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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晓光
通讯员 程方 周燕宁

医护一条龙

积累专业知识

从一名淄博卫校毕业的基
层护士，到整体护理的“践行
者”，再到标准化护理管理的

“推行人”，焦时琴用了近3 0年
的时间，在医院形成了系统化
整体护理管理，与她的同事们
一道创造了医院护理工作发展
的新轨迹。

“我热爱我的工作，如果可
以重来，我还会选择这条路。”
她说。

如今，退休已经二十年的
焦时琴谈起她的职业，依旧满
腔热情。

而她，不仅是医院整体护
理工作的先行者和创始人，也
成为了淄博市第一医院护理领
域多年来巨大发展转变的见证
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采访获知，1968年，焦时琴响应
国家号召到基层，从淄博卫校
护理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一
所条件极其艰苦的公社医院，
开始了她的医护之路。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基层
的医疗状态可用“赤脚医生走
天下”来形容，焦时琴说，当时
的医院没有专业医生，大多实
行“医护一条龙”，所有医护人
员都需要掌握基础的医疗知识
和护理常识，即医护不分家。

“当时，公社医院只有一个
老中医和一个药房的工作人
员，加上我们两个分来的学生，
医院一共四个人。”回忆当时，
焦时琴这样感叹。

然而，也正是这样的工作
条件，磨炼了她的意志，锻炼了
她的工作能力，大大丰富了她
的医疗实践经验。

数年后，她被调到山东省
滨州市无棣县医院工作。

在那里，她遇到了后来成
为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著名妇产
科专家、时任无棣县人民医院
妇产科医生的林雨琴。

焦时琴说，当时，可敬的林
大夫有意对她这个认真干练的
年轻人重点培养，手把手地教
她接生以及妇产科疾病的诊断
和医治。

就此，焦时琴成为县医院
的一名妇产科大夫，这段从医
经历，不仅丰富了焦时琴的医
疗学术知识，更是为她后来进
行整体护理模式的推行奠定了
医学、护理专业的知识基础。

照护唐山截瘫患者

践行护理医者本心

1975年，28岁的焦时琴正
式进入淄博市第一医院内科进
行护理工作。

“一排白色小平房，科室65
张床，整天就围着病人转。”焦
时琴说，这是她对医院的初印
象。

时间转至1976年，这一年，
唐山大地震发生了。

作为地市内优势医院的淄
博市第一医院，接到了将收治
一部分唐山大地震受灾患者的
通知，就此，全院上下开始了接
诊准备……

“搭建防震棚，调动各科护
士，准备医疗用品……半夜的
时候，大批的病人就来了。”焦
时琴回忆，受灾患者来时，她被
调去了外科，当时，外科65张床
全部住满，后额外的加床也全
住满了患者。

整个医院空床全住满，外
科东、西大病房加满床，来院的
受灾患者高达200多个。

基于彼时淄博市第一医院
相对较高的医疗技术和接诊能
力，受灾患者在医院得到了良
好的医治，一段时间后基本已
康复出院，但有几位截瘫患者
依旧在院治疗。

而让焦时琴对这段记忆尤

为深刻的原因，是1978年，她曾
收到一封来自唐山的感谢信，
来信者正是当时留院治疗的一
对高位截瘫的夫妇。

焦时琴回忆，这对夫妇在
地震中失去了一双儿女。失去
至亲加之身体重创一度让这对
夫妇二人痛不欲生。

其中，丈夫许先生因高位
截瘫造成翻身都需要他人帮
助，这让他无法忍受，以至于脾
气日趋凌厉，对医护人员语气
不好更是常事。

“基本上是几分钟就需要
翻一次身，转身的功夫，可能又
被叫过去了。”但焦时琴并没有
因此失去耐心。

她说：“经历大难和失去至
亲本就难过，这时候的病人需
要的是陪伴，是关心，而不是不
耐烦的态度和行为。”

正是焦时琴这样设身处地
为患者考虑的护理态度，让她
得到了许多救治患者的认可和
感谢。

而也正是在此时，她认识
到了心理护理的重要性。

护理标准化

整体护理精细化

七十年代的医疗和护理条
件依旧相对落后，博山这个小
山城更甚。

焦时琴说，当时的护理模
式功能制护理，凭借经验护理
居多。

此时，工作细致的焦时琴
在工作中意识到了这种传统护
理模式和非标准化护理的弊
端……

1981年，经过医院的人事
决定，焦时琴调至护理部进行
管理工作。

“我其实更愿意在一线进
行病患护理，但既然来到管理
岗，我决心为改变功能制护理
的弊端做些什么。”焦时琴坦
言。

功能制护理，患者不明确

具体的责任护士，无法进行就
医诉求的准确阐述是其最大的
弊端。

“当护士的时候，听的最多
的就是患者会说‘戴上口罩你
们护士都长一样，不认得，找不
到责任人’。”焦时琴说。

而这些都让她坚定了信
心，不仅要做到医院护理工作
责任化，更要做到护理过程标
准化。

于是，焦时琴在担任护理
部主任后，率先提出了由功能
制护理到整体护理的概念，并
制定了一系列标准、考核条例，
包括《分级护理制度》《护理交
接班制度》《护理素质要求》，每
个文案都包含了二三十项条
例，相应的考核制度也相继出
台。

改革路必坎坷，专科护理
不精、业务不熟练和人手不足
成为其中的三大难题。但焦时
琴却有规划地逐项解决。

比如，派遣人员去省外学
习，再对院内护士进行分层培
训和分层工作责任制，以加强
各级护士的专业性，提高护理
人员素质。

再比如，“摸着石头过河”，
不断地摸索、实践和护理学习，
增强操作熟练度，以解决护士
们在业务上的技术短板；按照
科室病患护理需要和季节性、
突发性疾病人员分配方案的制
定，以解决科室人手不足的问
题。

同时，他们还加强心理学、
健康教育知识的培训学习，保
证整体护理的实施。

以上种种，从在内科试点
到全院实行，从遭受质疑到普
遍认可，淄博市第一医院护理
工作在焦时琴和她的护理姐妹
们的共同努力下，逐渐走上系
统化、标准化的道路。

而由她起草制定的那些护
理工作管理条例，也成为了当
时淄博市各个地区医院的护理
工作规范标准，为全市护理工
作标准化统一奠定了基础。

这样，自1981年起，淄博市

第一医院护理工作开始从功能
制护理向“以病人为中心”的整
体护理转变。

相对应的，护理管理工作
也由最初的经验管理转变为标
准化管理，并且开始实施工作
质量控制，创造了医院护理工
作的历史性新发展。

以护士之爱，同病人一心。
“护理工作管理千头万绪，

只有坚持‘以病人为中心’，才
能做好护理工作。只要护理能
够贴近患者，患者拿我们当家
人了，我们就做到了。”焦时琴
如此总结自己多年护理和管理
工作。

谈及如今医院的变化和发
展，焦时琴转头望向窗外一片
新景的淄博市第一医院，她脸
上满是欣慰。

她说：“现在是越来越好
了，医护人员学历高，医疗技术
水平也跟上了时代的发展，患
者的满意度调查也能够体现出
医患关系变好了。”

说完，焦时琴看着手中的
老照片.

此刻，她耳边仿佛又响起
南丁格尔的誓言：尽力提高护
理之标准，慎守病人家务及秘
密。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务谋
病者之福利……

2001年，这位在护理岗位
上奋斗了 3 5年的老护理人退
休。

而她身上所铭记和传承
的，不仅是“以病人为中心”的
护理思想，更是淄博市第一医
院“医者仁心，不忘大爱”的历
史精神。

1948年，淄博市第一医院
建院在这座山城博山，时隔73
年，今年秋又至，院内一砖一瓦
刻下的，是时代年轮的变迁痕
迹。

时光带走的，是历史，但铭
刻在一代又一代第一医院人骨
子里的仁心与大爱，却丝毫没
有随着岁月的流转而消逝。

而这才真正是淄博市第一
医院铭记过往、代代相传的根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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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辉洒向山城，枫叶染
红了秋。

伴着清晨几声鸟鸣，
淄博市第一医院后院的大
树下，三三两两的老人或
晨练或谈笑，四处走动的，
也不乏散步的医院老职工
们。

对于眼前的场景，时
年 7 4岁、站在大院一栋楼
房阳台上的医院退休护士
焦时琴并不陌生。退休后，
她一度也是这里的常客。

转头间，一座二层小
楼进入了她的视线，4 0多
年前，焦时琴来医院时，最
初的住处就是位于小楼东
南角的一间平房，如今已
拆除无存。

望 着 小 楼 斑 驳 的 痕
迹，恍惚间，焦时琴的思绪
回到了40多年前……

焦时琴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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