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个地方，寒冷与温暖交织、无奈与希望同在。有时生命绽放出
最美的花朵，有时死神却悄然降临，在这个地方与生命坚守的是护士。

护士，这是一份普通的职业，每天、每月、每年都在重复同样的忙碌，
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时间在忙碌中流淌；这是一份伟大
的职业，世界上最难的事是把一件普通的事重复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

正值“5.12”护士节期间，让我们走近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他们，
去感受他们的职业情感，分享他们的苦乐酸甜，体验他们的人生百味。

他们，既是天使也是战士
走近三院护士平凡的一天

每天跟患者相处时间比家人还长，
徐盈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们快乐
起来，感受生活及人生的美好。

徐盈是三院血透室的一名护士，因
需要提前做好血液透析前的准备工作，
所以七点不到她就要来到工作岗位。每
位患者的透析时间在四小时左右，第一
批患者结束后差不多十二点了，有时她
还来不及吃饭，又要马不停蹄地为下一
批血透患者做准备，直到下午两点钟才
能抽空吃点东西。

曾经有一位患者因为家庭原因情绪
特别不稳定，不仅拒绝血液透析还躺在
血透室外冰冷的地上，徐盈一边耐心劝
说一边拿了被子帮患者垫着，以防着凉，
还买来食物给他，当患者情绪稳定后又
带着他做了相关检查。检查结束后，徐
盈放下家里的两个孩子不管，加班为他
一个人透析直至晚间十二点才下班。

患者满意，是护士长张学妹的追求。
上午九点多，“护士长，又有一名危

重外伤病人入住了！”普外科护士小吴向
张学妹汇报。她匆匆来到病房，和责任
护士一起认真监测生命体征、了解病情、
检查伤口、按医嘱给药、实施护理……

张学妹十分强调护理过程中的服务
意识、服务态度。在工作中，她言传身
教，告诉每一位护士服务病人时要有爱
心、有耐心、有热心。巡视病房时，她会
关切地询问病情、查看体征并征求意见、
认真记录，按轻重缓急逐一解决。

说起难忘的事，她想起对一位癌症
晚期老教师的临终护理。当时那位老人
一天要吐好几次，每吐一次，护士们就要
换一次床单。疼痛是老人在生命末期最

强烈的感受，一疼他就闹，在床上滚来滚
去。护士们每次来打止疼针时，都要先
安抚、哄他，让他慢慢静下来。就这样，
老人在生命的最后还将一封感谢信托家
人送来给张护士长的整个护理团队……

选择护士职业，也就选择了忙碌。
不知不觉中，时间到了十一点，内科

护士李梦媛已忙碌了近四个小时。此
时，有短暂的半小时吃饭时间，终于可以
坐下了，不敢挑剔饭菜口味，因为她知
道，不吃饱饭，如何继续下午的工作？

“没有没有！”问起感人的事，李梦媛
笑着摇了摇头。可从她同事口中得知，
她曾和同事们一起为一名骨癌晚期的小
伙子过生日，并承诺为小伙子包场看他
最喜欢的电影。可是，那一天永远不会
到来了。为此，李梦媛伤心了好久……

李梦媛每天穿梭在病房与护士站之
间，像蝴蝶一样轻盈，像羽毛一样温柔，
输液、写护理记录单，在这个没有硝烟的
战场之上，每天都把简单和平凡演绎成
无数个精彩。她拿到了医院白求恩杯优
质服务竞赛“明星护士”的荣誉称号。

十一点半左右，李梦媛和同事们，又
投入到了下午的工作中。

一名合格的 ICU 护士，不仅要有扎
实的基本功，更要具备过人的体力
和高度的责任心和慎独精神。

ICU 病房有一扇厚重的门，门
外是心急如焚的家属，门内是
不停奔走的医护人员。为了挽
救生命，他们与死神殊死搏斗，
不分白昼黑夜地守护。

下午两点多，ICU 护士长

冷惠阳正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擦身。每
位住进 ICU 的患者病情都较危重，在这
里不允许家属陪护，他们的治疗、护理等
全部由冷惠阳和她的同事完成。护士们
忙完各项治疗工作后，每天还要为患者
做基础护理。如擦浴、翻身拍背、修剪指
甲（趾甲）等。在做护理的同时，冷惠阳
她们更要密切地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

面对护士工作的繁杂和无规律，尹
玲梅只是轻轻说了一句：“没关系，习惯
就好，谁叫自己热爱这一行呢！”

急诊科也许是世界上最嘈杂的地
方，救护车的呼啸、亲人的哭喊和病人的
喘息，都焦灼着人们对生命的呐喊；面对
一次次生与死的较量，作为先头部队的
急诊科医护人员，必须时刻与死神赛跑。

“滴滴滴……”下午四点左右，急诊
门口，救护车响着警报声急促驶来。“快，
做好抢救准备！”抢救室里，刚交接完准
备下班的急诊护士长尹玲梅，顾不上收
拾，随即投入到紧张的抢救中：上心电监
护仪、吸氧、测血糖、建立静脉通路……
急诊的医护人员围着患者，有条不紊地
进行各项治疗和护理，一直到傍晚，尹玲
梅才得到短暂的喘息机会。

今年的护士节与母亲节巧遇，而尹
玲梅也是一名年轻母亲。“作为母亲，我
并不称职。”她说，急诊护士 24小时值班
是常态，平时没有什么时间陪孩子……

助产士得时刻准备着从“接生婆”、
“急救能手”到“心理医生”等角色转变。

“深呼吸，手往上拉，脚往下踩实，使
劲！很好！宝宝的头露出来了，再来一
次……”随着一声啼哭，傍晚，一个小小
的生命被助产士谭娜捧在手上。在产房
里，助产士就是产妇最大的支柱，谭娜
说，很多人都认为分娩时医生最重要，但
其实，在顺产中最重要的角色是助产士，
如果生孩子是一场硬仗，那么助产士绝
对能胜任将军的职责。虽然年轻，但像
谭娜这样资历深厚的助产士连医生也要
敬让几分，而她也拿到了 2019年镇江市
助产缝合技能比赛一等奖。

目前，市三院产科也能够实施分娩
镇痛，疼痛感已经大大减轻，整个产程中
助产士不仅要观察产妇的产程进展，还
要检测宝宝的胎心。产房里等待分娩的
年轻孕妇，因为对分娩疼痛的恐惧、未知
结局的不安，想要剖腹产结束分娩。年
轻助产士杨洁丽马上上前安慰并柔声鼓
励：“顺产和剖宫产都有风险，分娩过程
中我和医生都会密切观察，只要妈妈有
信心，家属多鼓励，加上我们的镇痛分
娩，没事的，别怕！我们一起努力！”经过
近半小时的鼓励和疏导，产妇和家属都
信心增倍，最终在分娩镇痛下顺利分娩
一8斤重的宝宝。就在今年，杨洁丽通过
自己的不懈努力，也获得了 2019年镇江
市助产缝合技能比赛三等奖。

文/摄 眭一正

今年国际护士节主题“护士：引领之声——人人享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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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外科护士长张学
妹在了解护理情况

血透室护士徐盈在
为患者进行透析

ICU 护士冷惠阳正
进行吸痰操作

内科护士李梦媛正在
为患者配药

手术室护士陈露鑫推着
患者进入手术室

产科护士谭娜、杨洁丽
在镇江市助产缝合技能
比赛中分获一、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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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魏郡玉）为
进一步推动文艺大发展大繁
荣，11 日，我市召开市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
市领导黄春年、黄万荣、李忠
法、金夕龙出席会议。

会议总结了第六次文代会
以来的全市文艺工作，研讨今
后五年我市文艺发展方向，号
召全市文艺工作者同心同德推
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励精图
治开创我市文艺事业新局面，
为推动丹阳高质量发展走在前
列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第六次文代会以来的八
年，市文联充分履行职能、发挥
作用，抓创作、办活动、带队伍、
促交流，为建设文艺阵地、团结
文艺队伍、培养文艺人才、推动
文艺创新做了卓有成效的工
作。八年来，全市文艺创作精
品迭出，70 多件作品获得国
家、省市荣誉，180余件作品入
选国家、省市艺术展览；惠民品
牌更接地气，元宵戏曲晚会、百
名书法家写春联等文艺活动有
声有色，群众文化生活得到极
大丰富；文艺人才茁壮成长，老

一辈艺术家老骥伏枥各展所
长，文艺新秀“雏凤清于老凤
声”，呈现出人才济济、欣欣向
荣的生动局面；志愿服务遍地
开花，一支支“红色文艺轻骑
兵”把文艺演出送到田间地头，
把党的声音送到基层一线，把
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心
间。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
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市委书记
黄春年借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的讲话来激励
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定文
化自信，与时代同频共振；坚持
鲜明导向，为发展慷慨高歌；坚
守理想追求，对作品精益求精；
坚当发展先锋，助文艺兴盛蓬
勃，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
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
的优秀作品。

黄春年寄语全市文学艺术
工作者要自觉把艺术追求融入
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中，最
大程度把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
精气神提振起来，把广大企业

家争创一流的进取心激发出
来，把人民群众参与发展的能
动性调动起来。谈到今后文艺
创作时，黄春年希望文艺工作
者要追求“德艺双馨”，弘扬工
匠精神，走入群众生活，讲好丹
阳故事，打造文化品牌；新一届
文联要进一步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充分履行团结引导、联络
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职
能，发挥好党和政府联系文艺
界的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广大
文艺工作者为丹阳发展多作贡
献。

会上，市长黄万荣宣读了
获得 2011~2018年度丹阳市德
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以及优秀文
艺工作者名单，并现场为受表
彰人员进行了颁奖。

又讯 11 日下午，市文联
七届一次全委会通过投票选举
的方式，选举产生了市文联新
一届领导班子,周菊云当选为
新一届市文联主席。会议审议
通过了《丹阳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章程》和《文联工作报告决
议》。市领导金夕龙、韩静慧、
刘宏程、陈建红出席会议。

本报讯 (记者 旦平) 11
日上午，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
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
学习相关会议精神，审议有关
文件，研究部署全市退役军人
工作重点任务，不断提升我市
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质量和效
果。市领导黄春年、黄万荣、任
剑平、陈文水、周东明、杭春云
参加会议。

市委书记黄春年要求各有
关部门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服
务意识，提升工作质量，坚持系
统谋划，推动工作落实，牢固树
立和践行“四个意识”，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着力稳人心、暖
人心、聚人心；同时，做到有高
度、有办法、有体系、有规则，切
实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针
对当前工作，黄春年强调要以
问题为导向，攻坚克难，不断提
升全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水
平。

市长黄万荣从提高政治站
位、加强重视、积极主动作为等
方面作了强调。

本报讯（记者 丽萍）昨日上
午，我市召开经济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进一步压实各部门及各板
块的高质量发展责任，推动全市
聚焦薄弱环节、落实关键举措，
切实打好丹阳高质量发展的“翻
身仗”。市领导黄春年、黄万荣、
赵立群、石捷、周东明、符卫国、
刘宏程、黄俊杰、魏国荣、杭春云
参加了会议。

今年一季度，我市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334.05亿元，同比增长
4%，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工业增
加值 58.09亿元，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31.08亿元。全市 205个市

级重点项目共完成投资34.83亿
元，其中，62个续建项目完成投
资17亿元、143个新建项目完成
投资 17.83 亿元，已开工 42 个。
在项目招引方面，截至目前，全
市新签约 1~10亿元项目 12个、
协议总投资 26.9 亿元，10 亿元
以上项目 1个、总投资 12亿元，
30亿元以上项目2个、总投资65
亿元，外资项目 9 个、总投资
3.46亿美元。利用外资方面，1~4
月份，实际利用外资上报数
2884万美元，其中，制造业实际
利用外资上报数2862万美元。

会上，市委书记黄春年指

出，今年，市委市政府将“发展”
和“稳定”作为两大主题，就是要
深化对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
系的认识和运用，牢固树立“发
展是第一要务”的理念，聚焦薄
弱环节和突出短板，打破固步自
封和因循守旧，更大力度解放思
想、更重实效创新作为，努力在
高质量发展上实现走在前列的
目标。

黄春年强调，推动高质量发
展，关键要攻坚克难，落实有效
举措。要有直面矛盾和问题的
勇气，围绕我市发展的各种要素
资源，认认真真去化解发展过程

中空间如何整理、新旧动能转
换、科技创新驱动等一系列问
题，主要指标盯紧不放、重点任
务加快推进，尽快在大项目上形
成突破。

黄春年说，发展是第一要
务，各板块、各部门在项目招引
上要敬业、专业，尽心、用心，全
面认识发展，系统化推进发展，
用好各类资源，创造更好的载
体，筑巢引凤，切实把高质量发
展的举措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会上，各板块、各部门进行
了交流发言，相关市领导进行了
点评。

黄春年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理念

进一步推动文艺大发展大繁荣

市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人物简介] 崔晓宇，视
程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
科技大学硕士，2018年入选江
苏省“双创计划”、镇江市“金
山英才计划”。

2009 年，美国电影《阿凡
达》的一场 3D视觉盛宴，开启
了3D电影的鼎盛时代。

2019 年，中国春节档电
影《流浪地球》以 46.52 亿元
的高票房“一炮而红”，被称
为“里程碑式”“开启中国科

幻电影元年”的鸿篇巨作。我
市视程影视有限公司担任 3D
制作和立体后期特效处理，为
影片收获如此傲人的战绩立下
了汗马功劳，这也让视程影视

“掌门人” 崔晓宇再“战”成
名，延续了 2018 年《红海行
动》（视程影视全片立体制
作）的骄人成绩。

4 月 12 日，崔晓宇及视程
团队成员在京应邀参加《流浪
地球》答谢会……在现场，表面

风轻云淡的感谢词，掩不住他
在 3D后期制作行业摸爬滚打
多年的“厚积薄发”。“创业不能
光靠运气，很多是厚积薄发后
的水到渠成。练好了内功，才
可能以事半功倍的效率快速发
展。”崔晓宇说，自己也是经过
十年经验技术的积累、团队的
共同努力、业内的广泛支持和
认可，才得到了今天行业中的
声誉和口碑。

创业前，他在多伦多大学
做 研 究 员 ，毕 业 后 就 职 于
IMAX公司从事了十年的核心
技术研发……自 2009年《阿凡
达》在全球上映后，一场观影体
验的革命热潮在世界范围内掀
起，3D成为未来电影制作的发
展趋势。（下转7版）

丹阳日报APP

市委退役军人事
务工作领导小组
召开第一次会议

厚积薄发用实力抢占行业制高点
——记国内3D后期制作和立体特效处理的“佼佼者”崔晓宇

本报记者 曾丽萍

扫码看丹阳最权威新闻

阳光渐歇
雨水明日报到

据气象部门预测，五月中

旬降水量偏多，预计 14日后

期至15日有一次明显降水过

程,16日至17日仍有一次降水

过程,直到18日至20日，我市

将恢复多云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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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大病保险报销比例
由50%提高至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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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工作面临
人力供给不足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

理工作在临床治疗、康复等过

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注册护

士总数增长迅速，截至2018年

底，总数超过400万。但与此

同时，护理工作仍面临人力供

给不足，4400万失能老人护理

需求无法满足。如何破解这一

难题，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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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丰乳肥臀》
将改编成网剧

莫言的小说作品一直是影

视剧改编的香饽饽，近日，爱奇

艺宣布将莫言作品《丰乳肥臀》

改编成超级网剧，这也是莫言

首部被改编成网剧的作品。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