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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不过，在各类App
大行其道、百花齐放的今天，人们
的出行已依赖到手机App上。路
线导航、美食景点、语言沟通，甚
至是找厕所，样样都离不开它的
帮助。如果你是旅游小白，如果
你正想去陌生城市，如果你懒得
做攻略……赶紧下载这几款出行
必备App，让你瞬间变成旅行达
人。

语言不通，
怕丢人
推荐App：有道翻译官、出国
翻译官
使用频率：★★★

人生地不熟，
不知咋走
推荐App：高德地图、百度
地图、腾讯地图
使用频率：★★★★★

四五月份，春暖花开，丹阳人
哪会错过这大好的出游时光，特别
是“清明”“五一”假期，大家相
约出门撒欢。对于自驾爱好者或者
路痴们来说，手机里肯定备着导航
类App。

“陌生城市怎么去？途中迷路
怎么办？为了避免遇到这些问题，
每次出游前，我都会打开手机里的
导航App规划好路线。”微友“笨
鸟”给大家推荐了“高德地图”

“百度地图”“腾讯地图”这三款
App。他表示，这几款应用非常实
用，除了地图线路，周边的商店、
加油站也会为你搜罗好。“长途自
驾最担心的就是找不到加油站。现
在点开导航，就能搜到附近的加油
站，还能通过地图把你直接领过
去！”不过，他提醒大家，这类
App也有一个缺点——太耗电，所
以大家在使用时，最好备上充电
宝。

除了查线路、找加油站外，导
航类 App 还有一个“神奇”的功
能，能定位厕所。“对于我们这种
带娃一出门就满大街找厕所的人来
说，简直就是刚需！”微友“小叮
当”每次带娃出行都会用上一款名
为“查厕所”的导航类 App。“它
能最快帮助我们知道最近的厕所在
哪里，而且选择一个厕所后，
会出现地图界面，导航就会带
你去，非常实用。”

拍照被嫌弃，
怎样变高手
推荐App：Foodie、无他相机、
黄油相机
使用频率：★★★★★

网友力推网友力推：：出游备好这几款出游备好这几款AppApp

旅游中最重要的事儿莫过于
拍照发朋友圈了，想在旅游中拍
出时尚大片，享受朋友圈被点赞
的感觉，用对拍照App是关键。

“拍美食，我推荐‘Foodie’，这
款App能让你的食物拍起来更鲜
美；拍人物，我推荐‘无他相机’

‘美颜相机’，这两款App是自拍
美颜神器，不用很复杂的后期效
果，就可以将照片拍出高大上的
感觉，各种好看的妆容，各种可爱
的贴纸和特效，保证你美美哒；拍
美景，我推荐‘360 相机’，它有
丰富的特效滤镜，也有夜景模
式，很适合拍风景。”我市一名
摄影爱好者给大家安利了一波实
用的拍照神器。

也 有 微 友 推 荐 “ 黄 油 相
机”。“它是一款有趣的拍照
App，不仅可以为照片调色、加
滤镜、加白边，而且，与同类
App相比，它为用户提供了大量

‘以文字为中心’的特效，让人
在拍下一张照片之后，添加一两
个字，表达情绪，甚至是附上一
句优美的诗，增加意境。”

想要秒变摄影师，赶紧 get
起来，让每一次旅行都能在朋

友圈无压力霸屏！

眼下正是出游赏花、朋友圈集
中晒花的季节。旅途中掠过的山
野草木种类繁多，很难做到遍识其
名。不过，如果你手机里备着“形
色”App，就会秒变植物专家呢。

“形色”是专门识别花草植物
的App，如果你遇上不知名的花草
时，拍照扫一扫，一秒就能知道答
案。再继续点击能看到关于该花
的知识，除了基本介绍，还有相应
的诗词、趣味小故事及养护知识。
此外，还能一键生成美图分享给好
友。类似于“形色”这样的植物识
别应用有很多，他们更像是一部百
科全书，关于花的介绍相当全面，
喜欢植物的小伙伴不妨下载一个。

有了识花App，那碰到不认识
的小动物呢？告诉你，也有拍照识
动物的应用。“‘五一’带孩子去动
物园，看见好多叫不上名字的鸟
类，当宝贝问我时，我只要拍照使
用 App，就能快速报上小鸟的名
称，还能进行科普。”辣妈级微友

“婷 CC”经常使用这类 App，她表
示，利用这些识别类 App 进行科

普，再现场观察它们的特
征，简直就是一堂生动的自
然课。

不认识花草，
需科普
推荐App：形色、植物识别
使用频率：★★★★

在国内出游担心线路，在国
外就最怕语言不通。很多微友出
国游玩时，都会遇到这样的困
扰：陌生环境下语言不通不能问
路，商店里看着包装上的外文一
头雾水，吃饭的时候读不懂当地
的菜单……

说到语言障碍，经常出国游
的微友“小王”大吐苦水。“去说
英语的国家旅游时，还能够用单
词勉强交流，去日本、韩国、东
南亚，真心不知道怎么办了。有
次去泰国，和当地人沟通全靠比
划，本来很轻松愉快的旅行反而
各种尴尬。”

沟通不畅怎么办？有经验的
微友力推“有道翻译官”和“出
国翻译官”，“我是这些翻译 App
的受益者。这个‘五一’去韩国
游，还多亏了它们呢。”微友“加
菲猫”表示，这类 App 操作简
单，通过拍照、文字等方式互
译，翻译结果也很精准，能像当
地人一样轻松读懂一切。

不过，翻译类 App 更适用于
出国游的小伙伴，所以大家
有需要时再收藏也不迟。

本报记者 周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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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7点刚过，李鑫就早早
地来到了手术室。身材高大，讲
话简洁还很斯文，由于前一天接
连参与了3台手术，下午又赶去
培训，虽然神情显得有些疲惫，
但见到同事仍不时向对方示以微
笑。

每天上午 7点半，照例是手
术室护理工作的交接班时间，夜
班的手术护士会将晚上的手术情
况与白班的同事进行交流，手术
室护士长就一些科室管理的问题
和大家简单交代。一般没有特别
事项的时候，交接班时间不会超
过 10 分钟。然后大家各自前往
工作的手术间，开始准备一天的
忙碌。

由于上午外院眼科专家来做
手术，李鑫和另一名同事需要负
责准备敷料包、手术器械等，所
以交接班一结束，李鑫就开始了
紧张的忙碌……

一位阳光帅气的小伙怎么会
和护士这一职业联系到一起？李
鑫说，这完全是“无奈之举”。
由于高考成绩不理想，当时家人
考虑到李鑫以后的求职问题，帮
他“谋划”了好几条出路，复
读、上师范做老师、机械工……
甚至还有石油开采工人，但经过
讨论都被一一否决了。“护士怎
么样？我觉得护士这个职业就很
好。”一次家庭聚会中，李鑫的
叔叔提出了这个想法，没想到得
到了李鑫父母以及其他几位亲戚
的认同，但李鑫自己却是有些排
斥的。

“我一个男子汉去干什么护
士？”得知父母及亲戚们的想法
后，李鑫如此回答。然而，经过
父母的软磨硬泡和反复沟通，最
终他还是“妥协”了，选择了扬
州职业大学护理专业。

去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李鑫
心里有过很多设想，比如班级里
只有一个男生就退学、如果学不
下去了也退学……好在他所在的
班级除了他，还有四位男生，这
让他稍许得到了一些安慰。“幸
好不是只有我一个男生，不然真
的是很尴尬。”直到现在，李鑫
还是有这样的庆幸。

经过三年的专业学习，李鑫
进入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为
期一年的实习。在医院实习没多

久，李鑫就遇到了病人对男护士
的偏见，一些病人不愿意让他打
针，因为觉得“男护士不够细
心”。一些女患者，觉得不好意
思，也常拒绝他打屁股针。面对
这些情况，李鑫虽有些无奈，但
也暗自下决心，用自己的真诚去
打动患者。就这样，李鑫勤勤恳
恳、默默地努力着，获得了很多
患者的认可。

而在实习期间发生的一件
事，更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作为
一名护士，必须细心再细心，因
为如果稍微有一点疏忽，关乎到
的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当时是
给一名患者更换输液瓶，而输液
瓶中需要再另外注入两种药物，
按照规定，护士在更换之前要确
认单子上是否盖了两个章，也就
是说确认另外两种药物是否已经
注入，我当时疏忽了，拿了一瓶
没有注入药物的药水给患者，好
在发现及时。”李鑫说，这件事
情把当时还是“菜鸟”的他着实
吓得不轻。

一年的实习期，就这样有惊
无险地度过了。 2016 年下半
年，李鑫回到丹阳，进入市人民
医院工作，第一个工作的科室就
是 ICU。相比实习，正式走上岗
位后，工作之艰苦、强度之大、
技术要求之严，仍让李鑫有些始
料未及。“我上班第一天就懵
了，感觉自己什么都不会，总担
心出错，十分紧张！”但李鑫知
道，ICU 对于一个新手护士来
说，是能得到真正锻炼的地方，
因为 ICU 里面是各种各样的重
症患者，面对这些患者，必须了
解各种病情，以及护理中的注意
事项，所以在 ICU 他学到了很
多，也更加地处变不惊，有条不
紊。“我记得有一次一名慢阻肺
病人想喝水，我倒了一杯热水放
在旁边桌上，并叮嘱他冷了再
喝，可没多久这位病人就开始不
停指责我没有给他水喝，虽然当
时被病人指责，心里多少有些委
屈，但我脑海中立即想到的是病
人是不是因为治疗中的二氧化碳
储留出现意识混乱等情况，于是
立即联系医生，并给病人先吸
氧。”这样的处变不惊，在他一
年半的 ICU工作中不胜枚举。

之后，李鑫轮调到手术室工

作。经过 ICU 一年半和手术室
一年半的磨练，如今李鑫在工作
中已经游刃有余。凭着自己的勤
奋和热情，他得到科室领导和患
者的一致认可。“他工作非常踏
实，有担当，经常主动承担一些
繁重的工作任务。”手术室护士
长蒋勇红说。手术室一共 43 位
护士，男护士只有2位，相对于
女护士，男护士不仅在体力上有
优势，而且思维敏捷，遇事沉
稳。

由于是外院来的专家做手
术，李鑫在手术室里大约等待了
近一个小时，正是这个空档，让
记者了解到李鑫作为一名男护士
的心路历程。

“6 号手术室接病人！”听
到广播里的声音，李鑫立即起
身，来到术前准备区，核对病人
的名字、出生年月等基本信息，
然后把病人推往手术室。这一过
程虽然只有几十秒钟，但李鑫会
一直和病人说着话，嘘寒问暖，
尽量缓解病人的紧张。此时，26
岁的李鑫显出了与他实际年龄不
相符的成熟。

上午 9点 15分，手术开始，
这是一台眼科手术，李鑫提前了

解了一下大致需要用到什么手术
器械，常用的手术材料自不必
说，一些不常用的手术物品他一
般也会提前在大脑中列个清单，
和手术医生提前沟通。手术进行
的过程中，除了做记录需要坐
下，一般他都是站着，看着手术
进展，关注着医生的需求。“帮
我把灯移一下位置，你够得有些
吃力，让李鑫来吧！”“李鑫，帮
我把病人扶起来！”……手术
中，医生时不时地喊着李鑫。

“这位小伙子做事特别积极、很
主动，业务也非常熟练，考虑问
题很细致，女护士也很好，但男
护士在体力和应急能力方面可能
要比女护士更强一点。”一位手
术医生对记者说。

和李鑫搭档的女护士表示：
“一天手术下来，回家连饭都不
想吃，就想睡觉休息。男护士相
对我们体力更好，李鑫做事很主
动，而且很细心，因为手术室的
器械很多，大到一根拉钩，小到
一个缝针，他都能想到，有时候
有疏漏，他都不厌其烦地一趟一
趟去取，跟他合作很愉快！”

一个多小时后，这台手术结
束了，李鑫开始清点手术中使用
的各类器械和物品，清理手术使
用过的一次性耗材、敷料等。

由于上午只有一台手术，李
鑫把手术室整理到位，交接班之
后，就脱下了工作服，准备回家
了。“今天礼拜六，下午休息，
可以和女朋友去约会！”说起与
自己明年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女
朋友，李鑫一脸幸福。他说，虽
然自己也曾为“护士”这份职业
迷茫过，但是通过这么多年的学
习和工作，他早已热爱上了这份
职业。“体能好，在大型机器的
操作、配合高强度的连台手术等
方面具有优势。”李鑫在工作中
会充分发挥男护士的优势，也不
遗余力地“开发”着，“更重要
的是，每每看到在大家的努力
下，患者手术成功，听到医生团
队对自己的认可，那种职业的成
就感也会油然而生。如今，我未
来的妻子和她家人更是以我的职
业为荣，这让我更加热爱这份工
作，我会继续努力，坚持自己的
梦想！”

顶着炙热无比的阳光，李鑫
加快了步伐，满脸笑容地往家走
去！

从开始的排斥到爱上这份职业——

一位“男”丁格尔的成长历程
本版撰稿、摄影 陈晓玲

提到“白衣天使”，人
们第一反应便是头戴燕
式帽、身穿白大褂、温柔
亲切的女护士。殊不
知，随着现代医学的发
展，男护士已成为炙手
可热的香饽饽。那么，
他们在工作中到底是什
么样的？5月11日，记
者采访了市人民医院手
术室的一位男护士——
李鑫，带大家了解不一
样的“白衣天使”。

7点半，交接班时间。

准备手术敷料包等。

接病人，确认基本信息。

手术前准备。

帮助医生移动无影灯。

术后整理手术器械和物品。

图为李鑫（中）和手术室部分护士的合影。

为庆祝护士节，大家摆出了“5”“1”“2”的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