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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1日，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
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孟冬、院
长赵家军以及医院领导班子成员深入临
床一线，向护理人员表达了节日的祝贺，
并将护士节特刊、鲜花送到每个病房，为
获奖团队及个人颁发荣誉证书并同大家
合影留念。

院领导们深入病房、手术室、急救中
心、重症医学科等临床一线科室，向护理
人员送上节日的祝福，对广大护理人员获
得的荣誉进行现场表彰，并和大家合影留
念。院领导们指出，过去的一年，广大护
理人员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演绎着精彩、
在坚定守护与勇往直前中诠释着奉献、在
护佑群众健康的道路上展现着担当。院
领导表示，明天是国际护士节，代表医院
向大家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并祝大家节
日快乐！

院领导的肯定与关怀使广大护理人员
倍感温暖、倍受鼓舞，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
热情，病房里洋溢着美好的节日气氛。护
士们纷纷表示，一定不辜负医院领导的期
待与厚望，将始终秉承专业、自信、合作的
发展理念，用严谨、细致、认真的专业态度，
用细心、耐心、善解人意的职业素养，践行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初心，在省医
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书写新的辉煌，为人
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贡献更大的力量。

附属省立医院护理系统现为山东省
护理质量控制中心挂靠单位，并先后获评

“临床护理专业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全
国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重点联系医
院”、“全国巾帼文明岗”。团队现有护理
人员 3000余名，拥有国家级及省级专科护
士 300余名。广大护理人员始终坚持以科
学理念与方法改善护理服务，将护理人文
与专业有效融合，以优秀的专业素养、精
湛的专业技术赢得了患者认可与社会赞
誉，连续五年荣膺全国品管圈大赛一等
奖，患者对优质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保持于
99%以上，获评“复旦大学循证护理中心
证据应用基地”。省医护理在强化自身建
设的同时，更是充分发挥区域引领作用，
护理人员在国家级护理专业委员会承担
副主任委员、委员等职务 10余人，在省级
护理专业委员会承担主任委员职务 20余
人，在建立健全专科护理制度标准、提升
专科护理服务品质、促进专科护理持续进
步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为推动我省护
理事业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附属省立医院

病房里的节日问候

党委书记孟冬走访慰问东院手术室 院长赵家军，党委委员、副院长李乐平走访慰
问急救中心

5 月 12 日上午，山一大一附院（省千
佛山医院）召开 2022 年“5·12”国际护士
节庆祝大会。党委书记王一兵，党委副书
记、院长胡三元等院领导班子成员，党总
支书记、职能部门负责人、全体护士长及
受表彰护理代表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胡三元作总结讲话，副院长许翠萍主持。

胡三元院长代表院党委和行政向全
院护理人员致以节日的祝贺和慰问，向大
家长期以来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对
护理系统多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
肯定。他同时指出，2022年是新时代、新
征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是党的
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十四五”时期的关键
之年，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
程的开局之年，希望全院护理人员进一步
强化服务理念，进一步深化优质护理，进
一步加强护理学科建设，为实现特色强院

目标贡献护理智慧和力量！
会上，党委副书记刘亚民宣读了医院

“双人心肺复苏操作技能比赛”获奖名单；
总会计师张永征宣读了医院“护理典型案
例分享比赛”和“护理科普大赛”获奖名
单；副院长、工会主席刘效良宣读了医院

“‘天使风采’摄影作品大赛”获奖名单。
院领导上台为获奖人员进行了颁奖。

护理部主任季红作了护理工作汇
报。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援沪医疗队节
日祝贺视频以及护理人日常工作微电影。

颁奖结束后，部分获奖优秀典型案
例和科普作品进行了展演，以微视频作
品展播、文艺节目演出的融合形式，为大
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科普盛宴，推
进健康教育工作的社会化、群众化、常态
化，助力全民健康意识和科普教育水平
提高。

第一附属医院
召开2022年“5·12”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

5月 10日，在第 111个国际护士节来临
之际，为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歌颂广大护理
人员的英勇战“疫”精神，发挥先进典型的示
范引领作用，第二附属医院举办了以“凝聚
护士力量 守护人类健康”为主题的“5.12国
际护士节庆祝表彰大会”。院领导成员曹铭
锋、肖强、王俊勤、张洪涛、杨朝霞、房振胜、
刘志超，党总支书记、各职能部门及科室主
任、护士长、受表彰护理人员代表及护士代
表200余人参加大会。全院临床一线护士通
过钉钉直播共同观看表彰大会。现场连线
了援沪医疗队、援济南核酸采集医疗队 144
名护理人员，通过“云端相聚 遥寄问候”的方
式，泰安、济南和上海三地共庆护士节，云端
相聚，互送祝愿，共期凯旋！

会上表彰了山东省好护士、最美护士、
优秀护士，泰安市最美护士、优秀护士，以及
医院优秀护士长、优秀护士、优秀护理教学
老师和最佳南丁格尔志愿服务组织、最美南
丁格尔志愿者。医院领导向受到表彰的集
体及个人颁发了荣誉证书。

5月 12日，第二附属医院班子成员曹铭
锋、肖强、杨朝霞来到各临床科室，走访慰问
临床一线护理工作者，向全院护理同
仁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他
们深入援沪医疗队员所在科室走访慰
问，了解科室工作情况，叮嘱大家守护
好家园，做好后援工作，以实际行动为
援护医疗队员提供支持和力量。

近年来，第二附属医院护理工作
者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记在心、扛在肩，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
召，奋战在抗疫一线，从严从细抓好常
态化精准防控，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从武汉到上海、从威海到滨

州到济南疫情期间，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刻，
你们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大爱情怀，扛起最重的担子、啃下
最硬的骨头，在救治患者、提高新冠肺炎治
愈率和降低死亡率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战“疫”篇章。同时，全院
护理团队秉承南丁格尔精神，恪守“敬佑生
命 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的职业精
神，落实医院“一手抓疫情防控不松懈、一手
抓正常诊疗不放松”的理念，全心全意为人
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护理服务，推动了医
院护理、教学、科研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优质护理服务病房实现全覆盖，“一科一品”
品牌战略全面铺开，新标准下等级医院评审
顺利通过，智慧化护理助力“匠心暖护”优质
护理服务品牌，“智慧一零零”、床旁出入院
系统全面提升就医效率和服务质量，受到群
众广泛赞扬，收获了来自国家、省市的多项
表彰。护理学被评为山东省临床重点专科，
在全国大学生医学技能大赛护理赛道比赛
中获得华东赛区特等奖、全国银奖的好成
绩，连续 6年荣获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
务总队“活力团队奖”。

第二附属医院

“云端相聚 遥寄问候”

在第 111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山东
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山东省医学科
学院附属医院）举办了以“关爱护士队伍 护
佑人民健康”为主题的护士节表彰庆祝活
动。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院党委班子成员、各科室主任、护士
长、医护人员代表及受表彰人员80余人在现
场参加此次活动，各科室在线上组织观看。
活动由院长盛立军主持，副院长吕宝玉宣读
表彰名单，党委书记徐忠法作致辞。

党委书记徐忠法代表院党政领导班子，
向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全体护理同胞们致以
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他表示，护理工
作是医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凡而伟
大，任重而道远。护士作为最贴近患者的医
务工作者，时刻用冲锋在前、担当使命、平凡
工作和接续奋斗诠释着护理职业精神。近
年来，全院护理人员用智慧和双手守护患者
健康，用初心和热爱拓深优质护理，用精耕
专业推进学科建设。他希望，全院护理工作
者砥砺奋进新征程，凝心聚力再出发，以奋
进的姿态和优质的服务谱写医院高质量发

展的新篇章，打造一支有专业、有温度、有情
怀的护理团队。

院长盛立军再次向全院护士天使们表
示节日的祝贺和由衷的感谢。她表示，护士
是医疗战线最年轻的群体，是卫生健康的重
要力量，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
院护士始终坚守岗位，勇往直前，忠诚地履
行救死扶伤、服务人民的重要职责。希望今
后继续发扬“以人为本”、“舍己为人”、“无私
奉献”的精神，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满意的护
理服务。坚持创新理念贯穿护理工作始终，
用扎实的护理工作成效助推医院创新发展。

会上，副院长吕宝玉宣读山东最美护
士、山东优秀护士、优秀护理单元、优秀护士
长、第二届“十佳护士、演讲比赛获得者、第
四届护理创新比赛获得者名单 ,参会领导为
以上获奖人员进行了颁奖。

颁奖结束后，庆祝5·12国际护士节文艺
汇演拉开了帷幕，三句半、演讲、祝福等节目
精彩纷呈，护士姐妹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
式，诠释了对职业的热爱及无畏艰险、勇往
直前的抗疫精神。

第三附属医院

关爱护士队伍 护佑人民健康

为庆祝第111个国际护士节，弘扬南丁
格尔精神和伟大抗疫精神，展示护理队伍
爱岗敬业、创先争优、积极进取的精神风
貌，激发护理职工爱岗敬业、积极进取、勇
于奉献的工作热情，5月12日，附属肿瘤医
院开展了“关爱护士队伍，护佑人民健康”
护士节庆祝活动。院领导班子成员、临床
及职能部门负责人、护士长、总带教及各科
室护理代表出席现场活动，援沪护理职工
以线上形式参加，活动由副院长王哲海主
持。

于金明院士在致辞中对全院护理工作
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并对护
理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近年
来，我院护理队伍建设不断优化、临床护理
质量不断提升，为医疗工作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保障，成为疫情防控工作的中坚力

量，为我院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突
出贡献。希望全院护理工作者珍惜
医院发展的大好形势，聚焦患者新
期盼、新要求，树立远大理想，练就

过硬本领，勇于创新，争取在临床医疗、科
研创新、人才培养等各项工作中实现新的
突破，为医院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哲海副院长在主持讲话中对我院护
理工作给予充分的认可，认为我院护理工
作的省内、国内地位和影响不断扩大，引领
着山东省肿瘤护理专业的发展，希望医院
广大护理工作者继续发扬山肿精神和“四
大基因”，勠力同心，开创护理工作新局面。

活动表彰了 2021 年度“优秀护理单
元”、第八届护理技能大赛获奖者 、第四届
微课大赛获奖者、第六届护理科技创新项目
获奖者、最美大白-核酸检测奉献奖获奖
者。颁奖环节由护理部副主任孟英涛主持。

5月12日上午，于金明院士、许培文书
记前往病区及质子中心为一线护理职工送
上蛋糕和鲜花，并致以节日的问候。

附属肿瘤医院

举办庆“5·12”国际护士节活动

附属眼科研究所 2022
年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隆

重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

附属青岛眼科医院院长谢

立信教授及院领导班子出

席本次会议，会议由护理

部主任韩彦凤主持。

院长谢教授讲话，向

辛勤工作在临床一线的护

士们表示节日的慰问并致

以崇高的敬意！

党委副书记乔镇涛、

党委委员林萍为“青岛好

护士”获评人员颁奖,副院

长 周 庆 军 、孙 伟 、郭 振 为

“疫情防控技能展示”获奖

人员颁奖,最后，值此国际

护士节来临之际，再次祝

愿每一位辛勤工作的护理

人员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幸福美满，让我们一起守

护光明，共创光辉灿烂的

明天！

附属眼科研究所

举办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

谢教授为“山东优秀护士”获评人员颁奖

王婷副院长代表医院向全体护士
致以节日的祝福。她表示：“5 月的泉
城，焕发着新的生机与希望！济南疫情
防控阻击战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这与在
座各位和全体护理同道的奉献与拼搏
密不可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
聚集在这里，共同回望南丁格尔为开创
现代护理事业所做的非凡贡献，共同见
证省眼科医院护理工作者的传承创新，
共同开启新时代‘护理人’的崭新征
程。”

与会的所有人共同观看了由宣传
科配合制作的护士节短片，短片的一幕
幕记录着医院护理团队奋战在济南抗
疫一线，用白衣之躯筑牢泉城防疫之
堤，用责任和担当践行党和国家交托的
重要使命。

随后，进行护士节摄影比赛评选活
动，荧幕上的一张张照片，配合着主角
们的一句句讲述，叙述着抗疫战场上一
幕幕感人的故事。面对每一次的任务
安排，这群白衣天使们，人人奋勇争
先。他们中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有刚刚
结 婚 不 久 的
新郎新娘，有
需 要 照 顾 老
人 的“ 顶 梁
柱 ”，有 刚 刚
摆 脱 学 生 身
份 不 久 的 00
后 …… 但 他
们更是党员，
是 医 务 工 作
者，是冲锋在
前 列 的 抗 疫
先 锋 。 在 预
检分诊处，护
理 志 愿 者 平
均 每 天 进 行

数千人次的体温检测，行程码、场所码
校验。工作量大,中途不能间断,他们当
班期间通常不喝水不去洗手间,尽职尽
责完成每个班次预检分诊任务,确保出
入人员安全检查无一疏漏。在核酸检
测点，派出的护理人员每天要进行近十
小时的鏖战，汗水湿透重衣；在隔离点，
这些白衣天使尽职担当坚守十余日夜，
更是要负责清扫、消毒、安装、维修、打
水、送饭……“客串”起护工、保洁员、搬
运工、联络员的角色。

今年的护士节庆祝会是一场别样
的庆祝会，是观众最少的一次庆祝会。
我院近半数护理同仁仍奋战在隔离点、
社区核酸采样等抗疫战场，大家分处多
地用实际行动迎接 5·12护士节!庆祝会
现场，没等到切蛋糕，接到社区核酸采
样人员仍不足的通知，医院又派出数名
护士前往五里沟街道进行核酸检测支
援。

在动人的音乐声中，与会领导为医
院最美护士代表颁奖。

山东省眼科医院

举办“最美天使，不忘初心”护士节庆祝大会

▲致敬逆行，白衣天使 （附属省立医院东院脊柱外二科病房 刘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