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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文化

日前，我市召开 2018 年纪念
“国际义工日”暨慈善义工晋星、优
秀义工组织表彰大会。会上，烟台山
医院慈善义工工作站再获 “先进慈
善义工工作站”荣誉称号，据悉，烟
台山医院慈善义工工作站已经连续
七年获此殊荣。

近年来，烟台山医院慈善义工
工作站引导义工、志愿者积极参与
门诊义务导医工作，为就医群众提
供贴心服务；组织青年医务工作者
参加社区义诊，开展健康大讲堂活
动，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民服务；倡导
医护人员参加 “希望未来，相约助
残”国际慈善公益活动，帮助贫困孤
残儿童，给予他们爱与温暖；携手烟
台大学外国语学院、富士康科技集
团（烟台）工业园，开展形式多样的
义工活动，不断丰富义务服务活动
内涵。今年 3 月 24 日到 4 月 4 日，
工作站先后组织本院义工和大学生

志愿者合计 100 多人，参加第七届
“希望未来，相约助残”国际慈善公
益活动，引导参加义诊的患儿和家
长，在爱心病房义务照顾患儿，讲故
事、陪同检查、赠送礼物和衣物、辅导

学习，500多个小时义务付出，帮助
患儿勇敢迎接手术，走出改变人生的
关键一步。

此外，为了方便群众就诊，促进
医患和谐，工作站组织义工开展了多

项公益服务进广场、进校园及支持医
院有关科室工作等活动。今年 3月 5
日，开展了“学雷锋”文化广场义诊
活动；走进烟台一中、烟台十中、烟台
大学，为 1000 余名学生开展心肺复

苏和海姆立克手法等急救知识义务
科普讲座，普及急救知识，提高学生
的急救能力。

【团委】

烟台山医院连续七年获“先进慈善义工工作站”

12 月 6 日晚上到 7 日白天，我
市迎来了入冬后的首场降雪。风雪
天，有一群人为了全市人民的健康
顶风冒雪出诊急救，加班加点全力
救治。

6日当晚，烟台山医院两个院区
的急诊医护人员出诊 17 次，其中，

因为雪天造成的外伤就有 7 例，当
晚 10 点到 11 点的时间段最忙，两
辆急诊车同时出诊。12月 7日一天，
烟台山医院收到 30 余位骨折创伤
患者。手外科、创伤骨科、足踝外科、
关节科、运动医学科、小儿骨科和手
术室的医护人员日夜作战，抢救骨折

病人。

风雪天，手术室里的不眠夜

6 日晚上，烟台山医院手术室内
灯火通明，13个手术间内 23名手术
护士和手外科、创伤外科、普外科、血
管外科的医疗团队正在为骨折、断
指、结肠癌的患者紧张手术。

手术室护士李云飞前一天晚上
配合医生完成两台手术后已是晚上
10点多，从医院出来时雪很大，大街
上没有车，无奈只能步行至大悦城附
近才打到车，看着今天的手术安排，
又将是一个不眠夜。手术室闫笑梅
是一位一岁孩子的妈妈，前一晚忙完
手术也是11 点多才回家。50岁的手
术室护士赵丽萍前一晚与医生手术
忙到 11 点 30 分，冒雪回到家已是
深夜。连日来，各种骨折创伤、各科
危重病人不断增多，烟台山医院的手
术量呈井喷式增长，手术室在由丽波
护士长的带领下，早出晚归、紧张奋
战，全力保障病人救治。

路面湿滑易摔倒
腕部骨折更多发

雪天，烟台山医院急诊科暴满，
急救车不停地出诊拉回骨折、危重病
人。夜间出诊，很多路段尚未清理积
雪，尤其是一些背街小巷，地面湿滑
的现象比较严重，护士长魏晓娜说：
“遇到这样的情况，急救车行车困
难，有时候就需要我们医护人员徒步
一段路程去接病人、处理外伤。在这
样的天气出诊，对于我们医护人员来
说，也挺不容易的。”

7 日，到烟台山医院急诊科就诊
的患者一直没停过。因为雪天路滑
不慎摔倒造成骨折或错位的患者 30
余位，医护人员忙得连午饭都没时间
吃。在烟台山医院急诊骨科，主治医
师栾景杰被前来就诊的患者团团围
住，既有脊柱、腕部，也有四肢骨折的
患者。总体来看，腕部骨折的患者占
多数。这与大家在滑倒的时候下意
识地用手腕撑地的做法有关。家住

富甲小区的付女士就遭遇了这样的
情况。“早上 9 点左右，我打算出门
买点菜，在一个并不算陡的下坡滑倒
了，右手着地，当时我就觉得情况不
太好。”付女士说。到烟台山医院急
诊骨科就诊后发现她的腕部已经骨
折，现已康复出院。

烟台是一个降雪相对较多的城
市，每年冬季都有许多市民在雪天摔
倒、受伤。烟台山医院急诊骨科主治
医师栾景杰建议：雪天路滑的时候，
要减少外出，特别是老年人、孕妇，能
不出门尽量不出门。非得出门时，要
穿防滑效果好的鞋子，还可以撑一根
拐棍或是伞柄出行。“人们滑倒时，
会下意识地用手臂撑地，这样很容易
造成骨折。这一点尤其要引起注
意。”万一有人在雪天摔倒，情况较
为严重的情况下要马上拨打 120，切
勿对伤者随意挪动，以免造成二次伤
害。

【宣传科】

雪天骨折创伤井喷式增长医护人员全力奋战救治

【编者按】 在医院袁每天都在
发生着救死扶伤的故事袁医护人员把
这一切当做自己的职责所在袁全心全
力袁默默奉献袁为患者的人生之路带
来光亮遥

近日袁我们收到了一封温暖的感
谢信袁笔者是一位患有双侧股骨头坏
死的下岗职工袁他先后在烟台山医院
骨关节科住过两次院袁住院期间袁他
深切地感受到这里每一位医护人员
的专业尧敬业精神以及对患者无微不
至的关爱遥 出院后袁带着浓浓的感恩
之情写了这封感谢信袁信中写到院野再
造之恩袁重于泰山浴 冶野我会将你们全
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努力和付出牢
记于心袁 感恩感德袁 重走我的人生
路浴 冶

尊敬的烟台山医院领导：
你们好！
我因患双侧股骨头坏死十余年，

在贵院骨关节科住院两次，赵中原副
主任医师主刀先后为我成功地实施
了双侧股骨头置换术，现已可扶物下
地活动了。

我的心情激动难宁！

院领导，我 2006 年拍片才查出
股骨头坏死。十几年来，一直用中、
西医药物治疗。但右侧股骨头持续
坏死，早在多年前就已达Ⅳ期，左侧
股骨头也是Ⅲ级以上。剧烈的疼痛
使我常年卧床，不能行走，右下肢肌
肉严重萎缩。虽痛苦不堪，但始终对
手术有所顾虑。

2018年 7月，我就诊于骨关节
科门诊。赵中原副主任医师热情地
接待了我，他态度和蔼，详问病史，认
真检查，我感受到他的职业素质及折
射出的能量，他告诉我，“必须手术
了。”“手术恢复后，你会像正常人一
样走路了。”他的话语让我对术后的
前景充满希望。我必须排除一切杂
念，积极配合治疗。

赵中原大夫是 7 月 27 日和 12
月 4 日分别为我主刀实施股骨头置
换术的。

我不会忘记的是，那两日的手术
量实在超出我的想象。12 月 4 日的
手术量，骨关节科护士站的黑板上清
楚地写着，14人次。我是中午后做完
手术被推回病房的，而赵大夫分明在
手术台上站立整整一天了，晚上 7

点多下手术台后，依然在第一时间到
病房看望手术后的病人。他千叮万
嘱再次强调术后护理注意事项。12
月 4 日，我术后的当晚，他下了手术
台来到我床前，不失幽默地将我的双
下肢微抬起比量着，风趣地说：“这
回你的两条腿可是一般齐喽。”听着
他激励人心的话，我好激动。望着他
一脸的汗水和疲惫，我心生无尽感
动，而他却说：“这没什么，很正常，
已经习惯了。”

忘不了术后的每一天：王维光主
任医师带领医生们认真仔细查看患
者。赵中原大夫周六、周日也一大早
先来病房了解术后情况。我想可能
大多数术后病人都会像我一样，特期
盼主任医师查房的那一刻，因为他们
的职位和闪现的人格魅力所持有的
权威性，哪怕是一个温暖的眼神，一
句普通的安慰性语言或解释，都会将
我头天发生在身体上的不适或疑虑
消除，内心舒缓而安宁。

忘不了年轻的赵宇驰医生。他
是我第一次住院时的主管医生，这次
住院虽未见到他，但他在整个负责我
的过程中表现的高素质的工作态度、
工作责任感和善良热情都给我留下
深刻印象。还有这次住院的小李医
生、小闫医生，他们为我跑前跑后，多
次为我换药，严格操作，认真仔细，令
我感动。

刘丹医生是我第二次住院的主
管医生。我和我的家人真没少麻烦
他。人老了，不免多啰嗦，但他总是
无论多忙，有问必答，耐心细致。术
前 2 日，刘丹医生晚值班时查看我
的心电图有问题，即嘱我进行 24 小
时动态心电图检查，我想不通言语急
躁，刘丹医生苦口婆心，用以往术中
术后发生的各种病例，耐心向我和家
人解释此项检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这是对生命的高度负责啊！直到把
我和家人说通，并打电话联系心电图

室，联系内科医生会诊，请求次日一
早就能做上检查。动态心电图做完
后，出报告却需要时间，我焦虑万分，
唯怕报告结果延误而耽误手术，真是
贵院处处有好医生，门诊心电图一位
宋姓主治医生知明情况后热情帮助
了我，以最快的速度将记录输入电
脑，作出诊断结论。当家人将报告取
回，刘丹医生高兴极了。真是碰上了
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的好医生
啊！手术顺利如期进行了，想来好感
激这位宋医生，赵大夫说：“有了内
科医生的会诊意见和动态心电图报
告，我们心中有数了，否则如到了手
术台上，再出现各种问题那就麻烦大
了。”

忘不了 12 月 1 日入院的那些
天，骨关节科病号爆满。我正好被安
排在护士站前的走廊加 44 床，亲眼
目睹了护士们忙碌的工作状态。随
着一声声床头报警器的响起，我非常
佩服的是，即使有几个病人或陪属同
时向护士提问题，护士长李娜和护士
们总能面带微笑来到床旁，耐心解答
病人提出的各种问题，她们以挚诚挚
热的情感，穿梭忙碌于病房和走廊的
所有患者床旁。打针服药前，呼唤着
每一位患者的床号、姓名、查看液体
和药名。术后是护士最忙碌时，她们
搬动着沉重的监护仪，边操作边和陪
属讲述如何观察脉搏、血压和血氧饱
和度，心理疏导让我不要紧张，有问
题或要求都要及时找护士。亲自示
范并教会我和家人术后如何放置和
换冰袋，如何夹着海绵厚垫翻身，不
仅教会如何做，还反复说明为什么这
样做，如患肢为什么只能夹厚垫外
展，不能内收，是防术后的股骨头滑
脱，为什么要早早床上活动是为了防
止下肢血栓，翻身时为什么一定要小
心引流管或包的放置位置不能倒置，
是为了防止引流管脱出和引流液返
流入伤口造成感染等等。护士长李

娜，王婷婷、王培培、段秀杰、高巧平、
张燕燕还有其他各位护士，以她们热
情的服务态度，无微不至的关心照
顾，娴熟的护理技术，让我在住院期
间倍感温暖。感谢你们，美丽的白衣
天使。

尊敬的院领导，我是多年前的下
岗工人，因病痛一直没有找工作，人
间冷暖自不必说，想不到因手术入住
到这么好的科室，遇到这么好的医生
和护士，作为一个普通退休工人，我
感到自己是被尊重的个体，特有安全
感。想到不久的明天，只要我遵从医
嘱，认真进行功能锻炼，我也能像正
常人一样有质量的生活，一种自豪
感、幸福感油然而生。亲友们来看望，
大家都为我高兴。交流中得知，自
2013 年以来，我的亲友们在贵院骨
科相关科室不同时间接受手术 6 人
次，他（她）们手术都非常成功，有的
还记着医生的名字，像邹本国主任、
韩键医生、孙涛主任、高医生等。大
家除了佩服他们高超的医疗技术，更
念念不忘他们高尚的医疗情操和医
疗形象。因此，对贵院的医务人员都
有着无尽的感激之情———再造之恩，
重于泰山！

衷心感谢尊敬的院领导！感谢
你们培养的这样一大批医德高尚、医
技精湛、妙手回春的好医生、好护士！
我会将你们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
努力和付出牢记于心，感恩感德，重
走我的人生路！

住院间，我因急躁而言行不当之
处，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愿烟台山医院蒸蒸日上！
新年将至，祝各位院领导及医护

人员，祝骨关节科的全体医护人员新
年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此致
敬礼！

骨关节科原34床江先生
2018年 12月 16日

“再造之恩，重于泰山！”在烟台山医院的就医经历让他决心重走人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