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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温度的急诊科
□马英丽 田 彤

我清楚地记得 2012 年开播的电视
剧——《心术》。那一年，我还是一名高
中生，也正是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我在填
报高考志愿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护理
专业。《心术》这部电视剧让我认识到作
为医生、护士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

工作后，我很荣幸成为一名急诊科护
士，从刚入职时的手忙脚乱到渐渐掌握工
作方法，这才真正体会到要想做好一名急
诊科护士谈何容易。急诊科是医院最重
要的窗口之一，不仅接诊急危重症患者，
还要收治从基层医院转诊的患者。急危
重症患者往往病情复杂，患者家属容易产
生急躁、恐惧情绪，加上急诊科不同于普
通病房有充足的时间沟通，所以急诊科的
工作难度很大。

在急诊科，患者及家属在与医务人员
较短的接触时间内，还未建立起良好的信
任，会对医务人员的每一个细微环节都十

分敏感，所以要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及时
了解患者的需求，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极
为重要。

南丁格尔说：“护理工作不仅需要精
湛的技术，更需要艺术。”首先，要学会观
察，才能发现存在的问题，包括对患者的
病情、心理、需求及患者家属的观察。同
时，我们也应该按时巡视，多观察患者的
液体进展，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

因为液体没有及时更换而与患者家属产
生矛盾。其次，要学会沟通，人与人的相
互尊重和信任是建立在沟通基础上的。
对于来急诊科就诊的患者，我们应该积极
主动地询问，热情地进行引导，对于行动
不便的患者我们要搀扶或协助家属用推
车送至诊室，对于住院治疗的患者，我们
可以找陪检人员陪同前往病房。急诊科
是一个有温度的科室，我们都要做有温度

的急诊人。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

有它，一切将变成黑夜。”我们在生死较
量中争分夺秒，在患者面前永不言弃，我
们是意志最为坚定的急诊护士。急诊科
的每一天都面临着挑战性、复杂性和应
急性的高强度工作。

面对生命，无论春夏秋冬，急诊人都
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现场；这里没有
周末与节假日，只要有人求救，我们就要
快速反应。当其他人沉浸在节日的气氛
中，陪伴在父母、孩子身边时，急诊人却
守护在患者身边，和平日里一样，甚至更
为忙碌，他们心里那份对亲人的牵挂与
内疚无人能够体会，然而患者的一个微
笑就是最好的赞赏，患者的包容与理解
就是最大的安慰。对每一个生命的全力
以赴，就是对南丁格尔精神最完美的诠
释！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门内，门外……
□严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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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疟疾镜检（通过显微镜查找疟原
虫），河南省从事疟疾镜检工作的很多人
都知道颜秋叶老师，其中为数不少的人都
是她的学生，我也是其中一位。

2010 年 10 月 8 日是我参加工作的第
一天，报到当天就开始跟颜老师学习疟疾
知识和镜检技能，颜老师有世界卫生组织
疟疾镜检专家一级证书。在我对疟疾镜
检还未知的情况下，听到“世界卫生组织”

“一级”这两个词就已经觉得颜老师很厉
害了。

在我工作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发现
要想达到颜老师的水平确实不容易。颜
老师每次都能精准地判断出是哪种疟原
虫和处于哪个期，碰到稀有的、少见的虫
种，更是在显微镜前一动不动地坐上一两
个小时，年轻人眼睛都看得酸痛，但她依
然看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地给我讲解着它
们的特征。颜老师对这份工作的热爱还
体现在工作中的每个细节里，她对每张玻
片进行认真地甄选，精心地保护，为全省
疟疾镜检人员的培训积攒了不少示教
片。在平时的工作中和对全省镜检人员
的培训中，她更是倾囊相授。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我们也将 PCR
（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用于疟疾的检测，
颜老师和我作为疟疾检测工作两代人的
代表，开始了“新、旧”技术的“比武”。

疟疾镜检是比较经典的检测方法，作
为技术过硬的镜检专家，颜老师是不会漏
掉任何一个疟原虫的。在跟颜老师学习
疟疾镜检技术的同时，通过 PCR 技术开
展疟疾核酸检测也是我的主要工作。为
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每次我们都会将两种方法进行比对。我记得
在一次样本检测中，我们两个出现了检测结果不一致的情况，颜老
师重新把样本找出来，认真地给我讲其特征，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是
我的PCR出问题了，我随即便开始查阅文献、查找原因。这种工作
场景时有发生，也正是一次次这样的经历，教会了我在检测工作中
必须要有科学性和严谨性。

颜老师在工作中认真、严谨，在生活中和蔼可亲。她的女儿和
我同岁，她经常说我就像她的孩子一样。除了工作上的指导，她在
日常生活中也给我很多帮助和关心。

现在颜老师已经退休好几年了，她是上一个时代疟防人的代
表，我也仅是新一代接力者中的一员，既有专业知识的传承，也有精
神的传承，一代代疟防人用专业知识、敬业精神在疟疾消除工作中
默默地发光、发热。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让文化软实力
助推医院高质量发展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李晓亮

“着力培育医学人文精神，打造有温度的医院，提供有关怀的医疗，培养有情怀的医生，让文化软实力成为助推我院高质量
发展的‘动力源’，是我院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刘剑波深有感触地说。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始建于1928年，是一所有历史底蕴、文化内涵、精彩故事的医院。医院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办院
宗旨，秉承“厚德、博学、精医、济世”的院训精神，不懈奋斗，创新图强，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职工。在新时代、新思
想、新目标的引领下，全体医院职工在传承、诠释并丰富着这种特有的文化基因，如果要用最简单的字来概括，那就是——医道

“正”、医风“淳”、医德“仁”。

医院在线下宣传栏、标识和标牌
等传统文化宣传载体的基础上，创新
表达方式，依托医院官方网站、手机
网站、院报、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
号、抖音号等平台，积极打造六位一
体的融媒体宣传矩阵。利用好新闻媒
体和社会媒体讲好医院医务人员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的感人事迹，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和崇高的职业精
神，增强医院职工的职业认同感与自

豪感，把职业荣誉转化为社会声誉，
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
围。

此 外 ，医 院 勇 于 探 索 、敢 于 创
新，向社会推出一大批极具特色的
知识文化产品。医院围绕重大节日
和社会热点，邀请名医名家制作“科
普医声”系列健康科普视频；编排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舞蹈《守护》；
制作的《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宣传片》

《抗疫手势舞》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视频，在社会上引起了热
烈反响，极大地提升了医院的美誉
度和知名度。

同时，医院率先将叙事医学引入
到规培生临床教育体系，对规培生加
强医学人文教育、增强医患沟通，通过
强化人文关怀、改善医患关系，培养治
疗与照顾并重，有情怀、有温度的全面
性临床医学人才。

最近，郑州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更新了
院史《郑州大学第二
附 属 医 院 的 前 世 今
生》，将建院时间从
1952 年 追 溯 至 1928
年，同时精选了百余
幅史料照片，图文并
茂地讲述医院从1928
年建院至今走过的风
雨历程，引起了许多
老职工的情感共鸣。
从河南民政厅接生传
习所到河南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从开
封市到郑州市，医院
几度更名，数次迁址、
融合、重组，一幅幅老
照片在历史记录与温
情回忆中凝练出具有
医院自身特色的核心
价值理念：医病、医

身、医心、忘名、忘利、忘我。“在郑州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无论是领导班子还
是普通职工的医风都十分淳朴，这种
淳朴来源于医院悠久历史文化的厚重
传承。”来医院视察指导的各级领导经
常赞叹。

医院高度重视文化体系建设，不
断丰富核心价值观的内涵。2021 年，
医院对共同愿景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明确共同愿景的表述为：“把我院建设
成为国内知名、省内领先、群众满意、
职工自豪的现代化三级甲等综合性医
院”；同时，更新了院徽和宣传片，重新
录制了院歌《圣洁天使》，潜移默化中
强化核心价值引领，提升职工的价值
认同感和归属感。另外，医院新院区
院史馆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力求打
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与精神家园，
让医院文化落地。

医院积极践行“以患者为中心，以
员工为主体”的人文管理理念，对内充
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
人文型的医务人员；对外推行人性化
服务，尊重患者，尊重医学科学规律，
遵守医学伦理道德，遵循临床诊疗技
术规范，为患者提供安全、适宜、优质、
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为了建立有人文关怀的就医环
境，提升患者就医体验，医院对医疗服

务进行了全流程优化。从今年 3 月 1
日起，医院推行门诊全流程扫码就诊
模式，实现“看病告别实体卡，一码

‘扫’尽全流程”的就诊新模式，提高了
就诊效率，也避免了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期间因拿取卡片造成的间接接触
风险；医院互联网医院项目顺利通过
验收并挂牌，省内外患者可线上问诊
咨询、在院调阅病历、线上开具处方、
药品配送到家、在线预约检查，为基层

患者提供了疾病多元化诊治选择，避
免奔波导致的花费和舟车辗转，真正
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患者少跑腿”；
护理服务也不断升级优化，着力于对
患者的人文关怀。通过落实病区责任
护士到心理医师的三级响应机制，为
患者及家属提供贴心服务，增强患者
面对疾病的信心，培育优良的医患关
系，生动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文
化内核。

推行人文管理 持续改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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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始终将实践公立医院公益性
作为己任，每年派出医务人员对内开
展对口支援帮扶，对外援助非洲，不仅
输出医疗技术，更输出管理理念，帮助
援建单位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
变，为他们留下带不走的财富。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医院勇
担责任，迅速反应，医务人员主动请

战，从支援郑州市全员核酸检测到火
速入驻岐伯山医院，从南下商丘北上
安阳到跨省千里助吉林……医院职工
以仁厚的医德坚守初心，用精湛的医
术践行使命，这正是医院优秀文化滋
养的现实写照。

大道无言，润物无声。时至今日，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已将“医道

‘正’、医风‘淳’、医德‘仁’”化作自己
特有的文化基因，成为每位医院职工
的精神内核。今后，医院将进一步以
文化凝聚意志、以文化引领发展、以文
化塑造品牌，持续提升医院的文化软
实力，让高质量文化建设成为医院发
展的强劲引擎，成为提高医院核心竞
争力的动力源泉。

创新表达方式 打造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

勇担社会责任 积极开展帮扶和医疗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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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卫
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转眼间，我从事护理工作30
余年了，在NICU（新生儿重症监
护病房）担任护士长也已经10余
年了。在我的眼里，每个宝宝，
都是迫切点亮人间的星辰，虽然
他们初来乍到就要承受病痛的
折磨，甚至面临生命危险，但是
那种与生命抗争的力量和求生
的倔强，足以让我们一群人为之
动容，愿意拼尽全力去疼爱，去
守护他们。

夜晚，NICU的电话响起，电
话那头传来急促的声音：“我是
产房，一个刚满 26 周孕妇大出
血，即将分娩。孕妇孕4产4，之
前因为习惯性流产都没保住，请
马上来产房会诊。”

我和值班医生犹如接到紧
急军令的战士，立即带着转运箱
一路小跑赶往产房。

只有 26 周的宝宝会有多
大？果然是一个仅有巴掌大小
的宝宝，他浑身青紫，胶冻样皮
肤，没有自主呼吸，心跳微弱，微
弱到我不能确定下一秒是否还
能听到。“快！赶快！立即清理
呼吸道，擦干全身，刺激呼吸，塑
料薄膜包裹保暖，喉镜下迅速插
管，气囊加压给氧，肾上腺素，生
理盐水扩容……”

咚，咚咚，咚咚咚，听诊器里
传来了心跳声，由微弱到有力，
小宝宝的肤色开始慢慢红润，自
主呼吸出现，肌张力也开始出
现。

听到“哇……”的一声，我情
不自禁地握了握他的小手，轻声
对他说：“欢迎你呀小宝贝。”（如
图）

像这样的紧急会诊，像这样
的紧急救治，对我们NICU的医
务人员来说，已经习以为常。尤
其是在抢救成功后，听到小宝宝
一声接一声的响亮啼哭，我们没

有觉得这是一种吵闹，而是像欣
赏从琴键上跳跃出的音符一样，
虽然音量不同，音调不同，但是
在我们听来，这就是最动听的音
乐。他们经历了与病魔的抗争，
就可以尽情享受被这个世界温
柔以待的美好。庆幸的是，这个
抗争的过程，是我们一直在陪
伴，在帮助，在救治，在关爱！

对每个入住NICU的超低体
重新生儿，我们都会成立医疗救
治小组，根据新生儿的情况，周
密制定不同阶段的治疗方案。
作为护士长，我会立即组建护理
小组，制定出专项护理计划，从
液体敷料的全身喷涂、水胶体敷
料的粘贴、温水床水枕的使用，
以及暖箱温度、湿度的保证等，
无论是治疗还是护理，为新生儿
提供一个安全、精细的救治过
程。

对于这些新生儿来说，我们
就是他们的“代理爸爸”和“代理
妈妈”，不仅要做好救治，还要照
顾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在病房
里也能感受到妈妈的温暖。因
为我们深知，在病房的门外，孩
子的父母甚至是一大家子人都
在等候，迫切地想知道孩子有没
有好转，孩子有没有哭闹。虽然
我们在病房里面，但是我们对孩
子亲人的焦灼心情感同身受，我
们更想尽自己之力让孩子在人
之初时，就能感知到这个世界的
美好。
（作者供职于信阳市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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