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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让我们更美丽
杏林快讯

——
—市二院举办护士节表彰大会暨个案护理大赛

商报讯 5月8日，市二院举
办庆祝5·12国际护士节表彰大
会暨首届个案护理大赛。 该院
党委书记、院长解满平，副院长
郑东辉等出席活动。 全院200余
名护理工作者参加了活动。
该院王惠副主任宣读了表
彰决定， 院领导向获表彰的护

理人员颁奖。 分管院长郑东辉
在讲话中鼓励大家要牢记南丁
格尔精神，不忘初心，做一位始
于心诚、成于精湛的护理人。
颁奖结束后， 举行市二院
首届个案护理大赛。 大赛分初
赛和决赛两个环节， 初赛共征
集案例33份，经专家点评，中医

肿瘤科、呼吸内科、血液科、神
经外科、 康复科等科室的18个
案例入围决赛，5个案例进行现
场汇报。 选手们通过PPT、情景
剧等形式从病史简介、 病情观
察、护理评估、处置措施及收获
启示等方面作现场汇报。 最终
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1名、三
等奖3名、优秀奖13名。
近年来，市二院护理工作亮
点纷呈，举办了国家级继续教育
项目
“
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暨中美
国际护理论坛”，获
“
首届江苏省
医院品管圈比赛”三级医院护理
专场一等奖，获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35项、 院新技术4项； 急诊急
救、伤口造口两个护理专业获市
护理学会批准，成立市级专科护
士培训基地；伤口造口门诊孙淮
庆老师被评为全国优质护理先
进个人。
○艾苑 杨静

XING LIN KUAI XUN

市三院开展急救知识进校园活动

5月10日，市三院护理部医护人员来到市
翔宇中学， 为学生讲解心肺复苏术并进行互
动演示指导，以增强学生的救援和自救能力，
为突发急诊状况的院前抢救提供保障，60余
名师生参加了活动。 图为医护人员正进行心
肺复苏术操作演示。
○范利军 马昌凤

市四院开展联合义诊送健康活动

商报讯

健康中国 科普助力
市一院开展脑卒中防治健康服务活动

商报讯

5月10日下午，由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学会
发起、神经内科承办的“健康中
—教 你 预 防
国 科 普 助 力 ”——
脑卒中系列活动如期开展，众
多市民闻讯参加。
该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倪
贵华向大家详细讲解了脑卒中
相关知识。 据倪贵华介绍，脑卒
中目前是人类健康的“第一杀
手”， 是我国第一大致死疾病，
但脑卒中是可防可控的。 现场
市民纷纷拿出手机关注“话说

卒中”微信公众号，该公众号由
市一院卒中学会2016年创办，
创办以来定期发送脑卒中科普
知识，反响较好。
活动特设了有奖问答环

节， 以了解市民对脑卒中的了
解程度，参与市民踊跃答题。 紧
接着， 市一院神经内科医护人
员为在场市民免费测量血压、
血糖，进行身体状况评估。 针对
检查发现的问题， 医护人员积
极给予分类指导。 活动结束后，
75 岁 的 李 大 爷 在 现 场 不 愿 离
开， 他说自己患脑卒中快6年
了， 要是早点知道这些防治知
识， 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连
走路都不稳了。
○王玉玲

5月9
日，由市四院副院长夏
春祥带队， 四院结核
科、消化科、肝病科等
科室6名资深医护人员
与南马厂医院2名医生
一起来到南马厂花园
社区，开展义诊及急救
知识普及活动。
活动共为近60名
百姓免费提供测量血
压、测量血糖、疾病诊
察、健康教育、心肺复
苏知识及技能普及等
服务， 受到百姓欢迎。
市四院十病区护士长
喻琰普及的心肺复苏
知识与技能颇受欢迎，

园区医院开展庆祝护士节系列活动

商报讯

淮安首个麻醉门诊在市妇幼保健院开诊
商报讯 5月8日，我市首
个麻醉门诊在市妇幼保健院
成立，每周一至周五开诊。
据该院麻醉科副主任医
师孙剑介绍，成立门诊后，麻醉
医生将对可能或确定实施麻醉
的患者进行详细的咨询、 评估
和优化。 一方面让麻醉医生提
早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 对一
些有麻醉相关合并症的病人进
行指导， 并进行相关检查与必
要处理； 另一方面可以让患者
了解手术及麻醉过程的大致流
程，有助于消除手术前的顾虑。
据了解，麻醉门诊的成立
可以提高麻醉的安全性，也能
通过优化流程，将患者需要调
整的身体问题解决于住院前，

从而缩短住院时间，节约医疗
费用。 一些科室需要做儿童镇
静的检查也适用于麻醉门诊。
此外，麻醉门诊还兼具疼痛咨
询、治疗的功能。“
疼痛学作为
麻醉学的分支学科，麻醉医生
在医学院阶段就接受了系统
的培训。 ”孙剑说。
据悉，该院麻醉门诊团队
由6名接受过国内三级医院培
训、经验丰富的高级职称医生
组成，其中主任医生2名、副主
任医师4名， 有医学博士1名。
麻醉团队提供的产科分娩镇
痛服务已有十年，2016年成功
创成江苏省分娩镇痛培训基
地，产妇分娩镇痛率达到全国
领先水平。
○刘威

5月13日上午， 淮阴医
院血透室组织50多名肾友
在市清河区生态园举办以
“幸福母亲·幸福家庭”为主
题的“
2018年母亲节及幸
福工程母亲活动日”暨第四
届肾友联谊会。 病友们在医
护人员的带领下，在生态园
里踏青游玩，边交流治疗心
得，边互相鼓励。 ○马立华

瑜琰将医用模拟人带
至现场边进行心肺复
苏演示边讲解，现场许
多百姓一边听一边用
手机拍摄记录。
南马厂医院是市
四院牵头组建的市肝
病（感染病）专科联盟
成员单位之一。今后市
四院将常态化、 深层
次、多形式开展此类活
动，为进一步推进专科
联盟内涵建设，实现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畅通
双向转诊通道，助力医
改发展，惠及百姓健康
做出更大努力。
○张丽娟 郁彩琴

为庆祝
国际护士节， 展示园
区医院职工健康向上
的精神面貌， 激励广
大护理工作者再创佳
绩，近日，园区医院举
办庆
“
5·12”优秀护士
及优秀护士长评选、
护理操作技能大赛、
表彰大会等活动。
根据院职能部门
负责人、临床医生、医
技科室负责人、 各科
室护士长及不同层级
护理人员代表现场匿
名投票得票数和院内
测评结果， 评选出浦
小燕、李静等6名优秀
护士，蒋苏获
“
优秀护
士长”荣誉称号。
5月9日，该院组织
护理技能操作比赛，14

名选手入围决赛。比赛
内容为无菌操作及徒
手心肺复苏。
5月10日， 该院
2018年度“
5·12国际
护士节表彰大会暨文
艺晚会”拉开帷幕。 院
领导宣读 《关于表彰
2018年优秀护士的决
定》和《关于表彰护士
技能操作比赛获奖个
人的决定》。
院长姜殿翠在总
结发言中指出，医院的
发展离不开护理工作
者，感谢护理同志们对
医院发展做出的努力，
在今后的工作中，护理
工作者要继续发扬南
丁格尔精神，为患者提
供最优质的护理服务。
○张梅 佟海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