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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医专二附院（市五院、市骨科医院）

全市护理战线的同志们：
云霞开锦绣，万物启芳华。在这万木葱翠、生机勃勃的美好季节里，全市广大护士迎来了自己的节日——“5·12”国际护士

节。世界卫生组织将2020年定为“国际护士和助产士年”，我国今年主题为“致敬护士队伍，携手战胜疫情”。在此，我们向常年奋
战在临床一线的广大护理工作者及其家属亲人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真诚向你们道一声：“大家辛苦了！”

心存大爱，描绘护理人员最优秀品质；蓬勃有为，传承护理工作最深厚内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市广大护士积极
响应党和国家号召，白衣执甲，逆行出征，英勇无畏地投入疫情防控第一线：在发热门诊、隔离病区、援鄂一线……到处都有

你们忙碌的身影。你们是父母，是妻子、丈夫，是儿女……但在疫情面前，你们是身着白衣战袍的“战士”，是一群和死神
赛跑的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你们舍小家为大家，出色完成了各项救治任务，创造了患者零死亡、医务

人员零感染的骄人战绩，展示了我市广大医务人员义无反顾守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大爱精神，是“新
时代最可爱的人”。

奋斗的汗水刚刚拭去，新的征程，梦想永不止步。唯有奋斗才能不负使命，唯有奋进方能成
就未来。希望你们继续发扬南丁格尔精神，以新的使命、新的担当，务实重干，铿锵前行，把

真诚和爱心无私奉献给每一位患者，奋力开创健康漯河建设新局面，合力谱写新时代
漯河卫健事业奋勇争先、出彩添彩的绚丽篇章。

衷心祝愿全市广大护理工作者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工作
顺利，阖家幸福！

党委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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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霞开锦绣，万物启芳华。在这生机勃勃的美好季节，
我们迎来了第109个“5·12”国际护士节。我代表医院领导班
子向奋战在护理一线的天使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并向你们
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工作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关心支持我院
护理工作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

过去的一年，柳江医院迎来了建院二十周年，也迎来了医院
发展新的里程碑。2019年4月，医院成功转型为柳江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积极参与全国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并在11月代表河南
省基层医疗机构顺利通过了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的考评验收，2020
年4月，医院被河南省卫健委验收批准为首批社区医院。这些成
绩离不开医院护理团队的辛勤付出、乐于奉献和勇于担当。

柳江医院秉持“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理念，
注重护理质量提升和护理人才培养，多策并举强化护理队伍
建设。邀请省、市级护理专家进行指导培训，坚持每周开展

“优质护理日”活动，为病人洗头、剪指甲，落实一张笑脸、一
声问候、一番介绍、一束鲜花、一杯牛奶“五个一”服务，在服
务提升上制订一系列优质服务措施，并开展护理礼仪培训、
护士节知识竞赛等活动，医院塑造了一支技术、服务、作风优
良的护理团队。

绵绵细雨，润物无声。柳江医院可爱的白衣天使们用饱
满的工作热情、充满阳光的微笑和温情的话语，为病人带去心
灵上的抚慰，无愧于这一光荣的职业。

南丁格尔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今后的工作中，相
信你们一定会继续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忠于护理
事业，用你们娴熟的操作技术给病人带去身体的安康。

在芳菲浸染的五月，我们的护理工作者跟随着青春的步
伐，迎来了“5·12”国际护士节，我谨代表漯河市精神病医院
领导班子向辛勤工作在临床一线的全院护理工作者致以节
日的问候和诚挚的慰问!

漯河市精神病医院是一所集医疗、科研、预防、康复为一体的
以治疗精神心理疾病为主的专科医院，承担着漯河市精神卫生工
作、郾城区精准扶贫项目、漯河市“三无”流浪人员的收治托养等
工作，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其中严重精神障碍管理与治疗工作各
项指标综合评分在全省一直名列前茅，并在全省会议中多次作经
验分享；精准扶贫项目的实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省、市领
导多次到我院视察和指导，二十多家新闻媒体转载报道。自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后，医院的心理援助热线和心理援助云平台全面免
费，为社会大众进行心灵护航。这些都离不开护理工作者的努力
和无私奉献。

医院一直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在护理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护
理工作逐渐步入规范化、科学化轨道，他们用严谨的态度、精湛
的技术、炽热的爱心无私奉献，抚慰被病痛所折磨的患者，用智
慧和真情换得生命阳光的绽放。在工作中，他们心怀大爱，秉持
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护理事业的热爱，承受委屈与误解，用真诚奉
献书写着自己的芳华，完美诠释了“坚韧、无私、宽仁、精进”的医
院精神！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为促进我院护理事业发展，实现
医院的提升和发展，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我将和

大家一起，携手同行，努力拼搏!
衷心祝愿全院护理工作者及家人们健

康、平安、快乐!

五月春意浓，白衣展风采。
在这生机盎然的季节里，在朝着打造豫中南区域性医疗

中心、建设“健康漯河”目标而奋斗的进程中，我们迎来了第
109个“5·12”国际护士节。在此，请允许我们代表医院领导
班子向全院护理工作者说一声：“你们辛苦了！祝你们节日
快乐，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漯河市中心医院是我市医疗行业的龙头，也是一座拥有
百余年历史的名院。在医院光辉而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一代
代护理工作者薪火相传、砥砺前行，秉持医者仁心，始终护佑
着人民群众的健康、守护着万千生命的安危。

平凡的护理岗位闪耀着南丁格尔精神的光辉！今年的
护士节值得被铭记。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我院护理团队主动请缨，积极投身抗疫一线，他们值守在医
院发热门诊、防控卡点，进驻我市新冠肺炎隔离病区，驰援疫
情重灾区武汉，与全市护士一道，以实际行动构筑起阻击疫
情的坚实堡垒，践行了白衣天使的初心、使命，以较高的专业
素养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良好的医疗服务保障，赢
得了患者、家属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肯定。其间涌现出的许多
先进典型人物，受到了省、市的表彰。

我们坚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漯河医专、市卫
健委的精心指导下，我院护理团队及广大干部职工将更加牢
固树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医疗服务理念，严守常态化疫情
防控“一个底线”，立足本职，爱岗敬业，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
平，为打造豫中南区域性医疗中心、建设“健康漯河”、护佑人
民群众健康再立新功。

春华秋实，芳菲五月。在这美丽的季节，第109个“5·12”
国际护士节向我们悄然走来。在此，我们谨代表漯河市中医
院党委领导班子向辛勤工作在临床一线的全院护理工作者
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

近年来，我院广大护理工作者在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
2020），认真继承和发扬南丁格尔“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精
神，秉持“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围绕医院重点工作，不
断完善规章制度和服务流程，倡导人性化护理管理。以点带
面，培养中医骨干护士，突出中医特色，引导护理人员做好职
业规划，提高护理人员的职业自豪感。不断加强管理、拓展
服务范围、开展延伸服务，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在平凡的
岗位上，护理工作者以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为患者带去
安慰和希望；以高尚的职业道德、严谨的工作态度，为广大人
民群众的健康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尤其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我院护士舍小家
为大家，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奋战在救治第一线。她们采取
辨证施护，为患者进行耳穴位贴、穴位按摩以及指导中药正
确服用等，缩短了患者住院时间，为健康中国、为我院高质量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前程灿烂，使命在肩。希望你们继续
发扬“厚德、精医、致和、创新”的院训精神，在技术上精益求
精、在服务上热情周到、在态度上耐心负责，为促进我院护理
事业发展、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推进健康漯河建设做出
更大的贡献。

衷心祝愿全院护理工作者及其家人们健康、平安、快乐！

市二院（市儿童医院）始建于1956年，是一所集医疗、科
研、教学、预防、康复为一体的国家城市二级甲等医院，挂牌
漯河市儿童医院、漯河市口腔医院，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漯
河市儿童医疗中心，是漯河市儿童急救中心、漯河市危重新
生儿救治中心、漯河市儿科医联体理事长单位。医院建筑面
积达7.5万平方米，可开放床位950张。

多年来，医院护理工作者传承南丁格尔精神，秉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敬
业奉献。随着医院专业分科越来越细、服务对象和范围越来
越广泛以及人们对健康的需求进一步提高，我院的护理团队
在理论水平、专业技能、应急处置、沟通协调等方面也快速提
升。全院护理团队积极转变护理理念、创新健康教育模式、
增强质量管理意识、提高护理管理水平，全面落实以病人为
中心的责任制整体护理工作模式，病人满意度得到了提升。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我院护理人员积极投身其
中，迎难而上，快速应对，确保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
全。

新时期医院护理工作要以质量安全为根本，优化优质护
理服务、积极拓展护理服务领域，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
健康服务。继续弘扬无私奉献精神，爱岗敬业，不忘初心，树
立良好的护理服务意识，与患者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以爱
心、耐心、细心、责任心服务病人，为全市人民的健康保驾护
航，为实现我院新的跨越再扬风帆!

最后，祝所有奋战在护理战线的医务工作者们节日快乐!

当绿色布满大地、花开沙澧两岸的时候，我们共同迎来
一个温暖的节日——“5·12”国际护士节。在此，我们谨代表
漯河医专三附院（漯河市康复医院）领导班子和全体干部职
工，向辛勤工作在临床一线、奋斗在护理工作岗位上的白衣
天使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向为医院建设做出贡献
的护理界全体同志致以亲切的问候，并向你们道一声：“大家
辛苦了！”

一年来，我院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为主题，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扎实推进护理工作，在探索临
床护理服务模式创新、规范医院护理管理、全面实行优质护
理服务、促进护理工作与医院整体发展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护理理念不断更新，护理质量不断提升，医患关系健康和
谐。电话健康宣教 10000 余人次，完成出院病人电话回访
4630人次，上门回访70余次，出院患者满意度达99%；在“全
国康复护理优质案例大赛”（河南赛区选拔赛）中，我院护理
参赛队伍获优秀奖；院内组织开展第一期康复专科护士培训
班，21名护士取得结业证书。护理工作取得骄人的成绩，为
我院增了光添了彩。在此，衷心表示感谢！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院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未
来几年，我们任重道远。为此，我殷切地希望全院护理人员
继续继承和发扬南丁格尔精神，脚踏实地，在服务上主动周
到、在态度上耐心负责，通过不懈的努力和辛勤的汗水，保证
我院护理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创新辉煌！

在这明媚的五月里，我们迎来了白衣天使的节日——
“5·12”国际护士节。在这里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祝贺！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在疫情期间，你们临危受
命，恪尽职守，发扬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和救死扶伤的南
丁格尔精神，夜以继日地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为保护
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忘我工作，付出了艰辛的
劳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你们积极响应我院
的应急机制，主动请缨，闻令而动，用坚守和奉献诠释着医
务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你们是最美的逆行者！在此，我
代表院党委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向你们
道一声：“辛苦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院护理人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
上任劳任怨、恪尽职守、努力工作、无私奉献，为我院的医
疗护理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我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
大贡献。广大护理人员通过职业礼仪及沟通技巧培训、
业务知识培训及考核，勤学苦练基本功，不断提高自身综
合素质，并在工作中主动热情地进行全程优质服务，把辛
劳和困难留给自己，把幸福与微笑让给患者。你们用良
好的职业道德和崇高的思想品质，赢得了广大患者的赞
誉，为医院赢得了声誉，树立了医院的良好形象，医院所
取得的成绩无一不浸透着医院护理队伍每位同志的心
血。

在这里，我再次向全体护理工作者表示最诚挚的感
谢！

在这生机盎然、酝酿收获的五月，我们迎来了第109 个
“5·12”国际护士节。这是护理工作者的节日，也是所有卫生
工作者值得纪念的日子。

长期以来，我院护理人员认真学习南丁格尔精神，秉持
“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以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
认真履行救死扶伤、服务患者的神圣职责；以忠诚的服务理
念、严谨的工作作风和精湛的专业技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地奋战在临床第一线，表现出了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尚的思
想品德。这种勤勉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患者带去了安慰
和希望，为医院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创建工作中，有护理团队的加班加
点、任劳任怨。从标准的学习到制度的修订完善，从任务的细
化到质控的开展，从6S管理的实践到PDCA的落地，我们用微
笑提升服务，用同质化管理提升质量，用质控保障安全。正是
靠着医护团队同心协力、勇争一流的拼搏精神，医院才以优异
成绩顺利通过了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的评审。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我院的护理团队更是以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精神赢得了
全社会的普遍赞誉。正是靠着护理团队的热情、严谨、认真、
负责，我院才实现了患者的零死亡、医务人员的零感染，才为
全县的疫情防控和快速复工复产复学做出了积极贡献。

新的时代，新的使命，新的征程。今年，我们把创建县级
三级综合医院确定为医院的中心工作，确定为全院职工为之
奋斗的目标。使命光荣、征程艰辛，需要我们护理团体、全院
职工咬定目标、不断前行。

最后，祝广大白衣天使节日快乐、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孟夏时节，万物并秀。第109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我们
谨代表郾城区人民医院领导班子和全院干部职工，向全市广大护
理工作者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节日的祝贺！向长期以来关注、支持
我院护理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深深的感谢！

爱无止息，薪火传承。100 多年前，“提灯女神”南丁格
尔用爱与责任树起的精神丰碑，吸引了无数后继者将青春
和热血注入护理工作这一伟大事业。我院广大护理同仁秉
持高尚的职业道德、精湛的临床技能，心怀对崇高职业的敬
畏之心、对患者关爱的赤诚之心，立足岗位、兢兢业业、默默
奉献，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生命之歌。你们白
衣执甲、逆行出征，英勇无畏地投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一
线，用勇气和担当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筑起了一
道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你们不分昼夜坚守在病床
前，奔赴在救死扶伤前线，为广大患者康复、为医院事业发
展、为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为“健康漯河”“健康郾城”建设做
出了重要贡献。

重任在肩，进步动力。“5·12”是护士的节日，在这特殊的
日子，希望我院护理同仁再接再厉、以德为先、以技为本，铭
记南丁格尔誓言，以维护人类健康为己任，牢记职责、不辱使
命，强化业务学习，提升护理质量，注重服务内涵，提高综合
实力，努力开创护理工作新局面，为护佑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为助力医院跨越式发展、为人类的卫生健康事业做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祝愿全体护理人员节日愉快、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在这春意盎然的五月，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疫情，取得
了阶段性的胜利，这一时刻，我们迎来了第109个国际护士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护士积极响应党中央号
召，白衣执甲，逆行出征，英勇无畏地投入疫情防控第一线，
在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新
时代最可爱的人”。在此，我们向奋战在一线的护理工作者
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感谢你们在最危难的时刻
挺身而出、勇敢担当，不论生死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健
康！感谢你们！

回眸过去的一年，围绕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创建为中心，
结合年初制订的工作计划和目标，医院护理部组织成立了四
个护理质量与安全管理小组，每月进行护理质量与安全考
核，保证护理安全，医院全年无一例安全事故发生；每季度进
行全院护士理论及技能考核，将考核纳入科室绩效管理，全
院护士技术水平得到提高；成立专科护理管理小组以及糖尿
病、高血压、压疮、品管圈等小组，各小组每年采取知识讲座、
竞赛、考核等形式，将护理工作贯穿始终，并开展得有声有
色。我们始终在工作中秉持“竭我全力、护佑生命、厚德仁
爱、服务社会”的医院精神，始于主动、基于专业、忠于满意，
用爱心、耐心、精心和责任心做好护理工作。青春由磨砺而
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全院护士团结奋斗、积极向上，展
现出召陵区人民医院护理团队朝气蓬勃的青春风采。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院护理工作者们
将继续发扬南丁格尔精神，以昂扬奋进的姿态书写无愧时代
的壮丽诗篇！

鲜花铺满五月的大地，这是春在绽放它的芬芳。在
“5·12”国际护士节这个美好、神圣的节日里，我谨代表漯
河万安康复医院、漯河金康护理院领导班子和全体干部职
工对奋斗在临床一线，为守护人民健康默默奉献青春和热
情的广大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作为我省医养结合标杆单位，漯河万安康复医院、漯河
金康护理院在医养结合领域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是我市医、养、康、护的首选。护理先驱南丁格尔为我们留
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每个选择护理职业的人用自己的
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去照顾每一位病人。医养结合的
行业特色更是要求护理工作者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
怕委屈。

在“孝慈仁善”的企业文化熏陶下，我院护理工作者真正
做到了“视老人为父母，把病患当亲人”，她们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谱写了一曲曲青春之歌。工作中她们一丝不苟、严格把关，
把病患的健康当作头等大事。工作之余，她们帮老人或病患
梳头、洗澡、喂饭、理发、剪指甲、翻身、扣背、肌肉按摩、心理疏
导……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逆行的白衣天使们用无怨无
悔、无私无畏筑成一道保卫人民健康的“长城”！漯河万安
康复医院、漯河金康护理院的白衣天使为了近200位在院老
人的健康，自愿封闭在院，陪着老人和病患度过了那段时
光，确保了他们的安全和健康。

她们是金康万安的基石，因为有她们，才能全面确保医
疗安全；因为有她们，我们才更有信心让明天更美好！

心理健康云平台

在这百花争艳、欣欣向荣的美好时节，我们迎来了“5·
12”国际护士节。我们谨代表院领导班子和全院干部职工，
向全市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向默默支
持你们工作的亲属们致以诚挚的敬意！

长期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院广大护理工作者继
承和弘扬南丁格尔精神，以严谨的工作态度、精湛的护理技
术，忠诚履行着关爱生命、维护健康的职责。无论是在日常
的医疗护理工作中，还是在抢险救灾、疫情防控、健康扶贫等
急难险重任务中，她们总是舍小家为大家，冲锋在前，为人民
健康和生命安全筑起了坚固防线，为健康漯河建设和医院的
快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院广大护理工作者临
危不惧、逆流而上，义无反顾投身战“疫”一线。无论是在发
热门诊、预检分诊点，还是在援鄂一线，哪里有需要，哪里就
有她们忙碌的身影。10名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中有6人是护
士，她们闻令而动、逆行出征，日夜奋战在武汉抗疫最前线，
展现了新时代护理工作者的勇于担当和良好形象，为漯河增
了光、添了彩。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也是我院创建二级甲等综合医院、推进两个区域中心建设的
关键之年，全院护士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一步增强责任
感和使命感，以崭新的姿态、饱满的热情，为实现医院高质量
发展尽心竭力，为加快推进“健康漯河”建设，谱写新时代漯
河奋勇争先、出彩添彩的绚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五月的沙澧大地，鲜花盛开、生机盎然。在“5·12”国际
护士节来临之际，我们代表医院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向常年
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广大护理工作者及其家属致以诚挚的问
候和美好的祝福，真诚地向你们道一声：“大家辛苦了！”

近年来，我院护理工作者扎实推进优质护理服务，不断
创新护理服务举措，开展护理用具创新、服务流程改造，利用
微信公众平台、“317护”平台，制作推送健康宣教课程、视频，
方便患者及家属了解疾病知识，提高健康宣教的效果和满意
度。通过策划举办创意金点子、健康教育美篇制作、健康科
普教育宣讲、读书报告会、摄影作品展、护理技能竞赛等活
动，有效提升护理人员健康教育、操作技能、科研创新等综合
素质，增强了团队竞争力，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十余项
及河南省各类创新大赛的多项荣誉。在全市率先将“品管
圈”“6S”等质量管理工具应用到护理管理中，先后荣获全国、
省级大奖16个。成功组织举办省、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30
余项，获得省、市级专业比武竞赛奖项40余项，彰显了护理团
队雄厚的教学水平及综合实力。

在年初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我院护理工作者不
惧风险、义无反顾、逆行抗疫一线，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立
下赫赫战功。人民不会忘记，历史将永远铭记。希望全院职
工继续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优良作风，勇于担当、恪尽职
守，为我院创建国家三级甲等医院凝聚强大力量，为保障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后，衷心祝愿全体护理工作者节日愉快、工作顺利、身
体健康、阖家幸福!

激情五月，芳菲无限。在“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
向全院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向长期奋
战在临床一线的白衣天使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面对疫情大考，全院医护人员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纷纷
递交请战书，全院护理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昼夜坚守，与病
魔顽强抗争，用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温暖每一位病患，7
名援鄂勇士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出色完成驰援任务，充分展
现了白衣天使的靓丽风采，彰显了新时代护理人的责任与担
当！

2019年，医院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认真履行公共卫生职
责，不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统筹推进特色专科建设，医
院公益性得到凸显，公众形象逐步提升，专科特色更加鲜明，
医疗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医院建设发展取得的每一分成绩
都离不开广大护理人员的赤诚奉献。多年来，医院广大护理
工作者始终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推行人性化
护理服务，不断提高内涵素养和专业技术水平，以严谨的工
作态度、精湛的护理技术、优质高效的护理服务，创造出不平
凡 的 工 作 业 绩 ，为 保 障 人 民 生 命 安 全 和 身 体 健 康
做出积极贡献。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更是医院把握机遇、乘势而上、创新服务、提升内涵质量
的关键之年，希望广大护理工作者把准人生航向，将个人理
想与医院建设发展紧密结合，在医院建设的不懈奋斗中实现
人生价值，在专业领域不断开拓创新，以创建三级妇幼保健
院为契机，在今后的护理工作中再创佳绩，为医院的建设和
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市中心医院市中心医院（（漯河医专一附院漯河医专一附院））
““55··1212””护士节优秀护理工作者宣誓护士节优秀护理工作者宣誓。。

漯河市中医院开展中医特漯河市中医院开展中医特
色护理新技术培训色护理新技术培训。。

柳江医院开展柳江医院开展““55··1212””护士护士
节护理知识竞赛节护理知识竞赛。。

市三院市三院（（市妇幼保健院市妇幼保健院））护理人员为住护理人员为住
院小患者讲绘本院小患者讲绘本，，消除其紧张情绪消除其紧张情绪。。

漯河医专三附院漯河医专三附院（（市康复医市康复医
院院））评选出的年度护理服务之星评选出的年度护理服务之星
（（部分部分）。）。

临颍县人民医院内训临颍县人民医院内训
师考核现场师考核现场。。

漯河医专二附院漯河医专二附院（（市五院市五院、、
市骨科医院市骨科医院））举行新上岗护士举行新上岗护士
授帽仪式授帽仪式。。 市二院市二院（（市儿童医院市儿童医院））

举办举办““55··1212””护士节心肺复苏护士节心肺复苏
技能大赛技能大赛。。

漯河万安康复医院护理人漯河万安康复医院护理人
员为入住老人做护理员为入住老人做护理。。

郾城区人民医院开展庆祝郾城区人民医院开展庆祝““55··1212””
国际护士节国际护士节““关爱护士心愉悦关爱护士心愉悦 优质优质
护理保安全护理保安全””主题游园活动主题游园活动。。舞阳县人民医院举办舞阳县人民医院举办““55··1212护护

士节技能大赛士节技能大赛。。
市精神病院组织护士市精神病院组织护士

进行临床护理病例讨论进行临床护理病例讨论。。

市六院市六院（（市心血管病医市心血管病医
院院））举行优秀护士表彰活动举行优秀护士表彰活动。。

召陵区人民医院开展召陵区人民医院开展
护理知识培训护理知识培训。。

致全市护理工作者的一封信

漯河市卫生健康生育委员会
2020年5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