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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
——来自榆林高新医院养老护理团队的报道来自榆林高新医院养老护理团队的报道

“我的三个小幸福”
——榆林高新医院老年护理一科护士李彦宏小记

文图/本报记者 张国伟

“快快快，赶紧用筷子把舌头压住，防止咬伤。把头偏向一侧，防
止误吸，赶紧叫医生！”7月15日16时45分，高新医院老年护理院的
护士李彦宏，正在对一位癫痫发作的病人进行应急处置。这样的处
置，李彦宏经常遇到，但每次她都有些紧张。

从进入榆林高新医院以来，她先后护理过100多名老人，经验非
常丰富。在抢救结束后，这个朴实的横山姑娘说：“工作中，遇到这样
三种情况时，我就觉得很幸福。”

第一个小幸福——
把输液针扎好

“我们的工作简单规律，都是些护理
老人的琐碎小事。但说实话，我现在的
工作量，是我之前工作量的5倍以上。”

2015年，李彦宏实习时，感觉护士
的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只是上大夜班
时有点瞌睡。2017年3月，李彦宏进
入高新医院后，才发现工作没有她想象
的那么轻松。交接班、基础护理、基础
治疗、处理医嘱、办理出入院等等，时间
表上的工作，可以从早晨8点一直排到
下午3点。7个小时一个班，李彦宏在
每个病房要至少出入5次，一个班随随
便便都能走上万步。

“老年人的护理，和年轻病人的护
理不太一样。”李彦宏说。老年病人因
行动不便，需要特别注意压疮。有位全
身瘫痪的老人，因家属不懂护理常识，
导致老人臀部形成4厘米深的压疮。
进入高新医院后，李彦宏特别注意这位
老人的护理，每天数十次清洗、换药、翻
身，目前老人的压疮正逐渐康复。

“因为老年人的血管脆、弹性差，输
液时间长了血管会硬化，所以给老人扎
针非常难，能顺利地把针扎好，是我感
觉最幸福的事情。”李彦宏说。一位叫

李生喜的老爷爷，因为消化道出血，不
能从口中进食，只能插胃管、输营养
液。老人非常瘦，血管也不好找，又害
怕扎针，他一哆嗦扎好的针头就会被破
坏掉。有一次夜班，半小时针头都没扎
进去，病人疼，李彦宏也跟着着急。最
后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把针扎好，看着
液体顺利输入老人的体内，两个人都舒
了一口气。

第二个小幸福——
看到老人们的笑容

在两年的护理工作中，李彦宏印象
最深的是，第一次给老人收拾卫生。那
次，一位老人的生活护理员去吃午饭
了，老人想去卫生间，结果把床单、被罩
和衣裤全弄脏了。李彦宏带上口罩、手
套，给老人清理干净，换上了床单被
罩。清洗完后，她跑到卫生间吐了，整
整一天没有吃饭。“说不反胃是假的，我
自己的父母、祖父母，都没有给他们收
拾过。”收拾完之后，老人不好意思了：

“小李真麻烦你了，我真的控制不住了，
真的非常感谢你啊。”李彦宏笑着安抚
了老人，继续忙她的工作。

在高新医院，虽然能受到及时的
医治和生活上的护理，但老人们还是
觉得孤单。为此，高新医院和很多单

位联系，让志愿者们也能在老人的康
复中出一把力。今年的重阳节，医院
就和一所幼儿园联合举办了一场敬老
表演，现场气氛非常好。有几位老人
坐在座位上还扭起了秧歌，让李彦宏
忍俊不禁：“你看看，这几位老爷子虽
然腿脚不能跳，还可以坐在椅子上扭
秧歌，人老心可不老。”当天，老人们还
收到了许多小礼物。回忆起当时的情
景，李彦宏笑着说：“有时老年人就和
小孩子一样，收到一些小礼物就会非
常开心，吃饭打针都会很配合。这时，
我们也会觉得甜蜜。”

第三个小幸福——
看到老人抢救成功

每次去给老人们护理，老人们都要
忍不住絮叨几句家里的事情。一来二
去，哪位老人家里有几个子女，做什么
工作，小孙子在哪里上学，李彦宏多少
知道一点。“在这里，护士和老人们沟通
交流的多，都有了感情。”李彦宏说。

住院的老人，需要抢救是常有的事
情。每次大抢救，需要叫家属时，李彦
宏都有些紧张。每次从抢救室出来，围
上来的家属眼神里都是期待。“最害怕
的是抢救不过来，你刚推开门，家属一
看你的表情，就知道老人已经走了，他
们眼神里那种失望、悲伤，真的感觉非
常‘扎心’。”经过抢救，状态恢复正常的
病人也不在少数，这时，李彦宏就会感
到非常幸福。

2月16日8时30分，84岁的苗亚
梅老人忽然休克。早班李彦宏交班时，
还问了老人一句话，老人没有回应，她
在老人床前连续叫了几次，老人都无法
回应。李彦宏赶紧通知医生，开始抢
救。经过抢救，老人的各项生理指标都
回复了正常，李彦宏和家属悬着的心才
算落下来。

“每个生命都有终止的一天。”李彦
宏说自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尽管见
惯了生离死别，但她希望她照顾的老人
们，都可以多活一天、多快乐一天。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他们的一言一行时刻影响着孩
子的健康成长，贾纾悦的公益之路
便是在父母的熏陶下开启的。

贺家川镇薛家园村王姚则老
人是贾纾悦妈妈帮扶的贫困户。
老人今年70多岁，孤身一人，生活
拮据。每次她妈妈去贫困户家中
走访，只要有时间，她都坚持一起
去。“老人上了年纪，无依无靠，我
觉得他很可怜，为他做点力所能及
的事是应该的。”贾纾悦说。

每次来到老人家中，贾纾悦总
是忙个不停，给老人洗衣服，打扫
卫生，还嘘寒问暖，询问老人的身
体状况。寒冷的冬天，她给老人带
去越冬的衣物：炎热的夏天，她给
老人送去避暑的食品，为老人平静
的生活带来阵阵暖意，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好少年尊老敬
老的优良品质。

核心提示
在神木市，有这样一位自信有爱、热情阳光、

品学兼优的女孩：她热衷志愿服务、默默传递爱
心，她小小年纪，却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并获得2019年陕西省“美德少年”
荣誉称号，她就是神木市第二中学八年级（26）班
的贾纾悦。

陕西省陕西省美德少年贾纾悦：

热衷公益的爱心“小达人”
文图/本报通讯员 马瑞

学习中，贾纾悦刻苦勤奋，努力学
好每一门功课，成绩优异，经常帮助班
里的“学困生”。当他们遇到不会的难
题时，贾纾悦总会以自己的耐心和热
心，不厌其烦地辅导和讲解，直到其他
同学弄懂为止。“贾纾悦同学在我们班上
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班上开展的各
项活动，她总是第一个举手，踊跃报名参
加，还经常为同学们讲解一些习题，是大
家公认的热心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八年级（26）班的苏宇鑫同学说。

贾纾悦爱好广泛，经常利用周末

和节假日，学习舞蹈、钢琴等，在她的
不懈努力下，先后通过国舞专业十级
和钢琴七级，获得陕西省第十四届“春
芽杯”中小学生艺术比赛舞蹈组二等
奖等众多奖项。

此外，她还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在
同学和亲友中积极宣传自己的环保知
识。她利用家中回收的小物件制作了
一个手电筒，获得第九届“环保之星”
全国小学生科技大赛二等奖。

贾纾悦的语文老师李婷说：“贾纾
悦这个孩子，学习特别刻苦，也肯钻

研，经常问老师一些问题，在和同学们
的交往中也特别有爱心。对于班集体
活动，她总能积极参加。同学们有困
难，她能够及时地帮助，老师和同学都
很喜欢她。”

点点滴滴的小事，是她作为陕西
省“美德少年”的最好诠释。贾纾悦坦
言，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她会继续
用实际行动热衷公益事业，尽自己最
大努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将
爱心和互帮互助精神传递给身边更多
的人。

8岁时，贾纾悦便开始担任神木市博
物馆的志愿讲解员。通过不断练习，如今
的她讲解非常流畅，受到很多人的夸赞。

“别看她只是一个10多岁的孩子，讲解起
来有模有样，领悟能力和讲解水平有了很
大提升。”神木市博物馆工作人员说。

在博物馆担任志愿讲解员期间，
贾纾悦能落落大方地与大家分享丰富
的历史文化知识，带动了更多的小朋
友走进博物馆，增长学识，充实自我，
为成长打好基础。此外，贾纾悦还先
后参加了神木市葵花节、红碱淖旅游

节等大型志愿服务活动，成为志愿者
服务行列的一道靓丽风景。

“我觉得作为一名学生，首先要把功
课做得更好，在不耽误功课的前提下，我
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多做些公益事业，
将爱心传递下去。”贾纾悦说。

刻苦勤奋 多才多艺

热衷公益 传递爱心
心怀感恩 尊老敬老

神木市文明办

举行中华经典诵读
本报通讯员倪超全报道 11月20日，由神木市文

明办主办的中华经典诵读“十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走进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与广大职工来了一场不
期而遇的“相逢”。

本次文明实践活动特邀请榆林学院国学教育研究
中心主任、榆林市国学经典悦读协会会长吕波，为广大
职工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国学教育解读。吕波以
《国学教育成就卓越人生》为题，用传统文化经典阐述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同时吕波组织职工
吟诵了中文经典诵读书目《孝弟三百千》。

榆阳区桃源路社区

“创文”路上 你我同行
本报通讯员王雯雯报道 为提高辖区居民对我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参与度和支持率，近日来，桃源路社
区积极动员辖区商场工作人员、个体商户、居民参与到文
明创建工作中来，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创建的良好氛围。

11月以来，桃源路社区工作人员走上辖区主干道
十字路口，劝导居民文明过马路，遵守交通规则；走进
街头巷尾，对占道经营、乱摆乱搭建行为进行制止；同
时，还挨门逐户向商户和居民宣传创文知识，呼吁大家
积极支持配合创文工作；并走进德来客时代广场，利用
商场晨会时间，引导商场员工学习创文应知应会，倡导
大家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
文明人。

米脂县妇联

开展反家庭暴力宣传活动
本报通讯员刘于嘉报道 11月24日，米脂县妇

联开展了“反家暴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标语、现场讲解、发

放宣传品等形式进行宣传，并向市民发放了以《妇女权
益保障法》《法律援助条例》《婚姻法》等法律条文为主
要内容的宣传资料500余份。

榆阳区鸳鸯湖社区

德和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启动
本报记者马露露 实习生张占林报道 11月22

日，鼓楼街道鸳鸯湖社区德和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正式
投入运营，当天就吸引了六十多名社区老年人前来体验。

据了解，该中心内设幸福厨房、每日健康、快乐驿
站、照护之家、理发小屋、中医理疗、文化活动等服务功
能区并配置相应设施和网络平台，可给老年人提供各
种综合性服务。此外，中心还配有2名服务人员、1名
专业理疗师，既满足了老年人日常照料的需求，也为街
道辖区及周边老年人群体服务提供了便利，真正让他
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榆阳区新楼社区

开展“小手拉大手
共创文明城”活动

本报通讯员陆换梅报道 11月26日下午，新明
楼街道新楼社区联合榆林市第一小学，开展了“小手拉
大手，共创文明城”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50余名小学生，50余名志愿者手里拿着
宣传单、倡议书、劳动工具，深入居民巷道院落，向辖区
居民讲解创文知识并发放宣传资料。

百年小康路 健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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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宏在电脑上填写病历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