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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百名医德医风标兵”
徐州市中心医院首届“共青团
青年服务标兵”风采展示①
说到护士，人们总是联想到天使，
联想到天使的善良与关爱，细致与耐心。
在她看来，护士是病人的卫士，
救死扶伤是护士的天职，要给人们带来幸福和温暖，如果大家都不愿做护士，
那病人谁来护理?
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
就意味着选择奉献，在平时工作中，她始终把医院利益、病人利益放在首
位，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每一名病人，
为病人排忧解难，千方百计满足他们的需求。她就是徐州市中心医院重症监
护病房（I
CU）护士长李松梅同志。

流逝青春 爱的奉献

“每天给病人准确无
误的发放药品，是我
最快乐的事。”
——
—门诊西药房 夏伟

—记徐州市中心医院
——
I
CU护士长李松梅同志
二十余载如一日
李松梅同志从事护理工作二
十余载，自她手亲自护理过的病人
不计其数，从毕业走上护理工作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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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先
后在医院多个科室从事临床护理
工作，担任过科室临床教师、教学
组长及后来的监护室护士长。由于
她勤奋好学，工作认真，专业知识、
操作技能不断得到巩固和提升，自
身素质逐步提高。凡事以大局为
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以病人
为中心,
把病人利益放在首位,
急病
人所急,
想病人所想。她具有高度的
同情心和责任感，而且多次在为抢
救生命垂危的经济特别困难的病
人时，以身作则主动伸出援助之
手，为贫困患者捐款捐物，得到病
员及家属的一致好评。为此，科室
收到多面锦旗，她所在的科室是医
院公认的团结上进的团队。她遵守
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积极投身医
院的各项改革,
响应医院的号召,
在
自己的岗位上起到了很好的共产
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为此，她
工作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肯定，多
次年度考核优秀。

以身作则 公正无私
李松梅同志，处处以身作则，
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
科室的每一位同志。早上班、晚下
班，这对她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遇
到病人有困难需要帮忙，她总是热

心地为病人排忧解难。只有帮病人
解决了问题她心里才踏实。经常是
加班加点。每天中午回家通常都是
一点多了，为自己的家人孩子做好
饭，然后自己匆匆吃上几口后就马
上往医院赶。在抢救危重病人的第
一线上，她不怕苦、不怕累，总是身
先士卒，率先垂范。她以踏踏实实
的工作得到全科室护士的支持和
拥护。她团结科室同志，在工作上
严格要求，但在生活上关心体贴爱
护护士。不管是护士生病或家中孩
子生病，她总是关心体贴护士，主
动为其调班，甚至自己顶班替班；
发现护士遇到工作不顺心有情绪，
她便主动找护士谈心，给予支持帮
助。因为工作需要，她的手机也总
是2
4小时开机，随时听从医院的
召唤，为此她放弃了很多与家人团
聚的机会。I
CU经常有紧急病人，
她总是随叫随到，有时人员紧缺，
她总是挺身而出，不论白天黑夜，
不分班内班外，有时连续工作十多
小时。为了病人，她舍小家顾大家，
把个人的得失抛在脑后，一心扑在
自己热爱的事业上，二十多年来，
李护士长总是主动把休息让给别
人，把工作留给自己，记不清她在
病房已度过多少个节假日。在医院
开展的安全质量月检查工作中，她
一天连续工作达 2
1小时。有一次，
一位多处创伤的病人因病情危重
入住 I
CU，这位病人脾气暴躁，性
格怪异，对医生、护士极其挑剔，连
他自己的儿女们也给骂跑了，她却
坚持每天守候在他床旁，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给老人做思想工作，
亲自精心为他做各项生活护理，可

拓展中，
展现自我、
增强凝聚力

谓无微不至。终于，
精诚所至，金石
为开，老人被感动了，很快配合治
疗，病情稳定后转入外科。出院时，
家属激动地说：
“I
CU李护士长的
爱心和体贴，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
都自愧不如呀”。

善于观察 善于思考
作为护士长，她敢抓敢管，擅
抓会管，虚心听取科室护士的意见
和建议，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个人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奖罚分明，对好
人好事给予表扬奖励，对歪风邪气
敢于批评扣罚。使科室形成一种积
极向上，团结协作的良好工作氛
围。在院领导和同事的亲切关怀和
大力支持下，她带领科室护理人员
立足岗位，开拓进取，每次都高标
准、创造性地出色完成各项医护任
务，受到了院领导和患者的高度赞
扬，为医院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她
常说“护士的工作不仅仅是打针、
发药，还包含有丰富的内涵。我们
不仅应知道怎么做，而且应该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做。护理工作虽然简
单、平凡而琐碎，但我们要用更高
层次的理念看待我们的工作为病
人服务，
为人们的健康服务”
。作为
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长，她把自己
科学的护理管理理念和经验运用
到护理实践中，高度重视护理人员
在控制护理质量的每一个环节中
的重要作用。她说：只有充分发挥
好每一个护理人员的作用，科室整
体质量才会有提高；只有人员素质
提高了，
才会有质量的提高。为此，
她重视护理人员的培训，每月认真
组织护理查房，每周组织业务学习

一次，她说：学习和查房不搞形式，
必须落实“认真”
二字。她还定期组
织护理人员学习标准、学习规范、
学习制度职责，她说：只有掌握好
了标准，才可能按照标准去做；只
有掌握了操作规范，才可能自觉遵
守操作规范；她要求大家从学习标
准、学习规范、学习制度职责开始
到自觉遵守标准、规范和制度职
责，到具有较高的慎独的思想境
界。由于她的人性化管理与严格要
求，护理质量得到较大的提高，I
CU
护理队伍的素质也得到极大的提
高，在三甲及管理年检查中多次得
到专家的表扬。

积极进取 勇攀巅峰
李松梅同志虚心好学，刻苦钻
研，积极进取，不断要求进步。已经
通过自考取得本科学历的她说：面
对病情复杂的病人，我时时感到知
识的不够用，面对病情危重的病人
生命无法挽回时，我们感到内疚，
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学习。拯救生
命是我们的天职，更是我们的荣
幸，我会把我的爱心、热心、耐心、
细心、关心和责任心投入到所钟爱
的护理事业中去，以病人为中心，
以病人的满意为最终服务目的，进
一步加强护患沟通，使护理服务更
贴近病人、贴近临床、贴近社会，真
正体现整体护理的深刻内涵，用我
们的心为患者撑起一片希望的蓝
天。她没有辱没自己当初立下的神
圣誓言，她不愧是当今南丁格尔式
的好护士！
水寿

!真人 CS
"力量之绳

为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增强职工的凝聚力与团队
协作精神，丰富职工的业余文体生活，院工会女工委员会于 3月
1
9
-2
0日、3月 2
6
-2
7日四个下午在小南湖水上公园场地分四批
组织我院女职工开展“三·八”节拓展训练活动。
我院广大女职工踊跃报名，共有 3
0
0多名女职工参加了活
动。在半天的训练活动中，大家参加了“真人 CS
”、
“龙行千里”、
“风雨同舟”
、
“力量之绳”等项目，展现了徐州市中心医院女医务
工作者积极向上、
锐意进取的风采。
唐飞
!龙行千里
"神龙摆尾

花开花落

夏伟，徐州市中心医院门诊
西药房药剂师，2
0
0
1年毕业于徐
州医学院药学专业，同年来我院
工作，在工作中始终做到兢兢业
业，勤于思考，时时刻刻以病人
为中心，把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作为己任，业务水平过硬，服务
质量优秀，2
0
0
9年度被授予徐州
市中心医院首届“共青团青年服
务标兵称号”
。
药剂师的工作就是每天面
对着窗外一张张焦急的面孔，在
调剂台和药架之间不停的穿梭，
为患者迅速准确的调配医师处
方，叮嘱病人药物的用法用量，
注意事项，为患者安全有效的使
用药品保驾护航，这样细碎而又
繁重的工作，使他们养成了认真
学习的好习惯，养成了耐心仔细
的工作作风，树立了急病人所
急，想病人所想，一切为了病人
的服务理念，培养了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的好品德，因为他们深
知：药房是医院的一个重要窗
口，在病人、陪人面前，人人都代
表着医院！
一次值夜班，在凌晨 2点到
3点的时候，窗口取药的患者不
是很多，这时窗口有位患者取
药，夏伟刚接过处方，习惯的低
头看着处方，窗口传来的一声：
“同志，请问这个药有吗？”夏伟
抬头看了那个患者一眼，那是个
典型的北方老农的形象，极短的
花白的头发，黝黑的脸膛，那是
长期在阳光曝晒下劳作的结果，
脸上沟壑分明。
“这个药有的，请
您先去收费处交药费”，夏伟非
常客气的对这位老人家说到。听
到这里，老人无奈的一笑：
“我那
小孙子实在是疼的受不了，我们
从家里赶过来，没带够钱，能不
能先借给我们，明天带来钱再还
给你？”
老人声音里充满了焦虑。
处方上是一支奈福泮，是急诊手
术后患者常用的一种止痛药。瞬
间，夏伟明白了他的意思，肯定
是孩子刚做完急诊手术痛的受
不了，钱又没带够，所以老人才
来向他求助的，他没有多说话，
迅速取了药递给老人，说明了用
法和用量，并说了句：
“先给孩子
用上吧”。老人接了过去，紧接着
是一连串的“谢谢！”。第二天，老
人带着儿子儿媳一起到药房补
上了药钱，并一再感谢……
随着医院规模的扩大，门诊
患者越来越多，窗口工作也越来
越繁重，经常是一天班上下来脚
疼的都站不住，工作很辛苦也很
枯燥，可看到那一本本的处方和
患者一个个满意的离去，药房的
工作人员都由衷的感到欣
慰。
文晓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