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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患者撑起一片蓝天
——
—记淮阴区丁集中心卫生院内科护士团队
一走进丁集中心卫生院内科病区，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温馨的住院环境，还有一群忙而不乱
充满青春活力的白衣天使们，她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患者撑起一片健康的蓝天。
■汪叶妃 曹艳

◎大胆创新

在服务上求
“
新”

2014年12月， 该院内科在院领导
的大力支持下，大胆创新，提升服务内
涵， 护理部提出在内科增设病区助理
岗位一职，推行病区助理服务新模式，
为患者提供院前、院中、院后不可分割
的整体服务、无缝隙服务。 病区助理专
职履行服务监督、 医患沟通、 拾遗补
缺、住院指导、出院定期回访等工作，

◎肯吃苦头

优质护理服务落实到位， 促进护理质
量全面提高，真正做到服务人性化、亲
情化，使医院服务工作走向专业化、品
牌化、优质化的道路。 内科护士天使们
为该院护理事业树立了表率， 做出了
榜样， 现如今病区助理工作在该院已
全面推广展开。

在技能上求
“
精”

该院内科护士天使们， 在做好本
职工作的同时，忙里偷闲，仍不忘给自
己充电。 这种比学习、争上游的进取精
神，在该院护理队伍中蔚然成风。 任何
习惯的养成都不是一朝一夕， 一蹴而
就的。 据了解，该科护士长以身作则，
肯吃苦头， 自己带着护理姐妹们撸起

◎医德高尚

是病人的“贴心管家”，是医患沟通的
桥梁。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运行，内科病
区综合满意度稳步提升， 较好地解决
了患者“
看病难”的问题，“以病人为中
心”的服务宗旨也得到了真正的落实。
另外， 病区助理每月通过发放病
人出院征求意见表， 评出当月服务明
星，充分调动病区护士工作积极性，使

袖子加油干！ 在她的管理工作中，重点
是培养护士的综合素质与技能， 在平
时工作中， 针对科内护理人员素质各
异，每年制定适宜的考核计划，从基本
操作到危、重症抢救，技能操作到基础
理论等进行规范化培训。 每季度、每月
组织科内人员参加院内、科内“三基”

考试，使规范化培训落到实处；坚持护
理查房，组织护理人员进行案例讨论，
不仅提高了她们的业务技术水平，也
增强了护士的自信心； 鼓励护士们利
用业余时间参加学历教育， 科内90%
以上的人员均已取得了护理本科学
历。

电话：8988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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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三院开展
“
城乡结对 文明共建”活动
为充分发挥省级文明单位示范带动作用，推进城乡文明一
体发展，根据省市有关精神，市三院积极行动起来，与经济薄弱
村——
—淮安区茭陵乡章集村开展“
城乡结对、文明共建”活动。
5月3日上午，该院党委书记、院长沈雪峰一行驱车近百里
来到章集村委会。 村党支部书记章平成向沈院长一行介绍了村
里的具体情况。 这是一个拥有4000多人口的村落。 因偏处东北
一隅，交通不太便利，村里存在公共设施不完善、青壮年劳动力
大量流失、经济增长点少等实际问题。 沈院长一行听取了章书
记的讲述，表示此行只是初步摸底阶段。 今后三年会加强与村
部联系， 将村里的实际困难通过适当途径反映给相关主管部
门。 市三院作为专科医院，将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和医疗技术等
方面的优势，帮助章集村排查精神病人、关爱孤寡老人和留守
儿童。 沈院长也诚挚邀请村干部一行前往市三院做健康体检，
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后期，医院还将结合村里的实际和群
众需求，在与章集村共同商议的基础上，签署结对共建协议，积
极帮助多办好事实事。
（丁华珍）

敬老助人扬美德
倾情奉爱胜亲人
——
—乐慈颐康园老人送锦旗致谢护理员

在医德上
“
率先垂范”

注重护士的医德教育， 也是该科
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她们用实际行
动为全院护理姐妹们做了榜样。
去年夏天， 该院内科护理人员收
到了家住棉花三河的患者家属朱丽女
士送来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拾金不
昧，医德高尚”。 原来，朱丽女士带着发
热的女儿夜间来医院就诊， 不慎将随
身携带的手提包落在了内科护士站的

吧台上。 第二天早晨，护士长薛蓓蓓在
整理吧台时发现了这个手提包， 以为
是住院病患落下的， 负责任的她下病
房一一询问，均无果。 她就想着将包保
管起来，等失主来认领。 然后就和科内
护士姐妹们一起查看了手提包内物
品，打开一看，包内装有近2万元现金
以及钱包、银行卡、金首饰等物品。 她
想到，失主现在肯定是焦急万分，便立

即向院领导汇报了此事。 院领导多方
查找，设法联系失主，后在镇民警的见
证下，丢失之物完璧归赵。 遂有了朱女
士来院表达感谢之情的一幕。
在这里， 你会发现忙碌的护士天
使们不光有熟练的操作， 一针见血的
技艺，还有满腔的工作热情，她们使用
流畅的语言，温馨的话语，贴心的健康
宣教，充分展示着白衣天使的风采。

5月3日下午， 淮安
市政协副主席、 市第一
人民医院院长、 党委书
记、 博士生导师孙晓阳
一行视察清江浦区“运
河之都文旅中心项目”。
清江浦区政协副主席伍
光云详细汇报了该项目
的开展情况， 以及项目
开展中遇到的问题。 据
悉， 该项目将大力改善
里运河北岸风貌， 打造
千里运河的最美景观，
呈现清江浦辉煌历史和
全新未来。 ■王玉玲

绽放青春 点亮精彩
——
—市妇幼保健院举办首届青年风采大赛暨2017年五四表彰大会
青春， 流露着浓浓的诗情画意；青
春，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幽情。 在这生机盎
然、花团锦簇的五月，第98个五四青年节
如约而至。 为了纪念这一重大节日，5月3
日下午，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举办首届青
年风采大赛暨2017年五四表彰大会。14组
参赛选手们以相声、歌舞、礼仪展示、乐器
演奏、书法等形式各展所长，为共同成长
的妇幼青年们集聚前行的动力， 激发青
春活力。 大会还对首届青年风采大赛获
奖选手、2016年度
“
优秀共青团员”、
“
优秀
共青团干部”、
“
优秀青年志愿者”、“五四
红旗团支部”以及
“
妇幼好青年”等先进个
人和集体进行了表彰。 该院党委书记、院

长钱玲珠，总会计师董浩以及该院35周岁
以下青年代表参加了会议。
据了解， 该院有一支年轻的职工队
伍，35周岁以下的青年占 全 院 职 工 的
2/3，28周岁以下的团员青年占全院职工
的1/3，青年职工在服务患者、服务社会、
建设现代化医院的进程中， 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生力军作用， 在业务建设和人文
服务中创造了骄人成绩。 2016年，医院小
儿外科成功创成省级临床重点专科、省
级青年文明号；儿童康复科顺利通过“
省
级青年文明号”复评审；病理科唐海旭获
评“省级青年岗位能手”；医学遗传与产
前筛查科主任潘琼博士成功当选第十四

届“淮安市十大杰出青年”；产科护士王
晶晶获评2016年度“淮安市优秀巾帼志
愿者”，护士高尚啸获评第五届“淮安市
优秀志愿者”；妇女保健部团支部的粉红
丝带志愿服务项目获评第五届“
淮安市
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在市卫生计生委组
织的全市急救技能竞赛中，该院高子波、
刘明清、苏晓玲、杨盼等4名医护人员组
成的青年代表队荣获团体二等奖及2项
个人一等奖、2项个人三等奖， 取得了参
赛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同时，青年医护人
员在省市级的各项科技工作中也取得了
一系列成就。
（丁伟洁 王文婷）

4月29日下午，87岁的张桂英老人的大儿子张超来到乐慈颐
康园，探望老母亲，同时，代表他们全家将准备好的锦旗送到了楼
层护理员的手中，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母亲的关爱与照顾。
张桂英老人2016年7月住进乐慈颐康园颐养天年。 老人患
有白内障多年，患病初期没有引起重视，导致病情发展迅速，错
过了手术最佳时机。 白内障患者视力减退非常快，行动不便是
第一难题，在乐慈颐康园居住期间，她的出行基本都依赖护理
员搀扶引导， 现在她已经完全将护理员视作自己的第二双眼
睛，她说：“有他们在，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放心大胆地跟他们
走，永远不用担心跌倒磕绊。 ”
老人家属送锦旗的举动让护理员非常感动，楼层护理组长
陈少军说：“颐康园有200多位老人， 每一位老人都是我们的家
人，我们的长辈。‘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老人给我们送来
锦旗，是鼓励也是一种鞭策。 今后我们一定精益求精，让颐康园
的老人都过上幸福安详的晚年生活。 ”
(樊丽）

五一特惠：
198元吃正品文山三七
十年专注，只为您每天吃到一勺好三七，七草堂精选云南
文山道地春三七，与种植户对接，每一头均是从云南文山田间
地头直接选购，自然本色，不打磨，不打蜡，人工水洗，品质上
乘，20头、30头、40头、60头多种规格任意挑选，现场加工超细三
七粉，口碑一流。 选择正宗真三七，买低价好三七，就到七草堂
云南文山三七淮安直销处。
近年来，三七已成为市民日常养生调理的热门货，文山三
七大家都知道，但由于市面上文山三七价格较高，从批发到销
售，层层加价，到消费者手里每斤接近上千元，它的价格让很多
想吃三七的市民不得不望而止步， 也有一些不良商贩以次充
好，以假乱真，令消费者苦不堪言。
七草堂直销处三七均是自产自销， 绝不销售劣质三七、假
三七，产地直供，免除中间环节，价格与文山交易市场相同，直
销处还引进了国内先进的超微粉碎机， 现场免费加工超细粉，
真正做到让您少花钱，吃到好品质地道好三七，选购正品真三
七受益的不单是消费者自己，也保护了文山淳朴的七农。
五一特惠回馈新老客户：5月5日至5月17日活动期间精品
三七买5斤送1斤；买3斤送半斤；买2斤送黑枸杞50克；买一斤送
三七牙膏一支。 （特价三七不参加本次活动）。

电话：0517-86225399
地址：淮安市东大街，市退休人员登记中心大门口，
东大街淮海南路入口向东100米路北即到。

七草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