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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丽娟

“爸妈，今年过节我不回家
了，在医院值班……”工作六年
之余的我，每逢佳节，或许这是
听得最多的话了！

春节是个阖家团圆的日子，
但对于 ICU的护士来说，却是一
个忙碌而又紧张的节日。今年
春节期间，ICU一如往常的忙碌，
21个病人，上演生死时速，抢救、
接诊，争分夺秒，时间就是生命，
一刻也不能歇着！

“快，快通知医生，13床心脏
骤停，要抢救！”除夕之夜，刚刚
安抚9床烦躁的爷爷入睡，就听
到紧急的呼救声。

“帮我巡视病人……”紧急交
接好手头上的工作，立即赶往抢
救区：“01、02、03、04、05……”

床边胸外心脏按压，肾上腺素静
注，电除颤，心电图……面对这
样紧急的抢救，我们全力以赴，
百般努力后，终于将患者从死亡
线上拉了回来！大家都感到非
常欣喜，再怎么累都是值得的。
望着墙上冰冷的挂钟，已是凌晨
4:58，准备进入下一个单调而繁
琐的工作，吸痰、擦浴、翻身、鼻
饲、统计24小时出入量……

正当大家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范姐挂
了电话急切地说：“急诊来了一
位急性呼吸衰竭的病人，赶紧准
备好气管插管用物、抢救车，检
查已备好的监护仪、呼吸机、床
单元……”“病人来了。”门外犹
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病人家
属抓着护士苦苦哀求道：“医生，
求求你们，救救我奶奶……”张

燕拦着情绪失控的家属们并安
慰他们道：“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家属请在门外等候，这里是重症
监护室，不允许家属陪护，请配
合我们的工作，请相信我们。”

“指脉氧、电极片、血压袖带
接上。”

“无创呼吸机纯氧，准备经口
气管插管。”

孙医生很娴熟地将气管插管
顺利插入，立即连接呼吸机辅助
呼吸，患者的生命体征以及症状
得到了缓解。

采血化验，血气分析，床旁心
电图检查，动脉置管，记录护理
记录单……就在这时，患者血压
骤降至 82/40mmhg，床边护士
蓉蓉立即汇报医生。“准备用物，
立即深静脉置管，上升压药。”医
护默契一气呵成，15分钟后患者
血压升至 102/61mmhg，大家终
于舒了一口气……

大年初一，按照习俗理应出
门“迎春”，但忙碌了一夜的我
们，实在无暇顾及这一切。忙碌
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即使是平时
的休息时间，电话也必须处于开
机状态，24小时随时待命。我们
没有怨言，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生
命！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在这
里，工作虽然辛苦忙碌，神经处
于高度紧绷状态，但却充实快乐
着。看到奄奄一息的病人从死
亡线上被拉了回来，所有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我们很骄傲能成
为神圣的白衣天使，特别是 ICU
护士！

ICU，生死战场的“守卫者”

胡洁

大年初一，当人们还沉浸在
新春的祝福之中，市人民医院急
诊科的医护人员却不能和亲人
们在一起，因为春节急诊比往常
更加忙碌。一方面，春节长假门
诊停诊，急诊要面对所有患者的
就诊需求;另一方面，冬季流感
爆发，加上春节吃喝生活不规
律，急诊室总是处在爆棚的状
态。

医院领导以及护理部及时了
解情况，商量对策，合理安排部
署人力资源，为了应对春节急诊

异常“火爆”的忙碌，及时调配医
护人员前来支援。妇科护士长
金荣，主动放弃休息时间，来到
急诊室协助护士分诊，抢救室
里，科护士长梅丛敏，N3护士潘
莉莉、姜婷婷，N2护士姚维维、陈
洋、崔晶，N1护士陈月婷，N0护
士王殷，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
分工协作，新老搭配。准新娘夏
丽护士放弃了自己筹备婚礼的
计划，坚守在岗位上。

新年第一天，15 个小时，急
诊抢救室共抢治 32 个危重患
者。座无虚席的输液室，孩子的
哭闹声，家属的担心声，交织在

一起，让春节里的急诊输液室异
常喧闹……

护士孙雯下班后说：“老妈做
了晚饭送给我，但我到下班都没
空吃。”护士陈洋说：“我的也原
封不动等着带回家……”听得让
人鼻头微酸。

急诊科的医护人员忙得满头
大汗，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有
忙碌的身影，在节日的急诊室里
来回穿梭。他们默默地坚守在
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无私
奉献。他们只希望全市人民能
拥有一个安全健康的新春佳节。

急诊科：别人放假，我们更忙

顾晶霞

阖家团聚、尽享天伦，欢享美
食、放松娱乐，这是过年的“标准

模式”。但对于我们医
护人员来说，这种标配
只是奢望。我们坚守
着自己的岗位，内心充
实而又幸福着。大年
三十，我们神经外 2科
的同事一起合作，贴对
联、挂灯笼，张灯结彩，
科室的每个角落都充
满着新年的喜悦气氛。

我是一名军嫂，聚
少离多是家常便饭，时
常是电话里头的几声
嘘寒问暖，剩下只有漫
长的等待；同时我也是
一名白衣天使，与丈夫
一样肩负着为人民服
务的责任，我们共同经
营着自己的“小家”，又
守护着“大家”。今年
算是正儿八经可以跟
家里人一起过个除夕
夜和大年初一，着实有

点小确幸。
年初二，大外科护士长兼神

经外 2 科护士长华素平亲自顶
班，我们知道她第二天还要上24

小时总值班，但为了让我们能够
得到充分的年假，她放弃休息，
一早准时到班，慰问在院不能回
家过年的病患及家属，给他们拜
年，然后细心处理医嘱。

治疗班护士陈思吟也是一名
年轻护士，从初一上到初五没有
任何怨言，虽然大输液没有往常
的多，但她还是与连班护士认真
实行三查七对，一丝不苟。余晨
护士一遍又一遍地检查送出的
大输液；责任护士孙枚梅细心地
给患者做心电图，保护患者隐
私，耐心健康宣教；我给插胃管
的27床患者做口腔护理，不嫌脏
嫌累，规范操作，但愿他们快点
好起来，下一个年可以一家人开
开心心在家里团圆。

在这川流不息的城市里，有
这样一群特殊的“摆渡人”，他们
肩负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重
任，他们每天为一个个新生命而
努力奔波，他们也有梦想与愿
望，他们的愿望就是大家能够多
运动、少喝酒、路慢行，爱惜自己
更是爱家人。

神经外2科：我们的春节

周武

除夕
倩雯是前不久刚轮转到骨1

科的年轻护士，今年除夕是她工
作以来第一次在除夕值班。可爱
的小姑娘，总是带着一脸笑。白
天的时候，科室里就忙得团团转，
接连收治了三位急诊骨折病人。
为了让同事有更多的休息时间，
潘秋霞护士长主动承担起治疗班

以 及 办 公 班
的 职 责 。 除
夕当天，我是
科 里 以 及 医
院里的备班，
我对倩雯说：

“如果有什么
需要帮助的，
就 打 电 话 给
我。”

吃过年夜
饭，我给倩雯
发 去 信 息 才
得知，已经来
了 两 位 急 诊
骨折病人，以
及5个清创缝
合的患者，这
个 除 夕 有 些
忙 碌 。 21 床
的 奶 奶 是 一
位 股 骨 粗 隆
骨折，因为患
有青光眼，在
家 中 不 慎 跌
倒 。 倩 雯 对
我说，奶奶刚
来 医 院 的 时
候，连一口热

腾腾的团圆饭都没吃上，小姑娘
跑到治疗室，把医院发给自己的
年夜饭送给了奶奶。28 床是一
位骨折术后的男性患者，常常没
有家人在身边照顾。除夕当天，
家里人也不见了踪影，倩雯不仅
要忙碌急诊病人，有时候还要帮
忙照顾这位患者。后来，隔壁床
的家属告诉我，小姑娘一个人给
他翻身、拍背，甚至还帮忙协助大
小便，这些我都是事后才知道的。

初一
新年第一天，刚到科室，就看

见护士长已经坐在了护士站，查
看着昨夜科室的情况。我说：“护
士长，你不应该休息的嘛？”护士
长告诉我，昨天白天到夜里都很
忙碌，心里不放心，要来看看病
人。床旁交班时，护士长仔仔细
细地查看了每一位患者，并向他
们表达了新春的祝福。

交完班，护士长又去了治疗
室帮忙配水，我和丽莉姐开始了
晨间护理。一大早，夜里来的21
床奶奶早晨把小便不小心洒在了
床上，我和丽莉姐又是换气垫床
又是换床单。刚忙完，丽莉姐又
忙着协助几位患者去门诊检查拍
片，我赶紧给患者做各项治疗，会
阴护理、骨牵引消毒、量血压、雾
化等等。

中午临下班的时候，一声尖
叫把我们吓了一跳，刚术后 2天
的 14床奶奶突然晕了过去。护
士长和几个上班的同事一起奔跑
过去，我们互相协助立即给予患
者心电监护，吸氧，建立静脉通
路。奶奶由于一直卧床，突然起
身，可能发生了体位性低血压，等
奶奶慢慢恢复点精神后，我们大
家才放心离开。

本想着交个“干净”的白班给
小夜班的同事，刚交班到一半的
时候，就来了位急诊病人。缪儿
和我们说：“没事，你们交完班就
早点回去吧，不就是交班来了个
病人嘛，你们一天辛苦了。”拗不
过她，我们只好洗手，下班。

这就是普通病房里坚守的故
事。

骨1科春节日记

周林 徐嫒娜

春节的手术室，与平时没有
丝毫差别，甚至更加忙碌。这里
听不到普天同庆的迎新鞭炮，看
不到合家欢聚的绚烂烟花，有的
只是来回穿梭的医护身影、监护
仪器的滴答声响和“斩妖除魔”的

“刀光剑影”。封闭的世界里，灯
火通宵不灭，手术一台接一台，所
有麻醉医生、手术医生、手术护士
几乎都放弃了休假与家人团聚的
机会，在救治生命的战场默默地
坚守。病人需要，无影灯不灭；生
命危急，手术刀不停。一个电话，
他们可以丢下饭碗快速聚集；一
声召唤，他们可以立马爬出被窝
走上手术台。没有犹豫，没有抱
怨，只有当一台台手术顺利完成，
当一个个病患家属报以感激的问
候时，他们疲惫的身心才得以些
许的放松，很淡然地说“没事，不
累。”

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五，手
术室就像一个紧张激烈的战场，
先后完成了40台各类急诊手术，
协助相关科室急会诊、气管插管
抢救，最小的手术患者不到6岁，
最大的患者82岁，妇产科手术17
台，普外科急诊 19 台，脑外科 4
台，成功完成一例动脉瘤夹闭手
术，加班 15人次。这些数据，像
一盏盏照亮生命的永不熄灭的
灯，带给了无数家庭新年的安详。

除夕之夜，又是一个不眠之
夜。17点，夜班的护士何成、陈
玲刚到手术室就接了一台择期手
术，双侧胫腓骨骨折切开复位内
固定术。17:30，叮铃铃，一阵急
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你好，我是
产科，病人前置胎盘大出血，请赶
紧带病人！”“好的。”已经准备换
衣服的雷兴阳、备一班护士崔圆
圆在完成了一天的手术后正准备

下班，突然接到产科电话进行剖
宫产，他们顾不上家人饭桌上的
等待，赶紧换上了手术服继续手
术。18:30，又一阵急促的电话
铃声响起，骨科打来紧急电话，有
个年轻小伙因为车祸右侧胫腓骨
开放性骨折，需要进行大清创，值
班医生徐嫒娜赶紧进行麻醉前准
备，同时备二班护士缪志慧、备三
班姜秋蓉快速赶往医院，开始了
他们的加班。晚上19点，在送走
了剖宫产的病人后，雷兴阳和预
产期还有半个月的备四班何佩佩
又紧张地开始了普外科的一台急诊
手术，十二指肠溃疡穿孔；20:10，
已经忙碌了一天的孕妇何佩佩顾
不上疲劳的身体，又开始了一台
神经外科的硬膜下血肿局麻下钻
孔引流，直到晚上22点多两人才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去吃上了一口
本该团圆的饭菜。

20:40刚完成清创手术的徐
嫒娜又和备五班护士王思思、备
六班汤冬琴一起开始了普外科的

一名 81 岁高龄的肠梗阻手术。
21点，备班医生张卫东和备七班
护士崔秀宏、备八班护士张学娟
参加了神经外科的蛛网膜下腔出
血手术，直到晚上 23 点多才结
束。 到晚上 23:50，夜班人员刚
点了一份本该属于晚饭的外卖，
外卖还在距离医院 200米时，刺
耳的铃声又响彻在手术室的上
空，原来是普外科又送来了一名
肠破裂病人，夜班人员徐嫒娜、何
成、陈玲顾不上饥肠辘辘，又赶紧
走进了手术室，这一进手术室就
一直忙碌到了凌晨2点。

正是这样一群默默奉献的
人，他们全员备战，他们时刻准备
着，他们用敬业精神和专业技术，
拯救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挽救
了一个又一个家庭，他们是人民
生命的守护者，他们是坚守岗位
不言苦累的劳动者。他们的付
出，只是希望全市人民能够远离
病厄，能够有一个健康安宁的春
节。

手术室里的别样“年味”

———来自市人民医院的报道—来自市人民医院的报道（（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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