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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的高温天气，没有阻挡住

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相反大家正

干得热火朝天、如火如荼。0 . 5毫升
的针剂打进身体只需要几十秒的时

间，但是在几十秒的背后包含着无

数医务工作者的默默付出。今天，
让我们一起走进北大医疗淄博医院

接种点，了解疫苗接种背后的那些

故事。

打好疫苗接种攻坚战

当前全民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正

紧锣密鼓地进行，大规模的人群接

种疫苗工作是当前疫情常态化防控
赋予北大医疗淄博医院的新使命。

在保障医院工作正常运行的情况

下，医院举全院之力每日抽调医护
人员及党团员志愿者全力保障经开

区疫苗接种工作。
6月22日，医院院长曲勇、党委

书记郭宗新率班子成员带领相关部

门负责人，来到南宿舍社区卫生中
心、南定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新

冠 疫 苗 接 种

点，送上了茶
叶、西瓜等慰

问品，送去对
员工的一份关

怀，表达一份

心意。曲勇院
长说：“大家

在默默无闻中

保障了居民的
安全和健康，

感谢你们的辛
勤付出！在接

种 疫 苗 的 同

时，一定要做
好防暑工作！”

据曲院长介绍，下一步，医院

将继续做好疫情防控演练、 疫苗
接种及接种工作人员的防暑降温、

关心关怀工作。

身先士卒坚守岗位

作为一个临时接种点，各方面
的设施有限，人员流动也比较大。

医院疾病预防与卫生监督科副科长

张建永作为接种点的总指挥，充分
发挥了管理协调能力，做好接种点

的各项管理保障工作。“我高血压

能不能打？”“我糖尿病能不能
打？”……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不

知要回答多少遍，“务必要做好三
查七对，严格按规范做好安全接

种……有问题及时叫我”，一遍遍

地叮嘱，遇事仔细询问，耐心解
释，为的就是让大家安心、安全的

进行接种。张科长血压高，为了不

耽误工作进程，不得不随身携带降

压药，以备不时之需。在繁重的工

作强度下，短短1个月，体重下降了
10几斤。

张科长告诉我们，北大医疗淄
博医院的两个接种点，一天的工作

人员有20多个人。接种点的工作每

天都是紧张忙碌的，接种工作时间
不确定，最晚的一次，回到家已经

夜里12点多了，即便如此，所有接

种保障人员无一有怨言，从没有迟
到早退。

接种现场有条不紊

“麻烦说一下您的名字、身份

证号码以及电话号码，请问有过敏
史吗？……”6月20日，父亲节这

天，我们在南定镇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所接种点看到，长长的队伍从院
内一直排到了大门口张南路的人行

道上。

南宿舍社区卫生中心接种点临
时负责人翟林奖介绍说，在这个接

种点有10多个人“前后方”共同忙
碌。其中，信息登记处有4名医务人

员，接种处有4名，留观处有两名，

医疗保障处有两名，2名医务人员在
疏导群众，还有些“机动”人员，

一旦出现排队人员多等情况，“机

动”人员就会第一时间“补缺”。
药械科科长王玉芬作为医院机

关“党员志愿者”，也积极为大家
提供着疫苗接种的登记工作。据她

介绍，医院不仅临床人员参加疫苗

接种，门诊、机关党支部也每天派
出党员群众协助疫苗接种工作。在

山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马秀萍主

任耐心地帮助医务人员做着登记等

工作。当得知有人口渴了，她急忙

为他们到来了温水；协调接种者到
“阴凉”排队观察等。

精心组织及时总结

“为了方便群众接种第二针，

我们专门建立了微信群。”南定镇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接种点临时负

责人李艳迪指了指墙壁上张贴的微

信群二维码，对记者说道，“刚开
始，有些居民需要接种第二针时，

我们都是电话通知，但因为来医院
接种的群众比较多，电话通知的工

作量太大，还有些群众因为有事无

法及时接听电话，错过最佳接种时
间。为了及时提醒居民接种第二

针，我们按照日期建立相应的微信

群，等到第二针接种时间，会在微
信群里统一通知。”

同时，记者了解到在北大医疗

淄博医院接种点，医务人员在完成
当天疫苗接种工作后，还会及时总

结当天接种情况。“我们入库的疫苗，
出库的疫苗以及接种的疫苗必须统

一，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负责，更

是对广大群众健康的负责。”李艳迪
告诉记者，“另外，我们还会及时了解

当天在接种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情

况，及时总结，精心组织、科学高
效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送来西瓜表示感谢

“不用紧张，放松些！接种后

当天不要洗澡……”看到前来接种
的年轻女孩神情有些不自然，正在为

她接种的接种点临时负责人翟林奖

耐心地开导和提示，缓解女孩的紧张

情绪。“我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3年

了。”翟林奖说，多年的工作经
验，让她能从容面对情绪紧张的居

民，耐心开导，让大家放心接种。
而就在上周，一个下午时间，

共接种新冠疫苗286剂次。“这是我

接种疫苗最多的一次。” 翟林奖
笑着表示，接种完自己的胳膊都快

抬不起来了。

翟林奖告诉我们，连续高温的
一天，接种点收到了3个大西瓜，是

一位接种完疫苗的阿姨送来的。阿
姨说大家很辛苦，你们的工作很伟

大！简单的话语，真诚的礼物，让

所有的医护人员心里一暖，感觉一
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的医护人

员服务态度真的很好，都很体
贴！”来自山铝苹果园社区的李女

士告诉记者，“知道我晕针后，医

护人员温柔耐心地分散我的注意
力，帮我按压，紧张和恐慌一下子

烟消云散了！”
朱凤霞 翟林奖

一封感谢信背后的“口腔保卫战”

6月21日，一面锦旗、一封感谢信、一张

医患的合影出现在北大医疗淄博医院一家人的
微信群中，字里行间都表达了患者对口腔科主

任毛亮以及医师史珂的真挚感激，获得了众多

点赞。
时间倒转回端午假期，本应是合家团圆的

日子，仇女士却忧心忡忡。原来仇女士两岁的

孩子不慎摔伤，导致两颗门牙脱出断裂，再加
上嘴唇破裂，鲜血直流，年幼的孩子因为疼痛

一直大哭大闹。

仇女士一家在淄博新区居住，随即立马带
孩子到距离最近一家医院进行就诊，然而接诊

的医师对孩子伤情进行诊断后，却告知病情严
重处理不了，建议转院治疗。听到这个消息后

的仇女士感到被绝望包围，作为一个母亲，看

着在怀中大哭、流血不止的孩子，仇女士万般
焦急、不知所措。就在这时，仇女士的朋友帮

她联系到了北大医疗淄博医院的口腔科主任毛

亮。所谓医者父母心，毛亮主任在得知孩子伤
情后，立即放弃了休息时间，以最快的速度赶

到医院。

“当时，毛主任一边告知我们医院的位
置，一边对我们进行安慰，同时并告知牙齿脱

位的临时处理方式。”仇女士激动地说。

毛亮在赶赴医院的路途中同时紧急联系了
史珂医师，让其连夜赶回医院，共同为孩子进

行牙齿复位和缝合。同为母亲的史珂，孩子还

不到一岁，正在喂奶阶段，得知消息后，立即
将孩子交给家中老人照顾，毫不犹豫地赶往医

院。
“当我们从淄博新区赶到北大医疗淄博医

院时，毛亮主任和史珂医师已经在急诊等待着

我们了。”仇女士说。孩子办理住院、核酸检

测的整个过程都在毛主任的带领下迅速办理完
成，孩子也在第一时间推进手术室进行治疗。

在手术室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下，他们对

孩子进行牙齿复位、口腔缝合。经过4个多小
时的手术，凌晨12点多终于完成了手术。这名

两岁幼童的门牙终于成功保住了。

仇女士听说，手术结束后两位医生回家
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她怀着满满的欣喜

与感动，决定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感
谢，于是便有了开头一面锦旗与一封感谢信

的故事。

“我要再一次感谢毛亮主任和史珂医师精

湛的医术、富有责任心的态度以及优质的服
务！”仇女士将锦旗送到医务人员的手中时

说，“祝北大医疗淄博医院越来越好！”
赵志楠

“七一”党的生日，医患互送惊喜

7月1日，建党百年之日，北大医疗淄博医

院收到了一面印有鎏金大字“建党百年兴盛

世，初心德技志不渝”的锦旗。患者家属拉着
工作人员的手激动地说：“非常感谢大家，感

谢神经内科二病区钟涛主任以及所有医护人员

对我母亲的精心治疗、护理、关爱以及对她的
帮助。”

正值"七一"，透析室里一名拥有75年党龄
的老党员在做治疗，医护人员得知这一消息

后，悄悄地为老党员准备了一份礼物——— 纪念

章。"这枚纪念章，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
任。"今年92岁的老爷子捧着沉甸甸的纪念章

说开心地说道。"我虽然年纪大了，但还要为

青年一代讲好党史故事，希望他们保持、发扬
好革命精神，听党话，跟党走。" 王梓园

疫苗接种背后的故事

医 患 和 谐

一份鼓励一份情

（上接第一版）【采访】黄蕾：抓素质、强业
务，我们一刻都不敢放松，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命关

天。医院聘请了20多名北京大医院的知名教授和专
家定期来院坐诊、查房、手术，开展了很多个微创

技术。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北京知名专家

的诊疗和服务。
【解说】2020年至今，北大医疗淄博医院通过

国家“爱婴医院”复审、国家级胸痛中心认证、山

东省“卒中防治中心”认证，创建为山东省“癌症
规范化诊疗病房”，山东省“优质服务单位”。

【采访】黄蕾：我们向党承诺，将继续全心全
意服务于患者，继续加强医疗质量与安全，推进医

疗学科建设，为健康淄博、健康中国贡献北大医疗

淄博医院的力量。
【采访】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党委书记郭宗

新：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医院

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医院将在全面
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同时，全面聚焦学科与技

术、服务品质、精细化运营管理3大战略，抓好9
项攻坚项目、18项重点工作的落实，提高综合服

务能力，让社区群众看病就医更方便、更舒适、

更满意。为经开区、淄博市医疗卫生健康事业的
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

100周年。

端午佳节来之际，为了让住院患者感
受到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医护人员的关爱，

各科室在主任、护士长的带领下，为住院

患者送上了粽子、香囊……粽香弥漫在医
院的每个角落。

普外/肝胆外科医护人员为大家准备了
香囊及五彩手绳，并亲自为病人佩戴。在

送出惊喜的同时也收获了惊喜，一名普外/

肝胆外科出院患者沈阿姨，一早就为大家
送来了热腾腾的粽子和喜糖，这个端午

节，不仅有开心还收获了感动。

端午节当天，颈肩腰腿痛诊疗中心主
任彭昕带来了满满三大包热乎乎的粽子，

原来是彭主任岳母包的大黄米粽。随后医
护人员将带着满满情谊，满满祝福的粽子

送到了病房，粽香瞬间飘满了颈肩腰腿痛

病房，都说这是“岳母牌粽子，吃起来格
外香甜”。

康复医学科医护人员为住院病人及家

属送去了热气腾腾的粽子及亲切
慰问，让每个人都品尝到粽子的

香甜，在仲夏的日子里平和安

康，祝愿病人早日康复！
中医诊疗中心主任及护士长

带领科室医护人员，将自制的中
药香囊，送给患者。香囊寓意健

康吉祥，悠悠艾草香，绵绵情意

长，芬芳的香气映衬着患者喜悦
的脸庞。

肿瘤科医护人员为住院患者

送去了鲜香的粽子，并致以节日
的问候和祝福，让患者感受到医

护人员“用爱奉献，用心守护”
的精神，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阿姨，端午节马上来了，

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了粽子，祝大家端午
节安康！”收挂处的工作人员，为办理业

务的患者及家属送上一份承载着爱心和暖

意的粽子，浓郁的粽香飘满了整个门诊大
厅，用小小的粽子传递浓浓的关爱。

张宇

“粽香迎端午”——— 送您一份特殊的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