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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各医疗单位庆祝“5·12”国际护士节活动丰富多彩

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展示白衣天使风采
本报讯 为庆祝“5·12”国际护士

节，我县各医疗单位纷纷举行了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

县人民医院
近 日 ，县 人 民 医 院 举 行 庆 祝

“5·1”“5·4”“5·12”暨表彰大会。医

院领导班子、中层干部、职工代表及

受表彰的人员 300 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宣读了“劳动模范”“十大优

秀青年”、优质护理服务先进集体和

个人、共青团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的

表彰决定，随后现场颁奖。

会 议 要 求 ，要 继 续 发 扬 优 良 作

风，为医院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同

时也希望全院护理人员和青年工作

者要敬业奉献，爱院如家，积极投身

医院建设，为创建“三级甲等医院”作

出贡献。

最后，由医院职工自编自演的文

艺节目《丽人行》《芳华》等丰富多彩

文艺节目将大会推向高潮。

（全媒体记者 郑蕾）

5 月 10 日上午，县人民医院组织

神经外科、眼耳鼻喉科、感染科、康复

医学科、泌尿外科等 10 个专业专家以

及伤口造口护理小组、糖尿病护理小

组、急救护理小组、静疗护理小组、母

婴护理等专科护理小组的护理专家，

开展了多学科大型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前来咨询、问诊的群

众络绎不绝。市民们提前在现场排

队等候，医疗专家团队热情、认真、细

致地解答居民的健康问题，用精湛的

医疗技术为每位居民检查诊治；护理

团队则为现场老百姓讲解急救知识，

并手把手地教大家徒手心肺复苏技

术 ，宣 讲 犬 咬 伤 、烫 伤 紧 急 处 理 方

法。许多市民朋友围着演示场地观

摩学习，演示人员认真讲解、示范，耐

心解答大家的疑问。不少群众在医

务人员的指导下体验了心肺复苏操

作及犬咬伤、烫伤的紧急处理。

与此同时，糖尿病专科护士为前

来义诊的群众进行了糖尿病知识健

康宣教；静疗专科护士对携带中心静

脉导管回家的患者进行管路的自我

维护宣讲；伤口造口专科护士针对家

里有卧床老人及有造口病员的家属

讲解长期卧床病人压疮预防及护理

方法，造口袋的正确更换及家属居家

护理注意事项；母婴护理专家现场对

母婴保健知识进行宣讲及指导。

据悉，本次义诊活动共接待患者

咨询 600 余人次，为 400 多位患者测

量血压和血糖，200 余位患者参与了

急救练习，专科护理咨询 168 人次，发

放健康宣传材料 900 余份。

（全媒体记者 郑蕾）

县中医院
5 月 9 日下午，县中医院在医院

13 楼会议室举行“5·12”国际护士节

庆祝暨表彰大会，热烈庆祝“5·12”国

际护士节，并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趣味活动。

会上，副院长任晓红宣读了医院

关于表扬 2018 年优秀集体、个人及

2019 年护理授课大赛获奖人员的决

定。院长余致鳌及医院班子成员参

加表彰会议并为获奖人员颁奖。会

上，院护理部主任郭涛从护理重点工

作以及护理团队取得的成绩两个方

面进行了工作汇报，并为全体护理人

员送去节日的祝福 ;医院血透室护士

长张晓玲、手术室护士马丁分别代表

优秀护士长和优秀护士发言。

(全媒体记者 艾君）

近日，县中医院举行了系列比赛

活动，医院护理部开展了以“展专业

风采，激情创未来”为主题的护理授

课比赛。

此次比赛内容包括业务讲座、新

项目新技术相关知识、健康宣教等。

全院护士积极参与，精心准备，通过

初赛、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手术室

的马丁、妇产科的白晓凤等六名护士

获得一二三等奖。

(全媒体记者 艾君）

5 月 8 日上午，县中医院在新世纪

广场开展世界哮喘日暨以“5·12”国

际护士节“健康中国·科普助力”为主

题的大型义诊活动，以此展示护士良

好的职业形象，提高市民的保健意识

和紧急救助能力。

当天上午不到 8 点，县中医院的

医生护士便来到广场，为市民们开展

现场急救培训，讲解高血压、高血脂

的控制方法、哮喘病的预防和血糖的

监测、慢性病使用药物的注意事项等

保健及卫生常识，免费为群众体检，

测量血压、血糖、血脂等，受到市民广

泛欢迎。 （全媒体记者 苏晨）

县妇幼保健院
5 月 9 日 ，县 妇 幼 保 健 院 举 行

“5·12”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暨优秀

表彰大会。医院领导班子成员、40 余

名护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护士的节

日。

此次活动在重温南丁格尔誓言中

拉开帷幕，临床医护人员利用工作之

余，精心编排了一场形式多样的文艺

演出，欢快的舞蹈、高亢的歌喉，唱出

了医护人员的激情，跳出了白衣天使

的活力，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让现场

笑声不断，掌声阵阵，展示了该院医

护人员的风采和良好的精神面貌。

在表彰仪式上，医院领导班子成

员还分别为优秀护士站、优秀护士

长、优秀护士和优秀节目颁奖。院长

邓庆军向战斗在护理岗位上辛勤劳

动的护士致以节日的亲切问候和崇

高敬意。 （全媒体记者 艾君）

金华中心卫生院
5 月 10 日，金华中心卫生院举行

了以“不忘初心、逐梦韶华、甘于奉

献”为主题的文艺汇演。

伴随着开场舞《盛世花开》，演出

活动正式拉开帷幕。随后，独唱、合

唱、歌伴舞、瑜伽、小品、情景剧等节

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整个演出节

目均由各科室的医护人员精心编排，

展示了白衣战士的美好形象，体现了

医务人员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赢得了在场观众阵

阵掌声。

活动中，医院领导班子还对优秀

团员、优秀护士长、护士、操作能手等

颁奖。 （全媒体记者 艾君）

县精神卫生中心
5 月 8 日，县精神卫生中心举行了

以“团结·拼搏·和谐·快乐”为主题的

护士节文艺汇演暨表彰大会。

一曲独唱《狂狼》将活动拉开帷

幕。此次活动内容丰富，有独唱、瑜

伽、诗朗诵、男女对唱、时装秀、小品

等节目，精彩纷呈，情景剧《爱的奉

献》更是将活动推向高潮，赢得大家

阵阵喝彩。

活动过程中，中心领导表彰了过

去 一 年 工 作 中 表 现 优 秀 的 护 士 代

表。表演结束后，中心还进行了抛羽

毛球、丑小鸭赛跑、跳绳等趣味游戏

活动。 （全媒体记者 艾君）

平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 月 10 日上午，县平安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举行“5·12”国际护士

节暨表彰大会，医院领导班子成员、

各科室医务人员及护理人员等 50 余

名医护人员参加活动。

会上，中心主任刘洋对全院护理

工作者表示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

愿，对她们为医院护理工作做出的努

力和奉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会议还对优秀护士长、优秀护士

进行了表彰并颁发了证书和奖品。

表彰会结束后，还举行了一场精彩的

文艺表演，整场活动既表达了对白衣

天使的温馨祝福，也展示了护士们热

爱生活、努力工作、蓬勃向上的精神

面貌。 （全媒体记者 艾君）

5 月 9 日下午，平安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举行了 2019 年度职工运动

会，100 余名职工在 6 个比赛项目中

展开激烈的角逐，享受运动带来的快

乐。

此次运动会共设置拔河、接力、

绑腿跑、手足情深等六个项目，以团

队参赛的形式进行。各比赛项目精

彩纷呈，高潮迭起。赛场上，运动员

们各显所长、争创佳绩的精神和集体

荣誉感，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赛

场下，拉拉队们的加油声、呐喊声、欢

笑声此起彼伏，热烈非凡，比赛场地

成了欢乐沸腾的海洋。

（全媒体记者 艾君）

平安医院
5 月 10 日，射洪平安医院举行庆

祝“5·12”国际护士节活动，县委组织

部下派医院党建指导员付华茂及该

院全体医护人员、职工参加庆祝活

动。

活动中，院领导一行对全院优秀

护士进行了表彰，护士代表进行了发

言。随后，由全院医护人员自编自演

小品、歌曲以及礼仪展示拉开了庆祝

的序幕，一场场精彩的表演赢得了台

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该院院长胥洪满在致辞中希望，

全院护理人员要继续继承和发扬南

丁格尔精神，让全院护理工作再上新

台阶、再创新辉煌。

庆祝活动后，该院还举行了“120
急诊急救”演练和防灾救灾消防演

练。

（全媒体记者 许竣钦）

县红十字医院
5 月 10 日，县红十字医院举行了

“5·12”庆祝大会暨“优秀护士”表彰

大会。

表彰会上，医院的领导班子成员

对优秀护士进行了表彰。院长杨兆

彬向广大护理工作者送上了节日的

祝福与问候。

5 月 11 日，县红十字医院在螺湖

半岛开展了户外拓展训练活动，以增

强团队凝聚力，培养团队精神，促进

职工之间相互交流与合作。

在集体游戏“一圈到底”热身后，

全体队员被随机分为红、黄、蓝、粉四

个队伍，以集体方式分别挑战了三人

呼啦圈、同心协力竞走、搭桥过河、同

心鼓和拔河等五个拓展训练项目。

（全媒体记者 艾君）

沱牌中心卫生院
5 月 13 日，沱牌中心卫生院举行

茶话会，以庆祝今年“5·12”护士节，

医院全体护理人员齐聚一堂，共叙护

理工作，共谋医院事业发展。

会上，医院领导对医院护理工作

给予了肯定，对护理人员表达了节日

的问候，并希望全体护理人员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立足

本职，扎实工作，为医院医疗卫生事

业的发展再创佳绩。

随后，医院护理战线的老同志与

大家一起分享她们在护理工作上的

经验和心得。同时，与会人员也纷纷

畅所欲言，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虚心

向老同志请教，并且针对医院的发

展，大家也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

建议。 （全媒体记者 艾君）

青岗中心卫生院
5 月 8 日，青岗中心卫生院组织全

院医护人员开展了“5·12”应急演练、

心肺复苏技能大赛、护士节座谈会暨

表彰大会等系列活动。

医院组织医护人员进行了应急演

练和心肺复苏技能大赛。参赛人员

均优秀地完成了全部操作。

随后，举行了表彰大会，对优秀

护士和技能大赛获奖人员进行了表

彰。院长赵铭向全院护士们致以节

日的问候，并希望她们干一行、爱一

行，热爱本职工作，默默奉献。

（全媒体记者 艾君）

仁和中心卫生院
在“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

仁和中心卫生院举行了一系列的纪

念和庆祝活动。

为了检验医院护理人员“三基”

理论掌握水平，医院举行了护理“三

基”理论考试，对临床护士进行了书

面闭卷考试，并将此次考试成绩作为

评选优秀护士的依据之一。

同时，为了让广大群众加深对急

诊急救知识的了解，增强急诊急救意

识，医院还开展“徒手心肺复苏”公众

培训。在培训现场，护士们用模特

（医用假人）展示操作了“徒手心肺复

苏”的流程，边操作边讲述，之后由现

场的群众亲自练习，以进一步增强群

众自我营救的能力。

在表彰会上，医院领导班子还对

优秀护士进行了表彰，院长孙宇峰向

全院的护士致以节日祝福。他希望，

全院医护人员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

专业技能；要立足本职工作，脚踏实

地，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做出不平凡

的成绩。 （全媒体记者 艾君）

复兴中心卫生院
5 月 8 日下午，复兴中心卫生院举

行了 2019 年国际护士节纪念大会。

会议以“激情五月、赞南丁格尔”为主

题，总结回顾了 2018 年护理工作，重

温了南丁格尔誓言，表彰了优秀护士

2 名。院领导班子、中层干部、护士代

表共 40 余人参加了庆祝大会。

在宣誓仪式上，参加活动的护士

们握紧右拳，重温了南丁格尔的誓

言。护士们用这样庄重的方式，弘扬

南丁格尔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和为护理事业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

激励自己在护理工作中怀在同情之

心和一双勤奋之手，守护生命，驱除

病患，为所有患者送去健康，表达了

她们牢记使命、勤奋敬业、用心履行

护理职责的决心。

在表彰大会上，院长胡涛希望全

院医护人员恪尽职守、团结一致，牢

记南丁格尔的誓言和自身肩负的神

圣使命，为医院的建设发展作出更大

的贡献。 （全媒体记者 艾君）

太乙中心卫生院
5 月 9 日，太乙中心卫生院组织

开展纪念“5·12”国际护士节庆祝表

彰活动，回顾总结医院护理工作，表

彰奖励护理工作中涌现出来的优秀

个人，开展一系列“5·12”国际护士节

庆祝活动。

在表彰会上，医院领导班子分别

为优秀护士长、优秀护士、技能操作

比赛中的获奖者进行了颁奖。院长

邱拥军致辞表示祝贺。他说，护士们

在平凡的岗位上辛勤工作和无私奉

献，以精湛的技术和优秀的职业道

德赢得了患者的信任，涌现出许许多

多优秀的护士和感人的故事，值得全

院职工学习、致敬。

随 后 举 行 了 文 艺 表 演 、集 体 宣

誓、手舞表演、护士礼仪情景剧等活

动，充分展示了医院护理人员的涵养

和高素质。

在活动当天，医院还举行了第二

届职工运动会闭幕式，院领导为获奖

队伍和获奖个人者颁奖。

（全媒体记者 艾君）

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群白

衣天使，她们无私忘我地工作，用自

己的青春、热忱和爱心来点亮病患

的生命之光，为他们带来健康和幸

福。她们就是县人民医院的全体护

士，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朝气的优秀

护理团队。

近年来，县人民医院护理部按

照国家卫计委关于进一步深化优质

护理服务的通知精神，坚持以病人

为中心，以提高护理服务质量与安

全为主题，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以

优质护理为抓手，加大护理学科建

设，探索临床护理服务模式创新，为

病员提供优质专业的护理服务。

爱心 让护理带有爱的温度

充满爱心的人性化服务，是县

人民医院开给所有病患者的一张

最温馨的“药方”，也是一个响当当

的品牌。护理部主任敬玉霞平时

总是以笑脸示人，她要求护士用心

用情去安慰和打动病人，因为人性

化服务就是一种真诚的付出与奉

献。作为护士，晨间多一句问候，

病人便感到舒心；操作时多一句解

释，病人便感到放心；出院前多一

句关照，病人便充满信心。她们虽

然年纪不大，但是在工作中总是用

心和患者沟通，把每一步护理工作

化作潺潺溪流，浇灌每个患者的心

田，使病人在得到规范的专业技术

服务的同时，感受到更人性化的超

值的护理服务。寻找病人的潜在

需求，使护理服务更加贴近临床、

贴近病人。

敬业 让护士拥有最积极的心态

众所周知，护士的工作强度很

大，病员多的时候，她们常常一周只

能保持 1 天的休息，但她们从没有

任何怨言。

上夜班的护士最是辛苦，晚上

巡视病床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要非

常仔细地查看，比如输液、观察病

情、协助病人排痰、帮助病人翻身等

等；急诊科的护士们不怕苦不怕累，

时刻把“救死扶伤”记在心上，为了

能让病人及时得到救治，120 电话一

响，不管白天黑夜还是狂风暴雨，立

即背上出诊箱，奔赴在救治病员的

第一线；孕期的护士，与同事们一样

每天在病房内忙碌，从不说一点辛

苦……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余，各科

护士们还常常为病患们开展多种形

式的健康宣教。为了做好健康宣

教，让病员能够掌握健康保健知识，

护士们要像老师一样声情并茂地表

达问题，同时还要注意语速、语调、

语音，面对同一问题需要不停地复

述再复述，并要细心观察病员的微

小变化，找到他们的进步给予鼓励；

护理工作虽然很苦、很累，甚至因病

员的不理解会受到辱骂、委屈，但

是，每次擦干眼泪后，面对病人时护

士们又会立即恢复微笑，投入到工

作中……在病房中，在每一个患者

的身上，时时都能感受到这个护理

团队浓浓的敬业精神。

专业 给护士一个光明的未来

近年来，县人民医院非常重视

护理专科的发展，建立了多个护理

专科门诊，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延续

护理，还对医联体医院进行业务帮

扶，实行优质护理资源的下沉。在

这一系列的先进有效的管理举措

下，护理在科研教学创新等方面硕

果累累，静疗小组先后开展科研 5
项，分别获得市级科技进步奖三等

奖一项、县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

项、三等奖两项；撰写的关于深静脉

置管的定位技术获邀在全省静疗会

议上做交流；在开展 QCC 进行质量

改进活动中，护理部选送的“提高病

员大小便标本留置的正确率”获得

四川省护理的 QCC 优秀墙报奖；护

理部先后承办了遂宁市重症护理专

委会学术年会、消毒供应中心专业

年会，主办了市级继续教育项目“基

层医院护理质量与安全”，通过学术

交流，也促进了全院各专科护理水

平的提升；同时在遂宁市护理学会

主办的手术室、消毒供应室行业标

准演讲比赛中均荣获佳绩，消毒供

应室向罗红将代表遂宁市参加 2019
年四川省的消毒供应室行业标准演

讲比赛。

荣 誉 的 获 得 从 来 不 会 一 蹴 而

就，在这些护士获奖时绽放的笑脸

背后，必定有不为人知的辛劳、付出

甚至是辛酸和眼泪。

县人民医院护理团队已经跨出

了那条起跑线，虽然头顶烈日、汗如

雨下，但年轻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更

没有到不了的远方。最年轻的面

孔、最温暖的笑容、最积极的心态、

最专业的态度 ,这支优秀的队伍，将

随同县人民医院这艘起航的轮船

乘风破浪前行，去完成提灯女神“追

梦”的使命。

（全媒体记者 郑蕾）

青春同路护理同行
——记县人民医院护理团队

县人民医院庆祝“5·12”文艺演出 郑蕾/摄 太乙中心卫生院举行第二届职工运动会 贾明高/摄

县中医院在新世纪广场开展义诊活动 苏晨/摄 平安医院举行“120”急诊急救演练 许竣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