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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风波 目送同仁援鄂抗疫

李昕

礼乐齐鲁古风尚，仁义侠骨自飞扬。

庚子鄂地传疫讯，急忙，装备整顿入行囊。

相拥无语轻抚慰，转身，小儿不舍泪千
行。此去自知万般苦，却是，抗疫功成方回乡。

卜算子 咏医

丛树贤

年刚过庚子，暖春已来到。
本是春光无限好，奈何新冠闹。

闹也不畏惧，白衣天使傲。

齐心协力援鄂楚，只待传捷报。

庚子年春援鄂行

李伟

庚子年逢新冠，全国抗疫一片。党护

群众靠岸，人民不愧党盼。感人事迹层出，
和谐故事频现。洪志请缨先，寇医不怕难。

雪芹不作红楼梦，只系病人安。小飞莹雪

兆，梦里不等闲。聪慧少年孙者到，不负医
者报。千金散尽不还，只愿君安相告。

水调歌头 元夕抗疫

卜晓丹

难事终有毕，举国克时艰，全员奋力

一线，不畏倦与寒。满月悬空高挂，礼花炮
竹连天，元夕亦不眠。疫存誓不归，遥祝家

人安。逆向行，肯担当，紧牙关。国事为重，

舍小为大勇向前。艰难困苦虽在，誓言犹在
耳边，使命在肩。吾辈仍奋进，正气壮河山。

2月24日，农历二月初二是传说龙抬头的日子，也正是这一

天，北大医疗淄博医院驰援湖北医疗队员孙少慧与她女儿李妍

蕾，隔着手机屏幕度过了一个简单却意义非凡的生日“聚会”。
医院领导得知2月24日，是出征“英雄”孙少慧女儿李妍蕾12

岁生日。母亲远在荆楚大地，女儿身居齐鲁大地。妈妈不在身边，
医院就充当起了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桥梁”，为她们精心准备了

一场特殊的生日，与特别的生日祝福。

经过前期准备、周密筹划，为孙少慧女儿李妍蕾订购“专属”
生日蛋糕，购买生日礼物。生日这天，医院党委书记郭宗新一行

敲开了孙少慧家的门，给孩子送上了精致的礼物与温馨的祝福。

女儿李妍蕾惊喜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谢谢叔叔、谢谢阿姨。没想
到妈妈不在家，会有这么多人陪我一起过生日。谢谢大家！”

孩子生日，母亲的苦日。父母的小棉袄李妍蕾，同样为妈妈
孙少慧准备了生日蛋糕，献上了一首歌，祝福妈妈每天快乐。听

着孩子送给自己的歌，外表坚强的孙少慧，还是没有忍住对女儿

的思念，好几次悄悄拭去了眼中的泪水。

孙少慧老公李洪霖为妻子和女儿点燃了生日蜡烛，孙少慧

隔着屏幕陪着女儿一起吹灭了蜡烛。“生日快乐，宝贝！虽然这个

生日，没有我的陪伴，但有这么多人陪你过生日，关心你，这个生
日更有意义！”

孙少慧老公李洪霖谈起孙少慧时不由眼眶湿润了。“12年
了，少慧既要忙工作，又要顾家里，付出了很多。这次又出征湖北

支援一线，给孩子树立了一个榜样，诠释了非凡职业的责任与担

当。老婆，在鄂州要注意防护，我会把家里照顾好，你尽管在鄂州
大展拳脚，等你凯旋的时候，我们给你接风！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平安回来！老婆，我爱你！”

虽然相隔千里，只能通过手机屏幕传递感情，但女儿李妍蕾
一字一句，都让远在荆楚大地的母亲孙少慧感动落泪。“每天晚

上都会想妈妈，甚至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当我得知妈妈在
鄂州吃得好、睡得好，我就很安心。妈妈能为国家出一份力，我和

爸爸、奶奶都为妈妈感到自豪，为了让妈妈能安心在鄂州工作，

我会加倍努力学习，也让妈妈将来能以我为傲！” 赵志楠

疫情期间，保洁人员在医院各区域严格执行一室

一巾，病房门把手、走廊扶手，一天多次消毒……他
们用自己的专业技能、辛勤劳动，为患者的健康保驾

护航。 宁秀梅

2月24日，医院工会联系发型师，上门为员工免
费提供专业理发“福利”，为员工们送上一份诚挚的

关怀，让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轻松”上阵。

马艺华

为进一步方便门诊就医者，缩短患者非就医等候
时间，“健康淄博”网上预约诊疗服务正式开始了，

门诊就医者可根据需要在“健康淄博”医疗健康栏下

预约挂号诊疗服务系统，预约门诊专家和就诊时间。
胡素红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院感科联合医教科、护理
部、后勤保障部等科室积极参与发热门诊相关准备工

作，在防护用品紧张的情况下，他们亲自动手清洗、
改造可循环使用的分体式防护服等防护用品，支援发

热门诊的临床一线人员使用，保证了发热门诊工作人

员的健康安全。 赵帅

自2月1日起，健康体检中心医护人员驻守在医院
门口两侧，为来往行人做卡点扫码，防护信息登记等

工作，成为了医院的第一道疾控防线。 崔爱玲

图 片 新 闻

“妈妈你快回来吧，我想你啦！”
——— 一场相隔千里的特殊的生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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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外科开展高龄患者膀胱结石钬激光碎石术

近日，泌尿外科开展一例膀胱结石钬激光碎石手术。
83岁的李大爷，既往有高血压病、冠心病等慢性病病史多

年。泌尿外科团队参考其病史及化验检查结果，考虑其为前列

腺增生导致长期尿潴留，从而继发膀胱结石，存在手术指征。
结合患者身体状况，泌尿外科专家讨论后制定了手术方案。与

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后，选择行经尿道膀胱结石钬激光碎石手
术。在术中发现患者膀胱内有约20×15mm桑葚状结石，应用

钬激光光纤将其击碎为粉末化及细小颗粒。应用冲洗器将结石

全部冲出，手术时间仅为半小时，患者术中生命体征平稳，手
术效果满意。李大爷术后第2天便下床活动，排气后逐步恢复

正常饮食，患者及家属对住院及手术效果非常满意。 徐海龙

神经外科手术治愈垂体脓肿患者

近日，神经外科成功治愈一名垂体脓肿患者。
65岁的孙阿姨，半年前出现头晕头痛，核磁共振证实垂体

占位，先后辗转多家医院治疗。神经外科主任周永军接诊了孙

阿姨，仔细听取患者病史后，建议患者行手术治疗。周主任告
诉孙阿姨，从影像学资料上来看是出现了少见的“垂体脓

肿”，如不手术，脓肿一旦破溃，会引发颅内感染，死亡率很
高。孙阿姨及其家属听了之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

同意手术治疗。

周主任带领神经外科团队，精心为患者进行术前准备，在显
微镜下证实为垂体脓肿，并将脓肿完整切除。随后应用抗生素抗

感染，将脓肿扼杀在摇篮中。术后孙阿姨恢复良好，无任何并发

症，康复出院，她还特意送来感谢信，表示感谢。 冯乐

ICU成功为患者进行人工肝代替治疗

近日，重症医学科成功为一名肝硬化、脾大14年的术后患
者进行人工肝代替治疗。

该患者间断出现便血等症状，多年求医，多方治疗，效果欠
佳。患者在重症医学科治疗期间，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寇金柱通过

查阅患者病历及询问患者病史，与患者家属沟通后，果断给予患

者人工肝替代治疗，积极应对患者出现的病症。在患者的积极配
合以及科室的多方位监测治疗后，患者经过两次人工肝治疗，病

情得到了明显的好转。该患者现已转回普通病房继续接受治

疗。 马振

科 室 动 态

序号 捐赠人 捐赠物资 数量 序号 捐赠人 捐赠物资 数量

1 山东新华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红外测温仪 2个 23

山东铝业有限公司润溪水厂

瓶装水 100箱

2

山东铝业有限公司

电动喷雾器 15个 24 鲜奶 400袋

3 护目镜 30个 25 酸奶 810盒

4 KF94口罩 200个 26 天津市润奕华康商贸有限公司 医用防护面屏 20个

5 N95口罩 500个 27 阿斯利康员工冯光宇 75%酒精 1桶（25升）

6 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90包 28 山东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聚维酮碘手消毒液 20瓶（250毫升）

7 水鞋 18双 29
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复方西羚解毒片 720盒

8 一次性鞋套（长） 300双 30 山东乔甫君商贸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手术衣 100件

9
国药器械山东医学检验有限

公司
一次性医用口罩 4000个 31

淄博杨帆国际留学咨询有限

公司

方便面 10箱

10
国药控股淄博有限公司

一次性口罩 600个 32 八宝粥 10箱

11 一次性防护服 8个 33 抽纸 15箱

12 爱心人士 安睡裤 60包 34
山东齐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卷纸 15提

13 山东谷淦食品有限公司 谷淦福气粥 80箱 35 牛奶 15箱

14

机电城小郝螺丝

方便面 6箱 36 面粉 15袋

15 消杀喷雾器 2个 37
北京众绘虚拟现实技术研究

研究有限公司
一次性医用口罩 200个

16 压力喷壶 9个 38
山东釜香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纯甄酸奶 10箱
17 北大方正人寿 人身保险 保额50万/732份 39 红富士苹果 10箱

18 泰康养老山东分公司 人身保险 保额20万/857份 40 爱心人士陈先生 一次性PVC检查手套 1箱（10盒）

19 山东维解码文化传媒 蒙牛牛奶 30箱 41
山铝第二氧化铝厂

波尼亚礼盒 10盒

20 华润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一次性手套 200副 42 燕麦片礼盒 10盒

21 陈宁宁（普外科） 安睡裤 75包 43 湖南康寿制药有限公司 麻杏宣肺颗粒 300盒

22 淄博宇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医用隔离眼罩 20个 44 淄博众生医药有限公司 84消毒液（500毫升） 150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