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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最美护士”：我们身边的南丁格尔
文/本报记者 段丽萍

5月12日，是第108个国际护士节！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南丁格尔誓言，把自己的青春、理想、智慧和心血奉献给了平凡而伟大的护理事业，把无私的爱，奉献给了广大患者……

当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明办、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举办了“百灵杯”内蒙古最美护士颁奖典礼，对10名“最美护士”和10名“最美护士”提名奖获得者进行了表彰，全面展示了卫生健康工作者奋发向上、砥砺进取的新形象新风貌……

娄世新：
守护心灵健康

每当提到白衣天使，大多数
人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一袭白衣、
头戴燕帽、温柔甜美的女性形
象。而在精神卫生这个特殊的心
灵城堡里，有一位无私、博爱、果
敢、细心的男天使，他就是内蒙
古精神卫生中心精神一科护士
娄世新。

一科是精神科重症病房，男
护士在工作中需要承受的职业风
险更高，心理压力更大，需要付出
更多爱心与耐心。娄世新说，没有
亲眼目睹过患者发病的人，是很
难想象男护士工作中的艰辛。有
时，患者在病态思维的支配下，谩
骂、攻击或突如其来的一记重拳，
都是护士遭遇的家常便饭。面对
患者冲动、伤人毁物等突发事件，
沉着冷静，应对得当是最好的办
法。

娄世新除了要帮助患者进行
日常护理外，还会和他们聊天，了
解他们心里所想，帮助他们解开
心结。说到给患者理发，曾经是一
个大难题，从外面请理发师，一听
说要去给精神病人理，给再多的
钱也没人敢来。这时，娄世新主动
承担起理发师的职责，他买来理
发用品，利用业余时间去理发馆

“偷艺”，回家后再反复练习，现在
已经成了科里非常专业的理发
师，很多患者都争相让他理发。

作为一名主班护士，娄世新
主动承担带教工作，尤其在精神
科患者的沟通技巧、病情观察、组
织管理、保护隔离等方面，有着自
己独特的带教经验，他常说新护
士需要一个好的带教老师，良好
的工作习惯和对待工作的态度是
会影响一个护士一生的，他在工
作中不断摸索总结，并把自己在
工作中的经验和方法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新入职的护士。从事精神
科护理10年来，他处处发挥青年
先锋带头的作用，勇挑重担，尽心
尽责，多次被评为明星护士、优秀
护士、优秀职工。

王丽丽：
有着一颗至诚之心

1996年参加工作，在临床护
理一线一干就是23年。23年来无
怨无悔，用自己的青春和热情践
行了南丁格尔精神，她就是包头
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ICU护士王
丽丽。

在多年的工作中，王丽丽
牢记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以“解
除患者痛苦，挽救患者生命”为
己任，扎实工作，无私奉献，尤
其是在2014年进入ICU工作后，
抢救患者无数，看到卧床患者
痛苦的呻吟，更是体会到生命
无价，世事无常，发愿用一颗至
诚的心，守护患者的生命，点亮
自己的心灯。重症监护室的工
作是又忙，又累，又紧张。有一
次，一位大娘因吃豆腐发生了
噎食，推入监护室的时候患者
已经停止呼吸，无法监测到生
命体征，由于患者插管困难，一
直给予简易呼吸器使用，当将
患者气道中的异物取出时，王
丽丽的双手已经无法伸展了。
她说，急救几乎是我们的常态，
看着一条生命就这样被救回来
的时候，再大的苦，再多的累都
是值得的。

2017年，王丽丽参加了中华
护理学会危重症专科护士的培
训，为了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
3个月的时间里，她一有时间就
泡在国家图书馆看书学习，好
多同学都不理解，一个40岁的
人还干嘛那么拼？而她自己的
内心却明白，只有获得了更多
的知识，在临床急救的时候才
会更从容，淡定，才会给更多的
年轻护士做个榜样，才会更大
机会减轻病痛，甚至保全生命，
才会真正的体现自己作为白衣
天使的价值。

纵然青春已逝，但年轻奋斗
的心常在。王丽丽说，虽然很累，
但累的有价值。她先后荣获包头
市中心医院先进个人、优秀护士
等多项荣誉称号。

关智媛：
真爱护理“六颗心”

她真爱护理事业，时刻谨记
救死扶伤的天职，心怀崇高的理
想信念，平凡中孕育着伟大、琐
碎中孕育着崇高。她在最累、最
苦、危重病最多的血液肿瘤科护
理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如果说
十年可以磨一剑，那么她足已是
那把剑上的刃。她就是内蒙古林
业总医院血液肿瘤科护士关智
媛。

护士的工作是平凡而琐碎
的，关智媛作为一名护士，每天
要协助患者做一些日常生活和基
础护理操作，主动了解病人更多
的要求。她一走进病房，微笑总
是不由得挂在脸上，总觉得病人
如同自己亲人一样，悉心照顾他
们。

血液肿瘤科突发事件多，经
常加班加点，无论什么情况，她总
是带头第一时间赶到科室参与工
作。2016年寒冬的一个晚上，医院
收治了一位白血病的老人，病情
危重，但该患者脾气暴躁、不愿与
人交谈，对医生、护士处置极其挑
剔。住院后，医护人员都不敢给其
诊治，但是关智媛每天坚持守候
在他的身旁，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做老人的思想工作，通过她的
耐心护理，使老人颇受感动，几天
后就积极配合治疗，安心治病。出
院时，老人家属激动地说：“你们
真是白衣天使，我们做儿女的也
做不到这一点。”做护士就是这
样，不管是不是分内工作，只要有
益于患者康复治疗，她都会认认
真真去做。关智媛说，虽然护士每
次做的都是很微小的事情，如一
个微笑、一句问候，耐心沟通、悉
心照顾，但那确实拉近了医患之
间的距离。

血液肿瘤科是一个非常特别
的科室，肿瘤患者的护理不同于
其他学科，专业性强、知识面宽、
心理压力大、护理难度大,但是她
从不放弃，时刻展现出乐于奉献，
爱岗敬业的职业风范。

班丽苹：
守护绿色生命线

农药中毒刺鼻的气味，车祸外
伤的血肉模糊，心跳骤停的紧张时
刻……她总是义无反顾用她那敏锐
的目光观察病人的变化，用她那纤
细的双手减轻病人的疼痛，用她那
柔弱的双肩挑起急救的重任。20多
年如一日，她早已习惯了急诊室里
这样忙绿的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南丁格尔的誓言，呵护着每一位
病人，彰显着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的
精神，她就是兴安盟人民医院急诊
科护士班丽苹。

今年49岁的班丽苹，从事护理
工作20多年来，一直工作在临床第
一线，与年轻的护士一同倒着夜班，
没有因为年龄的原因搞特殊化，也
没有因为是军嫂而要求优待。她先
后在医院神经内科、介入科、急诊科
工作。急诊科的工作日复一日的相
似，每天要出车、吸氧、洗胃、静脉输
液、心肺复苏、除颤、心电监护，高度
紧张的工作一忙就是一天。作为急
诊护士体能要强，心理素质要强，应
急能力要强，班丽萍不分白天黑夜，
加班加点，随叫随到，毫无怨言，每
天都在迎接各种不同病种的患者，
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有一年冬天，外
面下着鹅毛大雪，班丽萍整整忙了
一天，一天水米未进，正准备下班的
时候，又接到120急救电话，她二话
没说提起急救箱冲向救护车。在那
个大雪纷飞、寒冷异常的夜晚，救护
车行驶在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道
路又颠又滑，救护车掉进了雪坑里。
饥寒交迫的班丽苹和医生、司机一
起奋战在刨雪推车的战斗中，终于
在凌晨一点钟，赶到了翘首期盼的
患者身边，看到患者平安无事，她才
放下心来。

班丽苹就是这样，总是将自己
的困难放在心里，默默承担。她克服
困难，迎难而上，主动将难于管理、
进步较慢的护士要过来，手把手的
带教，一对一的管理，带出了一批又
一批的年轻护士，而她却在默默的
守护着急诊的这一方阵地，以自己
的光和热感染着身边的人。

梁宇：
呵护新生儿成长

“平凡的工作中每天发生着不
平凡的事情，我要本着恪尽职守、
问心无愧的原则，呵护着每一个小
生命的茁壮成长！”这是梁宇的护
士手册上写着的一段话。梁宇是通
辽市医院新生儿科一名普通护士，
一个年轻的85后，她没有太多的豪
言壮语，有的只是无私的奉献。

2007年，梁宇光荣地成为通
辽市医院一名儿科护士。医院在
发展中建立起了新生儿科，梁宇
也成长为新生儿科护理技术骨
干。新生儿科收治的都是早产等
重症患儿，面对这些“哑巴孩儿”，
只能依靠医护人员的细心观察、
耐心照顾，和视如己出的爱心帮
她们解除病痛。2015年6月的一
天，新生儿科收治了一名孕26周、
体重仅为850克的早产儿。入院观
察患儿反应差、体温低、呼吸极其
不规则，皮肤鲜红薄嫩、水肿发
亮，医生嘱咐急查头肺CT，由于
患儿病情危重，检查需要有人陪
同，梁宇寸步不离地守在孩子身
旁，一边开放气道，一边挤压气
囊，密切观察患儿的病情变化。最
终，医生确定了“温箱保暖、呼吸
机辅助呼吸、心电监护”等一系列
危重症急救措施。当时，新生儿的
孕周与体重如此之小，刷新了通
辽市医院新生儿科成立以来的记
录。梁宇担心年轻的护士经验不
足，她在患儿的病房一守就是两
天三夜，她的坚守，使患儿平安渡
过了呼吸关。经过新生儿病房全
体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76天后，
患儿体重达到2千克，并健康出
院，孩子父母喜极而泣。

时间就是生命，不管白天黑
夜，不管上班下班，只要一个电
话，梁宇都是随叫随到。半夜丢下
孩子就走、饭吃了一半就往医院
赶是常事。梁宇说，特别是当工作
中遇到委屈时，会觉得特别累，甚
至想过放弃。然而，当回到病房，
看到那么多可爱的孩子被病痛折
磨时，一切都抛在了脑后。

佛姗姗：
十多年无差错零投诉

佛姗姗是赤峰学院附属医院急
诊科的一名普通护士，自2004年参
加工作以来一直战斗在急诊科的临
床第一线，严格履行岗位职责，做到
了十几年里无差错、零投诉。

急诊科是医院的窗口，也是最
前沿的阵地。这里每天都要接到上
百名的急诊患者，医护人员每天面
对着生与死的搏斗和血淋淋的场
面。佛姗姗深知，急诊科危重病人
多，病人病情变化快，抢救的最初
几分钟往往是抢救成功的关键，

“时间就是生命”在这里最能体现。
急诊科工作在于一个“急”字，不仅
工作忙累，风险还特别大。急诊的
工作经历中，佛姗姗经历了重大车
祸、集体食物中毒、矿难急救等等，
她用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严谨细
致的科学态度，接受一次次的考
验，完成这些特殊的急救任务。

作为急诊科的一线护士，一句
普通的问候，一句善意的安慰，就影
响患者及家属的心情。为了确保每
一位患者得到优质、快捷、安全的护
理服务，护士们要付出常人无法想
象的辛苦和汗水。虽然身为80后，佛
姗姗却已是护理战线的一名老兵。
护士的工作是忙碌的，但是优质护
理服务让病人体察到了护士的付
出，感受到了护士的努力。一次，来
了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年女性患
者，自理能力差。作为责任护士的佛
姗姗经过常规处理后，妥善安置好
患者，就开始给患者及家属耐心讲
解病区一些相关注意事项。在检查
后发现，患者骶尾部皮肤松弛且略
微发红，于是她立即打了温水，小心
翼翼为这位老大娘清洗护理。患者
家属看在眼里，谢在心里。

佛姗姗常说，选择了急诊科就
意味着选择了辛劳、奉献和责任，
这是她最深的感受！虽然每天非常
的疲惫，但是当看到患者健康的出
院，换来的却是自己身心的满足，
能够成为急诊科的一员，佛姗姗感
到骄傲自豪。她说，选择护理事业，
无悔！

刘文静：
坚守信念和责任

无私奉献、爱岗敬业是锡林
郭勒盟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刘文
静职业精神的真实体现。作为一名
护士，她将病人时刻放在中心，从
事护理工作10年，在护理岗位上兢
兢业业、无怨无悔，用满腔真情感
动着每一位病人的心灵，虽然没有
惊天动地的伟业，却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践行一名护士的天职。刘文静
常说，病人的健康就是她最大的心
愿，她没有一点抱怨，有的只是心
中坚守的那份信念和责任。

参加工作10年来，刘文静一
直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对待工作，
把事业放在心中，把责任扛在肩
上，把“病人第一，服务到位”作为
自己的工作准则。刘文静明白，作
为护士，她的职责不仅仅是为病
人做好治疗，更要视病人为亲人，
在生活中关心病人，变被动服务
为主动服务，把优质服务作为自
己的天职和本分。护理工作是繁
杂而辛苦的，ICU实行的是24小
时无家属陪护制度，ICU病房的
患者病情重、变化快，及时准确地
为病人做好基础护理的同时，还
要严密地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
一次，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因
突发“脑出血”被送入病房，当时
老人已陷入昏迷状态，脸上和衣
服上都是呕吐物，大小便失禁。刘
文静见此情景，立即投入急救中，
赶紧把老人头偏向一侧，擦掉脸
上脏物，清除口腔分泌物，并把大
小便洗干净，为病人从吸氧、静脉
输液到留置导尿，动作轻柔、技术
娴熟，每一项都认真地完成。工作
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刘文静深知要想做一名好护
士，工作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打针、
发药、执行医嘱上，更重要的是丰
富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能
力。她说，现代护理事业不断发
展，对护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只有不断学习，吸取新知识，
钻研新业务，才能更好为患者服
好务，提高护理水平。

刘艳峰：
挽救生命是我的责任

刘艳峰来自农民家庭，父
亲在她年幼时出车祸而身体不
好，家中条件又不允许进一步
治疗。那时候，刘艳峰就励志长
大后要成为一名医者，扶贫济
弱，救死扶伤。2011年，刘艳峰
通过层层选拔，以优异成绩考
入乌兰察布市中心医院，分配
到神经内二科，后因工作需要
调入到ICU工作。

在ICU工作的8年，是刘艳
峰成长最快的8年。ICU专业的
先进设备和徘徊在生死边缘
的危重患者，是刘艳峰不断钻
研业务的动力，挽救生命与死
神殊死搏斗是她责任所在。看
着一张张感激的笑脸，就是对
刘艳峰最高褒奖。2018年3月
的一天，科室接到新区产科打
来电话，一名29岁的产妇生第
三胎，在分娩过程中突然发生
心脏骤停、呼吸表浅、血压下
降。当时，科主任组织科室医
护人员带上急救物品、药品，
急忙赶到抢救现场。通过胸外
心脏按压、给药、气管插管等
一系列抢救，产妇终于苏醒
了！产妇于当日下午转到ICU，
通过医护人员一周的努力，患
者脱离了生命危险。刘艳峰
说，当我们把患者交付给期盼
着的家人时，外面的两个孩子
投入到妈妈的怀抱，丈夫脸上
绽出了笑容。一句最深最真诚
的“谢谢你们”，让医护人员无
比欣慰，这就是作为ICU护士
最美的画面。

病患不仅仅是病患，更是
一个家庭的孩子、父母、丈夫、
妻子，每个人的背后是一个家
庭。“我们用最大的努力尽可能
挽回患者的生命，这是我们的
责任，更是我们每一天的期待。
这就是我拼命工作，要求不断
进步的原因。既然肩负如此之
重，就要守住初心，而奋勇前
行。”刘艳峰说。

孟丽梅：
平凡岗位上的奉献

孟丽梅是鄂尔多斯市中心医
院重症医学科一名普通的护士，
参加工作14年来，平均每天至少
护理3名危重病人。无数个日夜，
她付出了艰辛与汗水，收获了患
者的认可和赞扬。

“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时
刻提醒着孟丽梅。在工作中，她始
终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对工作精
益求精，勇于开拓创新，努力探索
护理新方法。她运用自己所学，开
辟了护理新内涵。2016年，她参加
医院成立的压疮专科小组以来，
常常处理一些腐烂伤口和散发着
恶臭的脓液，看着一个个渐渐愈
合的伤口，她感到无比欣慰。

为解决患者的痛苦，她不怕
苦、不怕累，常常加班加点，随叫随
到。虽然自己患有腰间盘突出症，
但从未因此而喊累叫苦或耽误工
作。2014年冬天，一位“无名氏”患
者被送进医院，当时患者神志昏
迷，全身散发着恶臭。见此情景，孟
丽梅立即和值班医生迅速组织抢
救。待患者病情稳定后，她和另外
两名护士为患者擦洗身体、更换病
号服。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护理治
疗后，病人神智恢复清醒，大家才
知这是位五保老人，无子女。得知
老人的情况后，孟丽梅掏出自己的
饭卡，每日从食堂为老人买来饭
菜。在她的带动下，科室的姐妹们
轮流为老人带来早餐和午餐。一
天，累了一晚上的孟丽梅准备下了
夜班到食堂吃碗面，可是刚端起
碗，她想到老人今早说也想吃碗面
条，她赶快给老人打包了一份送到
病房。当老人看着热腾腾的面条热
泪盈眶，孟丽梅却安慰老人：“没
事，大娘快趁热吃吧。”为了提高科
室的服务水平和护理质量，孟丽梅
倾注了全部心血，在她美丽笑容的
背后，除了同事和患者，谁也不知
道她为工作付出了多少的艰辛和
努力。与此同时，她收获了鲜花和
掌声，先后荣获先进工作者、技术
标兵等荣誉。

周惠：
践行护士的誓言

2008年7月，周惠进入巴彦淖尔市
医院工作。从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
起，她就暗自下定决心要以护理先驱
南丁格尔为榜样，以一丝不苟、严谨
求实的态度对待自己所热爱的护理
事业。

刚到医院，周惠被分到神经内科
工作，在长达10年的护理工作中，她始
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护士
的誓言。2018年6月，因工作需要，周惠
调到重症医学科工作，并成为了责任
护士小组组长。周惠明白，重症医学科
是一个紧张而又不易被人了解的“禁
地”。面对那些急危重症患者，她知道
肩上责任重大，患者病情危重，家属的
紧张、焦虑需要安慰和解释，病情变化
需要随时监测、及时处理。更可怕的
是，呼吸衰竭、心力衰竭、复合外伤等
急危重病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为
此，周惠时常告诫组员团队协作配合
的重要性，也利用业余时间带领小组
成员学习重症医学相关护理知识。

重症医学科经常有需要带呼吸
机的患者，插管患者气道管理的护理
非常重要，而口腔护理实施的清洁度
则非常难以保证质量。周惠经过与护
士长研究，改良了气管插管固定方
式，由原来的蝶形交叉固定法改为了
工字双向固定法。这样，明显可以观
察到口腔内部的情况，并可以很轻松
地完成口腔护理，减少呼吸机并发症
的发生。在值夜班期间，有同事看护
的一名胃癌术后患者的小肠营养管
脱管，分析了具体原因后，周惠认为
要以“预防为主”的护理措施进行改
进，于是改进了鼻胃管的固定方法，
并为患者带防抓手套，此后再未发生
过相关事件。周惠说，在工作中只要
善于发现，集思广益，发明一些小创
新，就可以为患者带来一些舒适，减
少一些痛苦。

护理工作是一项艰辛而又繁琐
的工作，优质护理服务不仅需要优秀
的护理技术，更需要温暖的人文关
怀。周惠时刻告诫自己要面带微笑，
以温暖的双手和一颗圣洁的心，抚慰
和挽救一个个垂危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