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雪是市人民医院血液透析室的一名护士，也是资阳市支
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员。疫情暴发后，杨雪便通过媒体关注着武
汉抗疫一线。同为医护人员，她对武汉医护人员的辛苦感同身

受：“我就很想过去帮一帮他们。”
在武汉武昌医院时，杨雪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经历了很多感动的瞬

间。一次，杨雪为一名患者输液，患者举着手机对着她拍了一张照片，杨雪
当时很诧异。患者解释说：“因为很感谢，所以要拍下你们最美的样子。”后
来杨雪将这张照片保存在相册里，她说会一直保存，因为这是武汉人民的感
恩，是珍贵的回忆。

杨雪
“我很想过去帮一帮他们”

市第四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李兰从事护理工作 37 年，把
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她热爱的事业。

“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内心真的很愉快。”李兰说，护士是
一份让她发自内心喜欢的职业。因为想帮助病人克服病魔，所以在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时，她毅然冲向了武汉抗疫一线。

今年 52岁的李兰是四川省第九批援助湖北医疗队中年龄最大的护理人
员。因为年龄大了，院领导和家人、朋友都比较担心她。

“我不想在护理生涯中留下遗憾。”最终，她用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过硬的
专业能力，向大家证明了自己。

“被国家需要、被人民需要，我感觉非常自豪。”李兰动容地说。

李兰
因被国家需要而感到自豪

舒桃莉是市第四人民医院综合内科的护师，也是资阳支
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员。舒桃莉说，其实在去的路上还是有些
担心，但是下飞机时听到志愿者们一声声感谢的话，心中的恐

惧就消失了，“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身上有一份责任，一定要尽全力让病人们
好起来。”

在 13年的护理生涯中，舒桃莉经历了太多不理解和谩骂，但是经历这次
新冠肺炎疫情后，她更多地感受到了被需要。

舒桃莉说，在武昌医院时，护理人员两人一组照料 20多位病人，病人们
都很体谅他们的辛苦，能自己动手的就不麻烦他们，给她带来了很多感动。
此行让她重新认识了护理行业，让她感受到了职业认同感，这也将激励她在
以后的工作中做到更好。

舒桃莉
“支援武汉让我重新认识了护理行业”

“援鄂经历虽然辛苦，但足够让我铭记一生。我们只是千
千万万逆行者中的一个缩影。我们只是普通人，换了一个地
方做自己该做的工作。生活慢慢恢复平静，我也回归到了平

凡的日常工作中。”雁江区人民医院护士吴秀英说。
抗疫期间，吴秀英驰援武汉汉阳国博方舱医院，离家 1个月之久。在抗

疫期间，她累计工作 110小时，最长 11个小时没有喝水、上厕所，为的就是与
时间赛跑、同病毒战斗。经过精心救治护理，她所照料的患者先后有 4名治
愈出院。

战“疫”的特殊经历，让吴秀英再一次重新认识护士这份职业的神圣，她
期待今天的职业荣光不会因时间而褪去，她将带着这份荣耀继续做好日常
工作，关心守护好每一位患者。

吴秀英
关心守护好每一位患者

“叔叔嬢嬢些，有事喊小黄！”在汉阳方舱医院，开朗乐观
的黄小龙疏导患者心理，成为了方舱医院的一道风景线。

疫情发生后，雁江区人民医院急诊科除了确保日常的接
诊、收治、转移等工作有序进行外，还特别抽调了人力、设备全力以赴开展辖
区内密切接触者的转运工作。作为急诊科的男护士，面对急难险重的工作
任务，黄小龙争抢在了最前面，他说：“我是男护士，体力更好，我先上。”

当驰援湖北的通知一来，黄小龙再次冲在了前面。2月9日凌晨，黄小龙
在急救车上写下请战书，第一时间请战驰援湖北。

回忆汉阳方舱医院的情况，黄小龙说，虽然病患多，工作量大，但他依旧把
每一位患者的事情都当头等大事来对待。和患者拉家常，耐心安抚患者，身着
防护服的他，就像是贴心的“大白”。

黄小龙
小黄变贴心“大白”

2月 9日，对于安岳县人民医院的黄丹、罗尧、肖琴琴、李秀
四位“巾帼女将”来说，将会是铭记一生的“纪念日”。这一天，
她们整编入省第六批支援湖北医疗队资阳分队，出征驰援武

汉，一去就是 37天。虽然现在已解除隔离，平安回到工作岗位，但对她们来
说，这 37天里经历的每一件事都仿佛发生在昨天。

“我们将继续发扬在武汉不怕辛苦、勇于担当、热心奉献的抗疫精神，
更加努力工作，为护理好每一位病患、帮助他们解除病痛尽职尽责。”谈到
援鄂返岗之后的感受，黄丹、罗尧等人如是说。

神经内科二病区护士长黄丹，是我市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领队，近
20年的护理工作经历和精湛的护理技术水平成为她克制病魔的尖锐武器，
也让她总能及时感受患者的身心变化，给予患者更多温暖。

从事感染科护理工作的罗尧，是我省第六批支援湖北医疗队中资阳唯
一一位负责院感工作的。她认为，把握好感控就是筑牢前沿阵地，就是为
队友安心奋战提供动力。在感控工作中，她“铁面无私”确保队友安全上下
班；在面对无助的小女孩时，她用心呵护，充当“临时妈妈”。

“因为专业，所以更应该勇担责任。”这是急诊科中心静脉置管室护士
肖琴琴出征武汉的理由。为节约穿防护服的时间，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她
在驰援武汉前就剪短了那一头留了许久的乌黑靓发。进驻汉阳方舱医院
后，专业过硬的她成了身边战友的强力助攻；她还用自己的无惧无畏、贴心
照顾，为患者健康筑起了坚实堡垒。

呼吸内科二病区护士李秀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出发前她告诉孩子：
“妈妈要变成超人，出去打‘小怪兽’，姐姐要照顾好妹妹，乖乖等妈妈回
来。”对待孩子，她是一个温柔的母亲；对待患者，她是一个尽责的护士。3
月 8日，汉阳方舱医院病人“清零”，正式休舱。李秀庆幸自己为这座英雄的
城市献上了一份绵薄之力。

这一段难忘的战“疫”经历只是她们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
接下来的日子里，她们将继续身着白衣，用行动守护群众健康、彰显从医初
心、践行职业使命。“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履行我们的职
责。”现在，她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安岳县人民医院
白衣执甲巾帼建功

抗疫期间，安岳县妇幼保健院的儿保接种门诊按下“暂停
键”。儿保科的全体医护人员遵从医院调配，分别到不同岗位
参加疫情防控，护士长刘瑶就是其中一员。先是一人坚守儿保

科，再到高速路监测点执勤，协调医院发热门诊，驻扎医学观察点……她说：
“我是组织的一块砖，哪里有需要，我就把自己往哪里搬。”

在高速路监测点执勤时，她风雨无阻，仔细核查每一辆过往车辆。在发热排
查岗工作中，她负责协调姐妹们对每位来院就诊人员进行体温监测和信息核实。
后来，她又被调到医院的留院观察点，负责疑似病人的护理。这个岗位的“危险程
度”有些高，但她丝毫没有犹豫。到岗之后，她不仅出色完成了本职工作，还在那里
充当起送餐员、服务员和知心大姐姐的角色，细心地安抚每一位患者和家属。

抗疫时，她是一块好用的“砖”，当医院儿保科恢复正常工作后，刘瑶又
变身为悉心呵护幼小生命的“守护天使”。

刘瑶
“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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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乐至县人民医院感染科全体医护人员的抗疫
任务接踵而至。来不及感到害怕、彷徨，年仅 23岁的感染科护
士蒲佳丽就急急忙忙回到岗位。

为了保证人员流动符合感染控制要求，保证患者和全体医护人员的安
全，大年三十那天，蒲佳丽独自坚守着感染科二楼病房出口，当起了“门
神”。凭借心中那份责任，她在工作岗位上坚守了两天两夜。

2月底的一个晚上，蒲佳丽穿着防护服，一手推着轮椅，一手拎着沉重的抢
救箱，连续护送了6名患者去做检查。当天，穿着四层衣服的她早已汗流浃背，
护送完最后一名患者后，她感到一阵眩晕，不自觉地靠在墙上。护士长发现后
让她去休息，但她为了患者能早做检查，只说了一句：“不要担心，我能行”。

蒲佳丽说：“以前在学校时，白衣天使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词语。从事
了这份工作后，才知道帮助别人、照顾患者能够让我很快乐……”

蒲佳丽
95后护士当“门神”

2月 7日，乐至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护士长郭玉娟接医
院通知，被派到市第一人民医院支援新冠肺炎救治工作。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经过专业培训后，郭玉娟被安排到负
压病房工作。这里没有护工协助，也没有家属陪护，患者的每一项护理和生
活所需都得护士亲力亲为。她每班除了完成对患者的基本治疗，还坚持给
他们做床上擦浴、口腔护理、管路护理等。患者虽然没有亲人陪护，但得到
了亲人般的照顾。

呼吸内科很多患者都是长期住院，由于穿刺很痛苦，他们有时候会不太
配合护士的工作。但是被同事们称作“笑笑”的郭玉娟却掌握了一套和患者
沟通的好方法，她根据患者的个性，找不同的切入点与其沟通。

郭玉娟说：“我非常喜欢自己的职业，有些病人甚至会把我们当作亲人，
我觉得这就是护士这份工作带给我的价值感”。

郭玉娟
同事口中的“笑笑”患者眼里的“亲人”

今年27岁的周凡是乐至县中医医院外科的一名护士，2016
年进入医院工作，从刚到医院时的“职场小白”，到现在已经能把
自己的经验分享给科室的妹妹，4年的时间她和医院一起成长。

“我们科室是 2017年 1月成立的，最开始只有 3名医生，一位护士长和 4
位护士。”周凡说。

周凡第一次倒夜班就遇到了因车祸大出血的病人，最初她有些不知所
措。止血、建通道、心电图监护……努力镇静下来后，她在护士长的带领下
迅速帮患者做好术前准备，10分钟后，患者被顺利推进了手术室。

那次倒夜班给了周凡很大的触动，书本上的知识和临床相差很多。后来她
不断温习以前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同时也从临床中遇到的问题入手，翻阅资
料、向前辈们请教，就这样她逐渐成长起来。“从初入职场到现在，我很感谢医院
领导和同事的帮助。”周凡说：“我会一直和同事并肩战斗，和医院一起成长。”

周凡
我和医院一起成长

“可以说，手术室比别的科室对护士的专业要求高得多。”
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室护士长陈晓娟说。

手术室护士是要上手术台做医生助手的，虽然不操刀，但
要对手术步骤有预估能力，不仅能看懂医生每一步操作，还能准确预判下一
步所需器械。陈晓娟认真地说，手术室的护士不仅要学护理技能，对各科室
医生的专业知识也必须清楚。

工作多年，陈晓娟越来越感受到自己的知识范围在扩展、专业技能在提
升。而医院也为有能力的护士提供了更多发展平台。“以前护士到了一定年
龄就要去后勤工作，而现在，护士往更专业的方向发展，不仅在手术台上有
重要的作用，也能像医生一样‘吃技术饭’。”陈晓娟说，“这样护士更愿意提
升专业能力，这无论对于医院还是对于护士个人来说都是好事。”

陈晓娟
护理更专业 发展空间更好

雁江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护士董辉说话有两种速度。平
时说话语速很快，但对患者语速变慢，语气轻柔。

董辉说：“我学习的时候神经紧绷，高度紧张，所以说话速
度不由自主加快。”为提高护理质量，医院每月组织护士开展学习和考试。
董辉对自己要求高，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护士站呼叫器响起，董辉立即放下教材跑进病房。面对产妇，她的语速
明显变缓慢，语气轻柔。产妇因伤口疼痛脾气暴躁、不肯吃饭，董辉和颜悦
地哄产妇：“宝宝乖，吃饭。”

为什么称产妇为“宝宝”，董辉说：“这称呼将带给产妇信任和依赖。”
“让产妇的节奏慢下来，营造更舒适的空间；让护士的速度快起来，提供

更专业、优质的服务。”这，是董辉一直坚持的职业追求。

董辉
工作中的快与慢

在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时，安岳县中医医院护士黄怡义无反
顾地冲到了抗疫第一线，在该县的留置观察点护理病人。

“虽然现在天气已经接近35℃了，但是防疫工作一刻都不能
放松。”黄怡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带着护目镜，汗流浃背，坚守在留置观察点。

“最高峰时这边有 40多人在隔离观察，现在有 10多个人，都是境外和重
点地区回来的。”隔离人员情绪不稳定，经常会闹着要出去。“之前有个货车
司机，从柬埔寨拉了一车香蕉回来，刚到安岳就被警察带过来了。”黄怡说，
那个司机情绪很不好，担心自己的货车要空在那里 14天，要损失很多钱。“他
在留置观察点每天都要给我们打很多个电话，电话一打就是 20 分钟、半小
时，我们去查房的时候，他也会拉着我们哭诉很久。”黄怡耐心劝导他，几天
后他情绪稳定了很多，也没有再哭了。

黄怡说：“在这边工作枯燥、平凡，但是责任非常重大，必须要把工作干好。”

黄怡
汗流浃背坚守在留置观察点

李亚琳是安岳县中医医院外一科护士。在同事眼中，她
性格活泼开朗，业务能力强，不怕苦不怕累。在患者眼中，她不
嫌脏、臭，给他们吸痰、喂药，无微不至关心着他们的健康。

外一科主要收治脑外科、泌尿外科、胸外科的患者。李亚琳和同事的日
常工作就是护理手术后的患者。“接受了脑外科手术的患者，很多都要进行‘气
切’，病人‘气切’之后，痰会喷得到处都是，有时候甚至会喷在护士的额头
上、头发上。”李亚琳说，“刚开始有点受不了，但现在已经习惯了。有时患者
的痰不小心弄在身上，自己到卫生间冲洗一下，擦干净又回来继续上班。”

外一科护士长说，李亚琳还是全科唯一一个拿到了PICC置管资格证的
护士。“PICC置管这项工作难度较大，要求护士必须耐心、细致、严谨。李亚
琳业务能力非常强、心理素质过硬，遇到困难敢于担当，我们都很喜欢她。”

李亚琳
业务能力过硬 同事患者点赞

在安岳县妇幼保健院内，总有一位衣着朴素、神色安宁的
女性，每天大清早走进医院，到天黑后再悄然离开，她就是医
院护理部副主任杨丽。

从事临床护理及护理管理工作 15年来，杨丽双手抱过的新生儿不计其
数，经她手护理和救治过的患者也数不胜数。由临床到护理管理，丰富的工
作经验，让她探索出诸多卓有成效的护理管理模式。

她说：“无论是孕产妇还是婴幼儿，都是家庭的重点保护对象，家属格外
紧张也能理解，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更加过硬的技术和更贴心的关怀。”如今，
怎样带出一支技术过硬、爱岗敬业、服务规范的护理工作队伍，是杨丽面对
的新任务、新课题。但无论岗位怎么调整，她都如她向每位新入院的护士所
叮嘱的话一样——“用心做好每一件事，认真对待每一天”。

杨丽
用心做好每件事 认真对待每一天

抗疫期间，那些发生在医务人员身上的故事和感动瞬间太多，没有他们的挺身而出，就没有现在的春暖花开。他们的拼搏坚守激励我们，“春天”也是奋斗出来的！武汉解封、湖北晴好、山河无恙。
无论是援鄂医疗队成员还是默默坚守在抗疫战线其他岗位上的医务工作者们，他们都是我们城市的骄傲，因为他们是生命的“守护神”。
为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值此5·12国际护士节，我们推出专题，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学习英雄的事迹，向护士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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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向白衣天使向白衣天使致致敬敬！！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市第一人民医院被确定为定点收
治医院。该院感染科和下设的发热门诊工作量激增，负责感
染病房护理管理工作的代理护士长王美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压力。
1月 25日凌晨，感染科收治我市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人，王美容临危

受命，坚守在“一线”的负压病区，直至所有患者痊愈出院，前后整整 47天。
作为护士长，管理着负压病房大小护理事务，王美容必须随时绷紧弦。

那些夜晚，她对着电脑一遍又一遍地总结和自查，再梳理和安排工作，压力
很大。她曾独自经历了“崩溃-重建-更坚定”的心历路程。

“守护健康是护士的使命，危难之中，我必须勇敢地身披铠甲，负重前
行。”王美容目光坚定。

王美容
身披铠甲勇敢前行

李玥玲是市人民医院骨科护士长，从事护理工作 19年。她
说，护士每年要给患者输上万瓶液体，一点不能出错；患者心情
不好，也可能会对护理人员发脾气。“所以做好这份工作，需要

细心、耐心，更要有爱心。”
每年，李玥玲要护理千余名患者，因为真诚对待每一位患者，经常有患

者和家属送来锦旗和感谢信。李玥玲说，虽然这份工作很平凡，但每当配合
医生将患者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时，每次送患者出院时，都特别有成就感。

“每年算一算护理了多少危重患者，挽救了多少条生命，就感觉这是一
份崇高的职业。”李玥玲说，尊重生命，做好护理工作，无愧于“白衣天使”的
称谓，就是自己今生最大的追求。

李玥玲
用细心耐心爱心做好护理工作

近日，学校陆续开学，为了让孩子们顺利返回学校，不少家
长带着孩子到雁江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门诊接种疫苗。
儿保科门诊人头攒动，现场非常吵杂，该院儿童保健科护士蔡

小翠不受环境影响，耐心地为孩子们接种疫苗。
她动作娴熟，下针稳、准、快，并亲切地哄着孩子们。一上午，她忙得没

时间喝水和上厕所。
有的家长夸她温柔，适合和孩子打交道。“大多数人看到的都是护士亲

切的一面，但辛苦的一面却很少有人看到。每位护士都经历过苦练输液扎
针基本功，熬夜学习护理知识，工作中经常通宵值班。”蔡小翠说，“为了守护
他人的健康，护士温柔的表象之下都有一颗坚强的心。”

蔡小翠
护士都有坚强的内心

“出来了，用力。”痛了 2天 2夜的产妇躺在产床上艰难地
产下一子，乐至县中医医院妇产科护士丁颜终于松了一口
气。由于生产时间过久，产妇早已没力气了，为了鼓励她，丁

颜一直在旁边跟她摆龙门阵，加油鼓劲。
“恭喜你，生了一个 7斤多的小宝宝。”去看望那位产妇时，丁颜一直背着

左手，不敢让对方看见自己被掐青的手。她的脸上丝毫没有疼痛的表现，只
荡漾着由新生儿平安落地带来的喜悦。

妇产科护士平时工作忙，丁颜不仅要上产房，还要照顾其他准妈妈。从
怀孕到新生儿出生，孕产妇的一切检查和身体状况都需要丁颜随时关注。
在丁颜自己怀孕 6个多月时，一位孕妇大出血，输了 19袋血。输血、备血，丁
颜跑前跑后，2个小时紧张的抢救工作让她脚肿到鞋都穿不上。

“当护士虽然辛苦，但产房是一个令人喜悦的地方。”丁颜笑着说，迎接
新生命诞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丁颜
产房是一个令人喜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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