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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科是一个充满
爱与危险的科室，这里收治
的婴儿通常是早产、需要特
殊护理的孩子。在德州市妇
幼保健院新生儿科，高建莉
一干就是 2 2年，身为护士
长，她用双手和爱心谱写了
一曲曲奉献的乐章。

高建莉每天来到医院
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住在
保温箱里的小宝宝们，越是
情况危重的孩子，越是她重
点关注的对象。回想起刚刚
参加工作的那几年，高建莉
经手了许多打针困难的小
朋友，而技术精湛的她总能
一针穿刺成功。久而久之，
越来越多的家长点名要找
高建莉给孩子输液。

随着高龄孕产妇的增
加，高建莉所在科室收治的
危重症新生儿数量增多，患
儿年龄也越来越小，外周留
置针穿刺已经不能满足对
早产儿的救治需求。于是
2016年，高建莉申请参加了
浙大儿童医院学习班，将新
生儿PICC穿刺技术带了回

来。然而这项技术在实施之
初却遭到太多质疑。

当时，PICC穿刺技术在
德州开展较少，护理人员对
PICC导管使用和维护流程
不熟练，每个使用PICC置管
的孩子，只要一有病情变
化，就被要求拔管。“说实
话，我也犹豫过、迟疑过，而
这项技术可有效提高早产
儿的成活率和生命质量，所
以我决定坚持下来。”高建
莉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高建莉的坚持下，越来越多
的医护人员开始慢慢了解、
认识到PICC穿刺技术的重
要性，曾经的问题也全部解
决。看着孩子们的治疗过程
逐渐顺利，高建莉更加确
信：坚持就是胜利！

高建莉用坚守、汗水铺
就了一条大爱之路。“未来，
我将带领团队继续创新护
理服务，提升服务内涵，我
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
将会获得更多家长的信任
与支持，为宝宝提供更加优
质的服务。”高建莉说。

致敬白衣天使

2022年“德州最美护士”名单公布
近日，德州市护理学会发布关于表扬

2022年“德州最美护士”“德州优秀护士”
的通报。

通报中提到，为大力弘扬一线护理
人员的英勇战“疫”精神，持续发挥先进
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充分激发护理工
作者的荣誉感、自豪感、责任感，全方位
展现新时代护理工作者的精神面貌和职
业风采，在“5 . 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
德州市护理学会开展了“德州最美护士”

“德州优秀护士”评选活动，共评选出“德
州最美护士”10名，“德州优秀护士”56
名，予以通报表扬。

希望受到表扬的同志珍惜荣誉，再接
再厉，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进一步做
好护理工作。全市护理工作者要以先进为
榜样，牢固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不断提升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为
开创德州市护理工作新局面、促进医疗卫
生事业健康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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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德州最美护士”名单（10人）

温柔、体贴，面对患者永
远轻声细语，笑意盈盈———
这是德州市立医院产三科护
士长齐辉给人的第一印象。
深耕一线23年，她始终与医
院为伴，与护理同行，成为产
妇的“守护人”，新生儿的“贴
心人”，也是温情服务的“传
递者”。

2014年齐辉担任护士
长，但她并未成为脱产的管
理者，谁家有事要请假，谁生
病了要休息，她从来都是默
默顶上。尤其在今年的核酸
检测任务中，为了不耽误科
室的正常工作，她主动请缨
去前线，多次执行封控区、隔
离点、火车站、学校、社区及
全员核酸检测任务。

作为护理管理者，齐辉
深深懂得，只有不断钻研业
务，才能提升科室的护理质
量与水平。她先后将中药足
浴、穴位贴敷、中药封包治疗
等中医适宜技术应用到产妇

护理中来，大大提高了产妇
的满意度，对降低深静脉血
栓的发生率起到积极作用。

多年来，齐辉用温暖呵
护孕产妇，用初心拥抱新生
命，用专业与温情、责任与
爱心诠释护士的职责和使
命，先后获得德城区三八红
旗手、德城区技能标兵、德
城区院感技能大赛二等奖
等多项荣誉。今年，齐辉获得
2022年“德州最美护士”荣誉
称号。

23年来，齐辉宛如一束
光，照耀、温暖着患者。“我喜
欢这份工作，也希望在平凡
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
绩。”齐辉说，荣誉不是终
点，今后，自己将继续发挥
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将“全
心全意为产妇和新生儿服
务”当作行为准则，满足孕
产妇全方位、不同层次的需
求，为她们提供温馨、细致、
周到的服务。

高建莉———

以爱之名，佑护新生

齐辉———

做温情服务的“传递者”

记者 马雪平 通讯员 张潇然 侯进

记者 崔涵

张冬梅———

奋斗在抗疫前线的巾帼英雄

在16年的护士生涯中，
她心系患者，爱岗敬业。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她
多次奔赴前线，成为群众心
中当之无愧的“钢铁卫士”！

张冬梅是德州市中医院
骨伤一科副主任护师，她说：

“工作的时间越久，康复的患
者越多，就越能感受到护士
这个职业的神圣。”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张
冬梅瞒着家人递交了援鄂请
战书，随后她参加了境外返
鲁人员德州隔离点的工作。
张冬梅说：“虽然有太多担心
和不舍，但当国家和人民需
要时，再大的困难、再多的险
阻我也要克服！”

2022年3月8日晚，张冬
梅突然接到支援威海的电话
通知，她没有犹豫，立刻出
发！3月的威海寒风凛冽，张
冬梅和队友们完成了小区内

数千人集中核酸采样，并为
居家隔离的人员上门采集。
为节约时间与物资，张冬梅
经常连续工作7小时以上，每
次出任务前都要减少水分摄
入并穿上尿不湿，一天工作
下来，头发和衣服全被汗水
浸湿。作为队长，张冬梅不仅
要完成自己的采样任务，每
天还负责队员们的任务分
工、任务传达、物资调配、工
作总结、生活起居、心理疏导
等工作。通过13天的连续作
战，张冬梅和队友参加了12
轮的核酸检测，完成采样近9
万人次，入户600余次，顺利、
安全地完成了驰援威海任
务。

谈及获得“2022年德州
最美护士”的称号，张冬梅
说：“称号是对我的肯定和激
励，日后我会更加努力工作，
在护理岗位上发光发热！”

记者 崔涵

周富敏———

至真至爱暖人心 人间最美是白衣

记者 李梦晴

2000年参加工作以来，
周富敏先后从事普外科、内
科、骨科、烧伤科等专业临床
护理工作，凭借过硬的专业
技术、丰富的临床经验，获得
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感动患
者人物、优质服务标兵、优秀
护士和德州市抗击甲流先进
工作者、德州市优秀护士等
荣誉称号，今年被评为“德州
最美护士”。

周富敏从事烧伤护理工
作13年，其中一名大面积烧
伤患者给她留下了深刻印
象。“当时他气管切开后不能
说话，我每次给他吸痰的时
候，他都给我竖大拇指，后来
他能说话了，就和我说，你就
是‘吸痰专家’‘护理专家’
啊。”周富敏告诉记者，该患
者出院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里，仍和她保持着联系。除此
之外，由于烧烫伤患者会出
现换药时疼痛、肢体功能受
损、毁容等，心理容易产生波
动，这时，周富敏就会跑到病
房，耐心为他们做心理疏导，
她的细心、贴心获得了患者
的一致认可。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周
富敏积极请战到德州市新
冠肺炎集中救治定点医院
工作。作为护理管理组组
长，她带领工作组成员修订
护理工作制度和流程，加班
加点筹备防护用品，将负压
病房布置到位，确保各类设
备 、物 资 处 于 完 好 状 态 。
2 0 2 2年3月，德州出现确诊
病例，定点医院开始收治患
者。根据安排，周富敏被调
整至院感管理组工作。接到
命令后，她第一时间奔赴工
作岗位，经过36小时的连续
工作，顺利完成了物资筹
备、制度修订、班次调整等
任务，为患者顺利转运打下
坚实基础。最终，经过全体
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一位位
患者陆续治愈出院，院感工
作组也收到患者们发来的感
谢信。

22年来，周富敏将专业、
耐心和真诚融入到了护理工
作的每一个细节，从临床一
线到战疫一线，她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当代“白衣天使”的
责任与担当。

4月28日，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
药有限公司联合山东养天和新华鲁抗
连锁，在临邑启动“家庭过期药品免费
回收”十九周年公益活动。

活动现场播放了《过期药品回收与
“碳中和”》的科普视频，颁发了“优秀
‘永不过期’药店”奖牌，并成立了“永不
过期”志愿服务队。

从2004年起，广药集团旗下的白云
山和黄中药就全球首创了“家庭过期药
品回收机制”。十九年来，该机制累计回
收过期药品超过1800吨，惠及全国6亿
多人次。

白云山和黄中药

家庭过期药品免费回收活动

走进临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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