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鞠建华 张翠萍 于卫叶 李杰 彭波 杜翠娴

王玲 王素香 代岩 毛学妮 薛风雷 马秀梅

刘莎 周玉珍 于雪萍 张丽ICU） 宋美娟 黄蕾

李晓庆 侯红卫 孙秀琴 张建萍 潘秀娟 贾琳琳

程淑华 张佩佩 宿丽燕 付晓艳 马亚妮 周华

刘晓伟

于卫叶 张翠萍 李杰 杜翠娴 彭波 王玲

陶素芹 侯红卫 于雪萍 李艳 刘晓伟 郑礼花

张雯雯 姜晓燕 姜丽 何建卫 姜越 石璐璐

毛学妮 卢晓敏 孙秀琴 张丽（ICU） 代岩 刘岩

李晓庆 薛风雷 李蓉蓉 张建萍 杨洁 张建辉

万晓莉 袁宁 宿丽燕 王环环 宋美娟 马桂先

唐晓红 姜晓 宋知春 胡健 李玉红 丁林风

程淑华 杨佩蕾 周玉珍 周华 王娜娜 马秀梅

綦君香 吴林洁 周东妮 黄蕾 李洁 初良静

何阿修 付志燕 綦笑笑 张佩佩 孙洪波 戴丽杰

苗雅帅 于飞琴 王素香 付晓艳 程艳霞 张丽（手术室）

代松芳 马亚妮 刘锦锦 刘莎 徐洪彦 张静静

贾琳琳 昌新丽 潘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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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给天使，温暖送一线

5月7日～ 10日医院举办了为期4天的“关爱给天
使，温暖送一线”活动。院领导带队来到医院各科室，走
访慰问了临床一线护理人员，将一样样慰问品亲手送
到护士们的手中，向临床一线的护士门送去节日的祝
福和问候。
每天上午7点半，院领导们准时出发，每到一处都

与护士热情交谈，亲切的关怀她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亲手为她们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 蛋糕、巧克力、毛
衣、护手霜、吉言卡,并合影留念。亲切的问候，浓浓的
关爱，大大激发了临床一线护士们的工作热情，护士纷
纷表示要继续传承和发扬南丁格尔甘于奉献、救死扶
伤的精神，用热心、精心、耐心、细心、虚心更好地为患
者服务。

举办“关注护理，关爱患者”专科义
诊活动

为庆祝“5·12”国际护士节，弘扬南丁格尔精神，5月
7日上午，平度市人民医院举办了主题为“关注护理 关
怀患者”专科护士义诊活动。糖尿病专科护士、伤口造口
专科护士、PICC专科护士、产科专科护士在现场为广大
市民解疑答惑。现场气氛热烈，共发放宣传资料200余
份，测血糖30余人次，测血压50余人次，赠送小礼物50
余份，健康咨询100余人次，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护理专家下基层，精准帮扶铸健康

为深化优质护理服务内涵，大力推动护理服务对
接社会需求，促进基层医院护理队伍的建设与发展，将
护理技术和护理经验带到基层医疗机构，推动基层医
院护理服务水平的提升，从而提升病人就医满意度。根
据市卫健局要求，从4月10日起平度市人民医院护理
部安排2名副主任护师张翠萍和于卫叶，分别到市第
四人民医院、第五人民医院、李园、麻兰卫生院等10家
一级医院开展优质护理服务“一对一”帮扶活动。优质
护理服务下沉促进了医联体工作的持续进行，让优质
医疗资源实现真正的下沉，将爱心医疗护理服务措施
真正落到实处，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
不断提升护理服务能力和专业水平。

多说说、多听听，护患洽谈促进理
解、提升服务

4月22日～ 27日在护士节来临之际，由护理部牵
头在全院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有问题你说话、不断完善
让您满意的护患洽谈会活动。此次护患洽谈会活动由
全院26个临床科室分头完成，共有330余名患者及家
属参与。多一点爱心、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细心、多一点
责任心，通过面对面地与患者和家属交流，更加深入地
了解到患者对医护工作的新要求，有针对性地改善医
疗服务，更好地满足患者及家属的需求，进一步拉进了
护患之间的距离。

优质护理服务新举措，点滴服务暖人心

小小呼叫器，让您心无忧；各种辅助工具改良进行
中，让爱心绽放在每个角落；鸟巢式护理为新生儿提供
一个类似宫内的舒适环境，消除了新生儿脱离母体后
的紧张情绪，予以安全感……为持续推进优质护理服
务，改善患者就医体验，以患者为中心，以护理服务为
重点，多措并举，医院开展优质护理新举措评选活动。
各种优护新举措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护士们用满满的

爱心制作的暖人工具，系列优护新举措不仅为患者提
供了便利，更用行动温暖了你我。

举办深化护理改革大讲堂

医院于5月5日下午面向全市10余家基层医疗卫
生单位的护理技术骨干和本院护理人员举办了深化护
理改革大讲堂活动。活动中，首先由医院神经内科徐珊
珊护士长就《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及心理护理》进行了讲
解；接下来由重症监护室徐峰护士长、骨科护士长宿爱
美分别就大家关心的VTE风险评估与护理、疼痛评估
与护理分别进行授课；最后，宿爱美护士长与大家分享
了“术后卧位新理念”，指出以往临床上的术后去枕平
卧这一做法正逐步走向科学和人性化，术后半卧位反
而更有利于患者呼吸、循环功能的恢复，从循证的角度
探讨了半卧位的必要性。授课结束后，技术骨干们纷纷
展开讨论，新技术理念带给大家的反响很高，来自基层
医院的护理姐妹现场纷纷提问，不仅激发了大家的学
习兴趣，相互学习、相互交流，更拓展了医院与基层医
院的融洽关系，共同进步，共谋发展，共同为提升护理
队伍综合素质，推进护理改革深入发展而努力。

助产士，妇女权利的捍卫者

2019年5月5日，是第28个国际助产士日，为了
弘扬助产士在妇幼卫生领域的贡献，增加孕产妇对分
娩相关知识的了解，扩大社会对孕产妇的关注，在第
28个国际助产士日之际，医院举行“助产士 妇女权
利的捍卫者”主题义诊和产房参观活动。
上午09:00产科主任、助产长、护士长们带领资深

医护团队强强联手，在医院产科门诊举行义诊活动。刘
英光主任对现场提问的孕妇就孕期出现的不适，孕期
并发症预防和处理、分娩方式选择等等答疑解惑，给忐
忑不安的孕妇吃了一颗定心丸。
义诊活动中，高晓燕助产长把时下最热门的话

题———“分娩镇痛”，从原理、适应症、评估、实施、观察、
效果到价值给大家做了详细的阐述，并精心制作了分
娩镇痛宣传视频，给大家带来的不仅是感官上的认识，
更是视觉的震撼。社会在发展，医学在进步，因为有疼
痛，也就有了应对疼痛。麻醉科肖凯麻醉医师现场对大
家广泛关注的无痛分娩问题，从专业麻醉角度做了更
详细更专业的讲解，消除了大家的诸多疑虑，增加了顺
娩的信心。
产区护士长王玉倩，声情并茂的分享了母乳喂养

的价值，对家庭社会的影响，以及产后如何科学做月
子。资深护师周玉珍携道具来到孕妈妈身边，手把手教
会她们母乳喂养姿势，如何保持泌乳。
最热闹的环节是“产房体验”。准妈妈准爸爸们穿戴

好事先备好的隔离衣帽、口罩、鞋套进入产房，从来时路
上的面面相觑、紧张害怕到推门而入后，满眼环境整洁
明亮、工作人员严谨认真、医疗设施齐备，待产环境温馨
舒适，顿时释然了不少，也对预产多了几分期待。
为了让准爸爸们体会到妊娠分娩的不易，更懂得

如何表达对妻子的关爱，主动参与陪伴孕妇特殊的生
理时期，活动中让准爸爸们在仪器上体验分娩十级疼
痛。有的坚持到十级，有的最多到七级，还有的到了三
级就满头大汗，无法再坚持。他们在疼痛体验之后都自
觉给了妻子一个深情的拥抱，感恩妻子的付出和不易！
这也注定是活动最超值的收获。
“天使翩翩飞来，选择了这里不再离开，红颜易逝
青春无悔，守望着生命的日出与花开……”活动在旋律
优美的《助产士之歌》中落下帷幕。
助产士是一群以伙伴、战友身份陪伴在孕产妇身

边的人，她们用心的捕捉孕产妇细微生理心理变化，用
严谨、责任和爱心充当孕产妇的保护神。在节日之际，
向每一位奋战在助产路上的可爱助产士们致敬！

文/图 王琳 潘艳 邬明洋

5月 10日下午，平度市人民医院
5·12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在门诊楼
五楼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该院院领
导、全体护士长、获奖护士及护士代表
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第 108个国际护
士节的到来。活动伊始，院长李鹏为大
会致辞，在节日来临之际，向辛勤工作
在临床一线的护士姐妹们致以节日的
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李院长对全体护
理人员取得了丰硕的成绩给予充分的
肯定和感谢，同时也对今后的护理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全体护理
人员继续发扬南丁格尔精神，脚踏实
地、勤奋工作，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的优
质护理服务，使医院护理工作再上新
台阶、再创新辉煌。
副院长于燕平宣读了平度市人民

医院优秀护士名单、平度市优秀护士名
单、青岛市优秀护士名单、青岛市优秀
护士专科护士名单、“天使风采”微视频
大赛获奖名单、优护新举措获奖名单，

并为优秀护士进行现场颁奖。受表彰的
优秀护士长陈静，优秀专科护士高俊
霞，优秀护士张翠萍、侯红卫、马秀梅、
张丽等6位优秀护士代表分别发表获
奖感言。
表彰期间，一场场由护士们自编自

导的文艺演出不断赢来在场观众的阵
阵掌声。手术室护士裴晓燕向大家讲解
了护理科室为提高患者就医体验的新
举措，护士李蕾声情并茂地向大家讲述
着青岛市优秀护士长陈静的感人事迹。
男护士风采展中，何建卫、张世超、孙秀
涛熟练的操作技能赢得在座的肯定。此
外，护理部还为大家准备了护士节期间
各科室自己编制的微视频。其中，荣获
一等奖的手术室《成长》：艰辛的护士成
长之路触动着在座所有护士。
活动最后，护理部主任徐学慧向全

体护理同仁发出护理倡议。此次5·12
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伴随着优美舞蹈
《让世界充满爱》圆满落幕。

一、平度市人民医院优秀护士名单

二、平度市优秀护士名单

优质护理服务，医院一直在行动
平度市人民医院举办第108个国际护士节庆祝表彰大会

[ 护士节系列活动 ]

三、青岛市优秀护士长：陈静
四、青岛市优秀专科护士：高俊霞
五、微视频获奖名单：

一等奖：手术室《成长》
二等奖：急诊科《我们不一样》、重症医学科《生命防线的守护者》
三等奖：儿科二区《有爱有未来》、血液肿瘤科《平凡天使》、产房《守望生命，静

等花开》
优秀奖：外科系统《爱在外科》、内九《九八课堂》、内三《春日的阳光》、血液透析

《爱在透析室》、内六《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我们》、产一《呵护新生，展望未来》、内二
《“甜蜜”的守护》、产二《爱在产科》。

六、优护新举措获奖名单：
一等奖：产二《二维码服务》
二等奖：重症医学科《佩奇爱心盖被》、内九《九八课堂》
三等奖：儿二《鸟巢式护理》、重症医学科《无噪音》、内二《胰岛素腹部注射定位

卡》

获奖名单

医院可爱的护士们。

关爱给天使，温暖送一线。 护理专家下基层，精准帮扶铸健康。 院领导深入一线慰问护理人员。

医院举办“关注护理，关爱患者”专科义诊活动。 国际助产日上，产科主任刘英光答疑解惑。 助产日活动中让准爸爸们在仪器上体验分娩十级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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