请专业服务公
司对市城区的居民小区、“六小”行业、
副食店、公共绿地、农贸市场、下水道、
排洪沟、城乡结合部等开展病媒生物
防制工作

●市城区病媒生物防制将重点对
辖区农贸市场、垃圾转运站、公厕、公
园、道路两侧（雨水井口）、学校等场所
进行检查，不断强化环境卫生整治、孳
生地治理等物理防制措施，努力提升
病媒生物密度防控水平

健康 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