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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眼科医院

表彰优秀护士

4 轮核酸采集，市第二人民医院累计派出 800 余名医务人员

同心抗疫 致敬最美逆行者
□本报记者 王渊博 文 / 图

本报讯（记者 曹蕊 通讯员 谢亚）日前，
市眼科医院举行表彰大会， 对荣获 2022 年南
阳市十佳护士长、优秀护士、先进护理管理工
作者、优秀院感护士、先进护理团队及医院内
评选出的优秀护士、优秀抗疫护士、护理技能
操作能手等进行表彰。

4 月中旬以来，该院先后举办眼科护理技
术操作比赛、护理健康科普短视频竞赛、优秀
护士评选等活动。 最终，该院 10 名护理人员
荣获“护理操作能手”称号，11 个健康科普作
品分获一、二、三等奖，20 名护士被评选为优
秀护士，10 人被评为优秀抗疫护士。 ③5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那么一群人主动扛起了责任。 在近日开展的 4 轮核酸采集中，市第二人
民医院凝心聚力、勇挑重担，在保障医院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先后派出 800 余名医务人员参与其中，用
奉献担当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守护全市人民的平安幸福。

上门服务 核酸采集有温度
5 月 4 日凌晨，市第二人民

医院儿童健康发展中心主任陶
炳铜接到核酸采集的紧急通
知。 作为采集大组组长，陶炳铜
马上联系每位组员， 连夜准备
各项事宜， 早晨 6 时提前到达
东拐社区居委会， 与社区人员

紧密配合， 完满完成当天的采
集工作。

东拐社区内老旧居民点较
多，有的老人对核酸采集、扫码
流程不熟悉， 有的老人没有智
能手机，采集队员不厌其烦、悉
心指导。 部分老人行动不便、长

期卧床，特别是辖区内黄氏三姐
妹托老院内还有 40 多位托养老
人，陶炳铜和组员、社区工作人
员一道， 上门为老人们提供服
务。 5月 9日，气温骤降，陶炳铜
不顾风吹雨淋， 主动前往托老
院，细致地为老人们采集标本。

拖着伤腿 她奋战在岗位上
手消毒、取棉签、采核酸、放

样本，一系列动作干净利落。 5月
11日上午，在老庄社区金苑如意
广场，该院超声科主任韩玉培正
熟练地为市民进行核酸采集。

该院超声科承担 6 个采样
点的工作，韩玉培明确分工，细
化责任， 不折不扣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 早上 6 点，她准时到医
院领取物资， 带领组员奔赴各
分包网格点投入工作。 为保质
保量完成任务， 他们穿上防护
服七八个小时不吃不喝、 不上
厕所，有的组员忙得嗓子哑了，
有的组员手上被捂出了湿疹，
但他们不叫苦、不叫累。

韩玉培的膝关节曾经做过
手术，不能劳累更不能久站。 一
天采集需无数次起身、 坐下、弯
腰、抬头，一轮采集完毕，她浑身
湿透，双腿僵硬，挪步都困难。

在韩玉培的带领鼓励下，截
至 5 月 11 日， 该院超声科 6 支
小组共核酸采样超 3 万人次。

亲人离世 她依然坚守一线
5 月 11 日 7 时， 该院消化

二病区护士长刘洁羽到达里五
里堡黄河社区采集点。 谁也不
知道，5 月 10 日，她刚失去了疼
爱她的二伯。 一边是二伯离世
带来的巨大悲痛， 一边正值疫
情防控关键时期， 她连夜赶到

家中和二伯简单告别， 又再次
回到疫情防控第一线。

5 月 4 日以来，刘洁羽积极
响应号召， 成为一名核酸采集
志愿者。 为期 4 轮的核酸采集
过程中， 她妥善安排好病区排
班， 要求只要不上班的人员全

部参加到抗疫队伍中。“近段时
间，除了核酸采集工作，医院医
疗救治工作正常开展， 每个人
的工作量都非常大， 经常早晚
连轴转。 虽然很辛苦，但为了全
市的疫情防控， 大家觉得非常
值得。 ”刘洁羽说。

责任担当 青春力量展风采
“这位医生技术特别好，采

样时一点都不难受。 ”在万家园
采集点， 居民孙女士向规培生
尤艺霖竖起大拇指。

尤艺霖出生于 1996 年，她
得知要核酸采集的消息后第一
时间报名，“这种时候， 我们年轻
一代更要积极到一线去，为我们

的城市做点事。 ”
在 4 轮核酸采集过程中，市

第二人民医院全员发动，上下一
心。为了准备充足的采集物资，该
院医学装备部全员通宵未眠；为
了及时收回采集现场的医疗废
物，后勤人员和 120 急救车队相
互配合，在核酸采集任务结束后，

第一时间到各采集点收集并做好
登记，确保医疗废物不遗失。

“24小时连轴转， 有任务随
时叫随时出，其中有很多年轻人，
核酸检测工作展现了当代青年的
精气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医
务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市第二
人民医院副院长黄振阁说。 ③5

市口腔医院

进校园送健康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 通讯员 高艳红）

“同学们，你们一天刷几次牙？ 每次刷几分钟？
这样刷正确吗？”5 月 12 日，市口腔医院“健康
知识进校园”活动走进市第六十五小学。

课堂上， 市口腔医院口腔专家戴笑春通
过牙模为师生代表示范科学的刷牙方法，讲
解如何预防龋齿及如何做好口腔保健， 并进
行有奖知识互动， 生动有趣又实用的内容得
到现场师生一致好评。

据了解， 为落实南阳市卫生健康体育委
员会、南阳市教育局健康南阳行动工作安排，
市口腔医院已先后组织专家前往市第八小
学、市第二十五小学开展活动，本次是巡回活
动的第 3 站。 ③5

卧龙区光武街道

鲜花献给“大白”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通讯员 曹飞）5 月

11 日中午， 在卧龙区光武街道中兴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门前， 街道代表向参与辖区核酸采
集工作的医护人员献上鲜花表示感谢。

“他们早上 6 时就开始在各个采集点忙
碌，5 月以来， 经历前前后后 4 轮全员核酸，
她们的辛苦我们看在眼里。 正值国际护士节
来临， 街道想通过这种方式向他们表示感谢
和敬意。 ”光武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捧着芳香
的鲜花，“大白”们一起在背景板前打卡留念，
刚刚结束核酸采集工作的她们， 将所有疲惫
都化作了欢声笑语。

据了解， 共有来自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全
区 4 家医院的 176 名医护人员参与到支援光
武街道核酸采集工作中来。 截至目前，光武街
道 4 轮全员核酸共釆集 36 万余人次，600 余
名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参与到采集秩序维护、
扫码、测温等工作中，确保了核酸采集工作的
高质高效完成。 ③5

核酸采集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