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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实际行动谱写白衣天使赞歌

她像母亲一样呵护每一位患儿

要记市妇幼保健院普通儿科护士长李闻芳
要要
本报记者 林达琳 通讯员 潘祥杰

要记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护士长杨燕平
要要
本报记者 林达琳 通讯员

潘祥杰

市妇幼保健院普通儿科护士长李闻芳带领护理团队进行三级查房

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护士长杨燕平对年轻护士进行工作指导
每个孩子都是上天赐予父母
的宝贝袁是父母的小天使遥 但有时
候小天使翅膀不幸被折断了遥 在市
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袁医护人员以
过硬的技术和贴心的护理袁为急危
重患儿护航袁让这些小天使重新插
上翅膀袁拥抱灿烂的明天遥
在新生儿监护室里袁只有一台
台监护治疗设备发出的 野嘟嘟冶声
音袁这里父母不能陪护在旁袁医生
护士们就充当起了孩子们的野临时
父母冶袁 新生儿科护士长杨燕平这
个野临时妈妈冶袁一当就当了 22 年遥
杨燕平和护理团队就像这些患儿
的妈妈一样袁认真地监察他们的生
命体征袁定期仔细查看患儿全身皮

肤尧管道尧呼吸情况尧脐部情况等袁
了解病情变化袁 并落实护理措施袁
喂奶尧换尿布尧洗澡等袁竭尽所能悉
心照顾这些刚刚出生却远离母亲
怀抱的幼小生命遥
作为一名护士长袁杨燕平对护
理团队要求十分严格袁她知道新生
儿科的护理是一个野良心护理冶袁必
须要有真情与感情遥 她们每天小心
翼翼地来回走动袁不停地监测着这
些娇弱的小生命遥 她们用专业尧敬
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遥 记得在
2012 年的那个冬天袁市福利院送来
了一个肚子很胀袁整个腹壁发黑的
孩子袁 那是一个肛门闭锁的孩子袁
已经出生几天了袁 但生命危在旦

夕袁大家都倒吸了一口冷气遥孩子当
时已经休克了袁血管很难找袁且孩子
四肢非常纤细遥 杨燕平凭借多年的
穿刺经验袁 终于找到了一条隐隐约
约的血管袁并一针穿刺成功袁为患儿
的手术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遥 孩子一
共做了三期手术袁 在新生儿科住了
6 个月袁杨燕平就像妈妈一样袁仔细
的观察尧细心的护理袁最后孩子康复
出院袁 并随养父母去了美国开始新
生活遥
选择了护理职业就是选择了奉
献遥 杨燕平说院野看着这些小宝宝健
康出院袁我觉得非常幸福遥 冶

托起新生命的天使

一转眼袁李闻芳已经从事护理
工作 17 年了遥 她凭着一身过硬的
专业技术袁以及对护理岗位的满腔
热忱袁践行着自己在参加授帽仪式
时许下的诺言袁以爱心尧细心尧耐心
和责任心守护祖国花朵的健康袁用
优质护理服务谱写了一曲白衣天
使的赞歌遥
儿科工作性质特殊袁 任务重尧
压力大尧技术含量高遥 俗话说野宁打
十个大人针袁不打一个小孩针冶遥 静
脉穿刺是儿科常见的护理技术操
作袁也是最易引起护患矛盾的操作
之一袁李闻芳刻苦练习静脉穿刺技
术袁并保持良好的心态袁冷静应对袁
往往一次穿刺成功袁大大减轻患儿
的痛苦遥 她从来没有放松对自己的

要求袁 不断学习和掌握护理新知
识尧新技术袁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
水平袁 为患儿提供优质的护理服
务遥 担任护士长后袁她悉心教导袁鼓
励年轻护士在努力提高自身业务
水平的同时袁积极学习护患沟通技
巧袁并换位思考袁创建和谐的护患
关系遥 她还积极学习先进的管理方
法袁带领护理团队积极探索袁成功
应用品管圈手法提高静脉留置针
穿刺成功率袁促进患儿康复遥
时间就是生命袁 电话就是命
令袁无论是刮风下雨袁还是深更半
夜袁17 年来袁科室电话一响袁李闻芳
总能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和医务人
员实施抢救袁 加班加点如家常便
饭袁她有愧于家人袁却无愧于病人袁

为护理事业作出了无私奉献遥 一天
凌晨 1 点袁 电话响了院野护长袁56 床
患儿出现心衰袁快过来抢救遥 冶她迅
速赶到医院袁配合医生袁立即开放两
条静脉通道袁抽血袁进行抢救用药袁
吸痰袁协助医生进行气管插管袁接呼
吸机辅助呼吸及生命体征的监测遥
她及时给患儿清理呼吸道袁 细心地
进行口腔护理和皮肤护理袁 经过 5
个小时的努力袁患儿病情趋于平稳袁
这时天边已泛起了鱼肚白遥 经过精
心的治疗袁悉心的护理袁住院 15 天
后患儿治愈出院遥 患儿家属非常感
激医生和李闻芳带领的护理团队遥
温暖的怀抱袁 温馨的笑脸噎噎
多年来袁李闻芳在患儿的眼中袁就是
最美的天使遥

用爱呵护祖国的花朵

要记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主管护师钟信琼
要要
本报记者 林达琳 通讯员 潘祥杰

要要
要记市妇幼保健院产房助产长陈玉宇
本报记者 林达琳

通讯员 潘祥杰

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主管护师钟信琼正在为患儿打针

市妇幼保健院产房助产长陈玉宇顺利接生的第 3520 个新生命
今年是市妇幼保健院产房助
产长陈玉宇参加工作的 22 周年袁
她是产科护理操作能手袁她带领的
助产护理团队也经常被评为先进遥
每一天袁她们都见证新生儿来到这
个世界时激动人心的瞬间遥 凭着过
硬的业务技能尧 专业贴心的服务袁
越来越多孕妇选择到市妇幼保健
院分娩孩子遥
产房是一个高风险的科室袁与
别的科室不一样袁每一个产妇都有
着自身不同的特点袁要想分娩顺利
进行袁凭的是医护人员丰富的经验
和足够的耐心遥 每次有危急重症孕
产妇抢救及新生儿窒息抢救时袁陈
玉宇总是最快赶到现场袁投入到紧
张的抢救中袁及时帮助产妇化险为

夷遥 记得去年 12 月份的一天袁有一
位产妇来到待产室门口袁自诉阴道
流水袁 值班的陈玉宇立即检查袁胎
心音 118 次/分袁阴道内胎头前方可
触及条索状物并有搏动感袁当即她
的脑海里浮现了野脐带脱垂冶四个
字袁这是产科临床中胎儿死亡率最
高的急症袁对产妇本身没有什么危
害袁但对胎儿来说袁非常危险遥 脐带
脱垂后袁宫缩时一旦被挤压袁会导
致血液不通袁胎儿容易缺氧袁若血
液完全阻隔 7 至 8 分钟袁胎儿很可
能会窒息死亡遥 陈玉宇的手托住胎
先露向上推袁防止脐带受压以及外
露的脐带继续脱出袁并且大声呼叫
值班医生和护士过来遥 命悬一线浴
立即启动紧急剖宫产袁开通绿色通

道后移到手术间遥 10 分钟后剖出单
活男婴遥当听到宝宝的哇哇哭声时袁
陈玉宇的手才缓缓退出袁 舒了一口
气袁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袁完全没注意
到自己的手已发麻袁帽子尧衣服都沾
上了羊水和血迹遥
在工作中袁 陈玉宇加强对年轻
助产士的野传帮带冶袁使年轻助产士
熟悉各项业务技能袁迅速成长为资
深助产士袁 她还制定了一系列产房
安全管理措施袁 逐条督促检查落实
到位袁特别是对产后出血尧羊水栓
塞尧 脐带脱垂和新生儿窒息等产科
急危重症的处理流程落实到每一个
环节袁确保母婴的安全遥

钟信琼是市妇幼保健院小儿
外科主管护师袁从事临床护理工作
年遥
她不忘初心袁自始至终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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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事业袁 不断学习更新护理知
识袁凭着精湛的护理技术和丰富的
临床护理经验袁由一名普通护士成
长为一名护理骨干袁有着静脉穿刺
野一针准冶的美誉遥
患儿的静脉比头发丝还要细袁
有时科室里有患儿针扎不上袁再加
上旁边有五六个家长陪同袁给年轻
同事造成心理压力遥 有一次袁穿刺
室里传出大吼大叫院野把我小孩当
萝卜扎袁找死吗钥 冶这名患儿的双手
双脚胖得像一节节莲藕袁根本看不
到血管袁 年轻的护士又焦急又委
屈袁不禁流下眼泪遥 当时护长不当
班袁钟信琼马上来到穿刺室袁先安
抚家属的情绪袁 并跟家属进行沟

通遥 取得家属的配合后袁她在患儿
手背上摸索着血管袁取出留置针进
行穿刺袁一看见回血袁穿刺成功袁顺
利接上液体袁家属这才露出满意的
笑容遥 由于她的静脉穿刺技术过
硬袁总是 24 小时随叫随到袁从不计
较是否牺牲个人休息时间遥 她不仅
专业技术拔尖袁也擅长帮年轻护士
总结提高袁详细分析针扎不上的原
因袁给她们做示范袁鼓励她们大胆
心细尧善于思考袁将专业水准提高遥
钟信琼在与患儿家属的接触
中怀着一颗真诚的心袁经常换位思
考袁还为患儿家属作心理辅导遥 有
些新生儿有肠管坏死表现袁情况十
分危急袁市妇幼保健院医生为患儿
施行坏死肠段切除尧 回肠吻合尧回
肠置管造瘘手术袁 术后继续监护尧
治疗遥 手术难度非常大袁手术的技

巧尧麻醉的水平尧医护人员的配合尧
术后的监护及护理都非常重要袁任
何一个环节做不好袁都有可能使患
儿无法抢救成功遥 面对患儿家属的
焦虑袁钟信琼除了提供优质护理袁还
开导鼓励患儿家属袁 使其保持积极
的心态遥 当一个个曾接受过造瘘术
的患儿康复出院袁 这些家属激动得
说不出话来遥
对于患儿袁钟信琼悉心照顾袁对
于自己的孩子袁 她却深感愧疚遥 她
的儿子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由
午托机构帮忙接送袁 他有时会哭着
说不想去午托遥 回忆往事袁 她的眼
眶红了遥 但她坚定地说袁从不后悔
自己选择护理专业袁 总得有人舍小
家为大家遥

母婴健康的守护天使

要要
要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产休区护理组长莫观娣
本报记者 林达琳

小时候袁莫观娣看到医院的护
士身穿一袭飘然白衣尧头戴一顶别
致的燕帽袁端庄大方袁仪态万方袁于
是袁她从小就立志长大后当一名白
衣天使遥 怀着这份梦想袁长大后的
她选择了护理专业袁毕业后进入市
妇幼保健院袁成为护理岗位上一名
普通的护士袁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
年华献给为之执着的护理事业遥 后
来袁认真负责尧勤奋好学的她成长
为一名护理组长遥 每天袁她穿梭在
病房与护士站之间袁此起彼伏的铃
声就是冲锋的号角袁在这个没有硝
烟的战场上袁她每天都把简单和平
凡演绎成无数个精彩袁为母婴提供

通讯员 潘祥杰

人性化和专业化的服务遥
莫观娣说袁产科是一个充满温
馨的科室袁温馨的背后袁护理人员
付出了很多努力袁承担着太多的责
任袁产妇的紧张需要安抚袁胎心的
变化需要随时监测尧 及时处理袁更
可怕的是大出血尧 子痫的病人袁必
须时刻警惕袁化险为夷遥 尤其实施
野全面两孩冶政策后袁产妇的数量明
显增多袁 不少产妇属高龄产妇袁生
育风险加大袁部分孕妇患妊娠期高
血压尧高血糖等袁严重时会导致孕
产妇和围生儿的死亡遥 对于患者提
出的各种疑问袁她总是细心尧耐心
回答遥 对于进入爱婴区的孕产妇总

是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讲解宣
教袁如疾病基本知识尧注意事项尧母
乳喂养知识技巧及新生儿护理袁消
除孕产妇紧张尧忧虑尧恐惧的心理遥
休息的时候袁她走在大街上袁经常有
人牵着自己的宝贝过来和她打招
呼袁原来这些是她护理过的产妇及
宝贝遥 看到一双双感激的双眼袁她
非常感动遥
尽管工作又苦又累袁但莫观娣
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遥 参加工作
十年袁她始终怀着一颗对生命的敬
畏之心袁对技术精益求精袁全力呵护
母婴的健康遥

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产休区护理组长莫观娣带领护理团队进行二级查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