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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文化

日前，烟台山医院团委联合烟台
大学外国语学院团委，在烟台大学开
展了以“传承五四精神，共筑青春梦
想” 为主题的健康义诊志愿服务活
动。

烟台山医院团委书记张国瑞、行
政第一党支部张渝宁、骨科苏情、神
经内科田升军、妇科刘洁、皮肤科马
海丽、耳鼻喉科李臻、口腔科焉妍等
8名青年志愿者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很多大学生都有 “手机依赖
症”，骨科医生苏情接诊了多名因为
低头玩手机不看路而扭伤脚的青年
大学生，苏大夫建议伤者去医院拍一
下患处的 X 线片，检查排除骨损伤，
如果是单纯软组织损伤，短时间内需
要冷敷，抬高患部，减轻水肿；如果韧
带肌腱撕裂较重或者有游离小骨片，
则需要经过专业医生检查诊断才可
以考虑下一步治疗方案。苏大夫提醒
大家，“放下手机，专心走路。”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义诊现
场，皮肤科马海丽是接受咨询最多的
医生。大学辅导员胡老师是其中一
位，她说，“自己刚工作那会儿皮肤
很好，这几年工作压力比较大，而且
自己对自己要求也比较高，总想把负
责的工作做到最好，其他人跟不上自

己节奏就特别着急上火，脸上痘痘
‘此起彼伏’。”马大夫问诊之后，判
断胡老师主要是压力太大导致内分
泌有点紊乱，加之化妆品使用不当，
建议她“一定要调整自己工作状态，
舒缓压力，暂时少用化妆品，建议使
用医用护肤品，并在医生的指导下配
合以药物治疗”。痤疮是不少大学生
要面对的另一种“美丽的烦恼”，马
大夫建议这部分大学生首先要把好
饮食关，少吃刺激性大的食物，平日
化妆不宜太浓，“还有一点非常重
要，那就是不要熬夜，养成良好的作
息习惯”。

2014 年，烟台山医院挂牌成为
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生志愿服
务基地，医院与大学连续多年开展志
愿服务共建活动。大学生周末来医院
做导医志愿服务，医院团委组织志愿
者到学校开展义诊活动、健康讲座，
讲授急救知识、艾滋病防治常识，深
受教职工和大学生的欢迎。

【团委】

传承五四精神共筑青春梦想
烟台山医院志愿者到烟台大学开展健康义诊活动

5 月 18 日，烟台山医院党委
行政第一党支部联合骨科、内科、
门诊党支部，组织党员代表到芝罘
区海岸路社区参加东山街道的
“红色星期六———党员动车巡回
服务行”活动。

烟台山医院骨科实力雄厚、技
术领先。社区群众得知骨科专家张
树栋、邹本国前来义诊，纷纷前往
参加。两位专家在现场为大家做了
初步检查，并结合 CT、MR等影像
学检查结果回答了患者关于骨性
关节炎、椎管狭窄等疾病的提问，
并提出了合理化、个体化的治疗建
议，还手把手地教大家如何预防骨
质疏松，怎样进行康复锻炼；中老
年人是脑卒中发病比较集中的群
体，神经内科专家王英在现场教大
家如何通过“FAST”口诀快速识
别脑卒中，并告知一旦发生脑卒中
怎样通过“溶栓地图”找到合适的
溶栓医院、取栓医院，以在最短的
时间内赢得救治时间，挽回生机。

专家还对群众比较关心的中
医保健、糖尿病与高血压防治、颈
腰腿痛缓解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
现场解答，对用药安全、心肺复苏
及家庭急救技术等进行了普及教
育。当天上午，共对 120多名居民
进行了测量血压以及基本身体情
况检查，累计接待义诊群众 200
余人，发放医院就诊流程、网上预
约宣传彩页以及健康安全宣传手
册 300 余册。真正将了解群众诉
求、解决群众困难落到实处，切实
保障了“双管双责” 活动取得实
效。 【行政第一党支部】

我院党员走进海岸路社区
开展健康义诊活动

在春意盎然、万物勃发的五月，
烟台山医院举办了以“内铸品质，外
塑形象，共逐美好新‘愿’”为主题
的 5·12 国际护士节表彰暨庆祝活
动。

今年国际护士节的主题是 “护
士：引领之声———人人享有健康”。
近四年来，“引领”一直是国际护士
节不变的主题，而烟台山医院的护理
工作也一直在不断引领、不断规范的
道路上行进。近年来，医院实现了又
好又快发展，在院领导的支持和全院
护理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护理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效，护理理念不断更新，
护理工作逐步规范，护理制度不断健
全，护理水平不断提升。抓常态、重

落实，在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和三级甲
等妇幼保健院复审中得到了专家组
的高度认可。

大外科护士长们的舞蹈 《我和
我的祖国》，拉开了晚会的序幕。紧
接着，工作 30 年及以上仍奋斗在临
床一线的护理前辈们，走上舞台，接
受大家的致敬。当被鲜花和掌声包围
时，她们的眼中闪耀着泪光，最美好
的 30 年青春，献给了医院，献给了
护理事业。

晚会上，“持续质量改进成效
奖”获得科室 ICU、肝胆胰外科、产
二科、手术室、肿瘤内一科、急诊科，
“最佳微课奖”获得者纪蓬辉、郑亚
娣、顾宁、姚克兢、李芸香、张倩，“中

医护理实践最佳成果奖” 获得科室
南院外科上台接受表彰。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护理部带来
了红色题材舞蹈《万泉河水》，熟悉
的旋律响起，仿佛又看到了那一抹鲜
红；南院外科通过“陈皮”护士为患
者排忧解难的小品，反映出中医中药
的博大精深；血透室林崇亭主任一展
歌喉，带领科室全员再次登上护士节
的舞台；产科严倩主任带领团队翩翩
起舞，《今夜无眠》；ICU 医护配合，
表演了《让爱在这里传递》，给大家
带来了无尽感动；感动过后，男丁格
尔喜舞社带来了舞蹈串烧 《舞才纷
呈》，换来阵阵掌声。

整台晚会的舞蹈形式多样，洋溢

的笑容、摇曳的裙摆，都展示着护理
人员的自信与向上。节目中既有急诊
科青春靓丽的《致青春》，一身校服，
回归校园，又有南院护士长的《中年
阵线联盟》，如何应对中年的烦恼；
既有柔美抒情的《不忘初心》，又有
动感活泼的《燃烧我的卡路里》，更
有大内科护士长带来英姿飒爽的
《草原起舞》；既有供应室带来的
《时装发布会》，展现独特的幕后风
采，看看我们如何认真地搞艺术，又
有南院大科民俗节目《伴新娘》，骑
着毛驴，扭起来。

互动环节的竹竿舞，大家踊跃上
台，跃跃欲试；手术室的三句半和
《最美的时尚》，让我们看到了绿衣

天使的才华和高尚，无影灯下的坚
守；志愿者用诗朗诵的方式展现了对
志愿服务的热爱和坚守。

整场晚会在舞蹈《不忘初心》中
落下帷幕，院领导与演员们合影留
念，记录下最美的五月天。

四月芬芳美如画，如火五月情胜
诗。漫漫人生路，悠悠天使情，护理工
作是平凡而伟大的事业，感谢医院提
供的平台，我们满怀豪情、立足岗位，
以新院区建设为契机，奉献人生绚烂
的青春，绽放天使的光辉，朝着我们
更高更远的方向，大步向前。

【护理部】

烟台山医院举办国际护士节表彰暨庆祝活动

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在烟台山医院手术
室，由丽波护士长和她的护理团队与临床医生携手奋
战，在无影灯下，数十万名病人在这里远离病痛；他们
匠心独具，创新骨科机器人手术配合模式和手术器
械，让手术更精准、更微创；他们每天工作至少十余个
小时，为了抢救病人，他们不分昼夜，风雨无阻，他们
怀揣“救死扶伤”的梦想，如一缕神圣的光，驱走病魔，
让患者重获生命之春。

高强度的技术与体力的挑战

烟台山医院手术室共有无菌手术间 13 间，43 名
护士，其中副主任护师 4 名，主管护师 13 名，成立了
关节置换、创伤、脊柱、腔镜、外科、运动医、骨科机器
人组等 7个专业组，为全院手术的顺利保驾护航。

人命关天，手术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差错，为保
障手术的质量、高效与安全，手术室护理团队苦练内
功，每年举办“比赶超”技能操作比赛，从中查找不足，
持续提高专业技能；在由丽波护士长的带领下，他们
用心观察每个配合的细节，对每个操作都精益求精，
手术室操作规范化、同质化，严格考核，人人过关。

早上 7 点，烟台山医院的手术间已经开始忙碌起
来。每天有百余台手术在这里进行。每个房间都有至
少 5 台手术，有的房间甚至达到十余台手术，其中高
难度、高风险的脊柱侧弯矫治手术长达 13 个小时，这
对手术室护士是高强度的技术与体力的考验。手术室
护士长由丽波向记者介绍手术室护士的现状：“手术
室的护士们，每天至少工作十几个小时，中午吃饭时
大家都是趁两台手术的间隙扒拉两口，因为经常吃饭
不及时，长时间站立手术，好多护士都有胃病、静脉曲

张。而且护士们为了手术，经常披星
戴月，所以我们不仅是绿衣天使，更
是‘月亮天使’、‘钢铁天使’。”

勇于创新追求手术卓越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高龄、高
难度的复杂手术大幅度增长，因此对
手术室护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
此，手术室加强内涵管理，培养护士
的临床批判性思维能力，不断地发现
问题，通过开展品管圈，提高了手术
效率和质量。细化手术护士专业化，
培养手术室专科护士团队，手术护士
实现精细化管理。

随着国际领先的第三代骨科机
器人“天玑”的引进，手术室护理团
队成立了机器人小组，系统培训，并
在张树栋院长的指导下制定了烟台
市烟台山医院骨科手术机器人应用
护理配合 - 股骨颈骨折临床操作规
范、骨盆骨折临床操作规范、脊柱骨
折 3 个临床操作规范，实现手术配
合同质化。针对手术器械的不足，手
术室创新设计制作了 X 线全透托手
板、腕舟骨手术支架，保障了骨科手
术的高效开展。并采取措施将术中
X 线透视次数由平均 15次降到了 9
次，机器人手术时间也控制在平均 1
小时以内。同时为更好地配合手术，

方便手术医师操作，减少病人的创
伤，任少亮自主设计的“患者示踪器
无创固定装置”“机器人手术足部固
定装置”“外科手术升降支架”均已
在临床应用，使其原来的微创改成无
创，得到患者和临床医师的好评，并
且已经申请了国家专利。至今已配合
医生进行了 600 余台机器人手术。
小组的每一位护士身兼数职，变身机
器人工程师、放射技师，同时掌握手
术护理、机器人操作的理论与实践知
识及放射影像，成功地将股骨颈骨折
手术平均手术时间由 90 分钟缩短
至 50 分钟，标志着手术室护理团队
开启新纪元。

无论是举家团圆的节日里还是
深夜睡梦中，只要急诊电话一响，手
术室的护士们立即穿上衣服冲出家
门。一切以病人为中心，把抢救病人
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让手术患者满
意，让手术医师满意，是他们一生的
承诺。每当听到麻醉初醒的那声含糊
不清的“谢谢你们”，亦或是看到手
术成功时同事们会心的一笑时，就是
他们无限幸福与满足的时刻。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这是烟台
山医院手术室护理团队不懈的追求。

【宣传科 手术室】

烟台山医院手术室：绿衣“钢铁侠”

舞蹈《我和我的祖国》 光荣工作 30年及以上的护理工作者 舞蹈《万泉河水》

手术室由丽波护士长严格带教年轻护士手术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