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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周口市"最美护士#$市妇幼保健院%市儿童医院&儿科护士长李芳
记者 刘艳霞 通讯员 刘忠 摄影 张东旭

!!!!!!

没有牡丹的富贵!没有玫瑰的夺目!也

没有百合的香气袭人!却透着淡淡的清香!

无声地弥漫着芬芳!久久的!如莲花般""

她就是周口市妇幼保健院 #周口市儿童医

院$的护士!儿科护士长%%%李芳&

李芳像蜡烛一样! 燃烧着自己照亮着

别人!十几年如一日!默默辛勤付出& 她多

次获得医院'先进工作者(称号!并在护理

基础理论与技能操作比赛中获二等奖!演

讲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护理工作在外人看来平凡* 琐碎*简

单!但在李芳眼里却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她

把平凡的护理工作当作事业来奉献""尤

其是儿童护理!既要精心*细心*耐心!更要

用心
!

对待患儿她像慈母!又像幼儿园的阿

姨&为了减轻护理操作过程中儿童的恐惧!

她精心编制出许多故事或取一些活泼的小

名称+如小朋友最惧怕打针!她会把输液描

绘成'捉小虫(

"

离开家长去手术室的小朋

友哇哇大哭时!她会逗小朋友说'你表现得

很棒
!

可以去楼上参观照相(

"

测体温被她描

述成'献爱心!温暖行动(&

她把儿童护理!当成一门精美的艺术!

用心拓垦着*学习着*付出着
!

在这个平凡

的岗位上!李芳传播着善良与爱心!折射出

她人性中的真善美&

她一心扑在基层卫生事业上! 用自己

的言行展示着现代护理的品质! 用先进的

护理技能传播着护理文化! 用周到的服务

诠释着护理的内涵& 她的勤奋*她的睿智*

她的热情感染着每一位认识她的护理姐

妹& 她为提高基层医院的护理服务水平贡

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生活中! 她还向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伸出援手&她走进社区看望出院的孩子,她

常常救济和帮助弱者, 她还以独特的人格

魅力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在平时的护理工作中! 她严格要求自

己!力求精益求精!最大限度地减少病人的

痛苦!给他们力所能及的最大帮助&

#$$%

年
&

月某幼儿园突发幼儿集体食

物中毒事件& 周口市妇幼保健院是定点救

治单位&在院领导统一指挥下!她带领全科

护理人员赶赴救治一线!不畏酷暑!排除万

难!连续奋战& 高峰期每天输液
'($

余例!

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有几名护士晕倒在

工作岗位上& 她们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

困难&在最困难的时候!她鼓励姐妹们咬紧

牙关!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不辱使

命!她们做到了!她们创造了奇迹& 一

个月后患儿全部康复离院&这时!她才长长

舒了一口气!感到身躯疲惫!饥肠辘辘!带

着无比欣慰的心情!伴着皎洁月光!回到久

违的家&

在一次次由痛苦变为微笑! 而又由微

笑变为疲惫时!她渐渐明白!天使灿烂的微

笑后面!隐藏与包含了太多*太多- 作为一

名护士!不仅要有细心*耐心*爱心*责任心

及同情心! 还要有良好的理论水平与操作

技能& 作为一名护士长更必须具备示范带

动的能力!不但要提高自身素质!还要提高

全科护士的整体素质& 不能因为自己是护

士长就不屑费心去做具体的事情! 不能只

指挥不动手&作为护士长!首先要有一身过

硬的技术&

在该院急诊输液室!婴幼儿患者居多&

病情变化快!穿刺难度大!一个孩子最少有

')*

个大人守着! 往往针还没打家属先哭

起来! 这就要求护士不但要有强烈的责任

感! 更要有娴熟的穿刺技术和丰富的理论

知识及良好的心理素质& 在输液中要用心

研究!仔细探索每个患儿血管的特点!才能

真正干好护理事业! 提高穿刺输液的成功

率!减轻患儿的痛苦& 为了练好穿刺技术!

在李芳的带领下!护士们利用业余时间!苦

练基本功&她们互相在手背上练穿刺!毫无

怨言!一年下来!穿刺水平大大提高& 年轻

护士值班的晚上!她经常被叫到医院!每次

都随叫随到!无怨无悔&看到患儿家长由急

切紧张转为感激微笑后她才深深明白!什

么是病人的最根本需求! 她们首先该做好

什么&

'患者的一点小事!对我来说!就是一

件大事!我必须义无反顾地做好& (李芳始

终把自己的责任建立在患者的每一个要求

上!即使这个要求小之又小&夜间患者睡着

后!被子没盖好!她走过去帮助盖好,看到

患者输液时要小便!她主动帮助拿便盆,看

到有些患者把贵重物品随便摆放! 她会告

诉他们注意保管!不要让陌生人进入病房,

患者的一些活动行为不利于治疗和康复!

她会停下手中的活儿! 耐心地告诉他们关

于产后的注意事项和如何进行康复锻炼,

一些患者家庭条件不好! 要求用一些便宜

的药物进行治疗! 她会主动替病人与治疗

医生交流!尽量满足患者的要求&

'$+*

年!在周口市妇幼保健院.周口市

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开创初期!设备配置虽

然齐全先进!但专业人员不足!尤其是护士

长人选还没有定下来& 医院号召在职护士

长踊跃报名!但几天下来没有音讯&时间不

等人啊!望着李院长焦虑的眼神!想着那些

急需救治的孩子! 李芳挺身而出! 毛遂自

荐! 主动要求承担新生儿科护士长这个重

担& 院领导班子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她的

要求&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她带领科室护

士不断学习!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使新

生儿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

同行和广大群众心中享有极高声誉&

有一次! 某医院转来一个出生刚刚
+,

个小时的女婴!该女婴仅
,+

周!出生体重

+-*

千克!呼吸急促!肤色发紫!病情危重 !

家属一度要求放弃治疗& 在这万分危急时

刻!李凤启院长亲临一线 !指挥新生儿科

医护人员积极实施抢救& 时间就是生命!

李芳和大家一起争分夺秒& 在医护人员的

共同努力下!患儿转危为安& 在随后一个多

月的治疗中!李芳带领护士精心护理!仔细

观察患儿的细微变化!及时反馈给医生!积

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李芳和姐妹们的辛勤付出有了回报!

患儿终于康复出院了!家属感激万分!送来

一面鲜艳的锦旗& 在她们的努力下!许多县

乡医院上送的危重新生儿得到成功救治!

周口市妇幼保健院.周口市儿童医院$新生

儿科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 县乡医院上

送的病人逐渐增多! 如今医院新生儿科的

规模在市区名列前茅&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护

士长!她深知这个道理&

针对科室性质复杂!管理难度大!为避

免医疗差错! 提高服务质量! 她协助科主

任!根据护理部及科内工作计划!积极制订

病房管理的具体计划并组织实施& 她随时

认真检查了解病房的护理工作! 督促护理

人员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

程!有计划地检查医嘱的执行情况!严防差

错事故&

她认真细致地做好护士的思想政治工

作! 教育护士要加强责任心! 改善服务态

度!遵守劳动纪律&她积极组织护理查房和

护理会诊!积极开展新技术和新业务,她加

强医护配合!随同科主任和主治医师查房!

参加科内会诊及特殊病例* 疑难病例等的

讨论, 她督促检查护工做好清洁卫生和消

毒隔离工作,认真听取病人的意见!不断组

织护理人员研究并改进病房管理工作&

从事护理管理工作以来! 她深深体会

到!一个科室想求得发展!一定要在服务质

量上下功夫! 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服务理

念*观念的转变& 她每天提前上班!和接班

护士一起搞好科内卫生工作! 整理好病历

夹!作好上班的准备,定时召开晨会!安排

科内人员工作!指出工作中的不足!并督促

改进,严格执行护理工作制度!指导护士搞

好日常工作& 通过一系列的整顿和她自己

的身体力行! 终于使全科在年终被全院评

为优秀科室&

岁月憔悴了红颜! 也见证了她的成长&

'$+.

年
.

月
+'

日! 她成为被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市卫生局命名表彰的
+$

名周口

市'最美护士(之一& 她知道成绩属于过去!

未来的路任重道远& 作为护士长!她明白还

需要做得更多&诗人泰戈尔曾经说过+'天空

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作为一名

护士!她深信丰碑无语!行胜于言&患者在你

心中有多重!你在人民的心中就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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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副院长王芳$护士长李芳在检查新生儿体征

周口市妇幼保健院%市儿童医院&大楼

"最美护士#李芳载誉归来(李凤启院长号召全院职工向她学习

周口市"最美护士#$市妇幼保健院

%市儿童医院&儿科护士长李芳

世界更懂中国经济韧性和潜力
新华社记者 韩墨 谢鹏

盛春时分!中国经济再次感受 '倒

春寒 (& 继第一季度经济增速放缓至

/0

后!国家统计局
12

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前四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

开发投资增速等指标触及历史低位&

3

月的社会零售额和进出口数据也较为

低迷&

过去几个月里!这种'不及预期(的

统计数字一再出现!海外媒体和专家们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走向/ 虽然仍有人偏

好各种版本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和'硬

着陆(预言!但越来越多的专家和机构

开始以更平和*理性和长远的眼光审视

中国经济的肌理与风貌&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这没什么可

惊讶的!它本来也是今年中国政府的目

标(!英国广播公司.

445

$的文章写道!

'更值得惊讶的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

动力+消费超过了投资*服务业超过了

制造业*内需超过了出口(&

在不少海外受访专家看来!中国有

足够的战略纵深抵抗经济下行的压力!

即决策层所强调的'韧性(& 俄罗斯高级

经济学院经济学家布图汉诺夫认为!过

去十几年! 中国经济始终以 '稳健(著

称& 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不仅没有

陷入衰退!还保持了增长!足以证明中

国经济的抗压和抗风险能力&

在法国经济学家尼古拉0巴韦雷看

来!从
166/

年亚洲金融风暴*

7881

年美

国网络泡沫破灭再到国际金融危机和

欧债危机!中国每次都能安然渡过危机

或者率先从中脱身!1关键的王牌就是

这个
13

亿人口的大国能以惊人的灵活

性实施改革(&

巴韦雷的看法与英国 2经济学家3

新近的论断颇为相似& 这家周刊在
3

月

中旬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经济的强健

体魄将得益于它正在进行的1静悄悄的

革命(+在财政*金融和行政三个至关重

要领域推行一系列改革!具体包括放松

对利率* 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

加强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债务清理!

以及减少官僚作风*简政放权等&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丹尼

尔0奥尔特曼说!过去
/

年间!中国经济

增长率其实一直在适度放缓! 从
13,70

降到
/,30

& 1中国经济4新常态5并不是

一个新情况!而是表明中国的发展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为避免收益递减!中国

就必须不断变革! 调整其经济结构!使

其商业环境更具有改革和创新精神(&

变革的中国将有更多的潜能和优

势被开发出来& 英国2金融时报3首席经

济评论员马丁0沃尔夫对此评论说!举

世皆知中国人勤劳*具有创业精神和重

视教育& 眼下中国仍有约半数人口居住

在农村!中国可以通过城镇化!获得生

产率提升的新空间!从而弥补与高收入

国家的差距&

改革创新实践!而不是单纯的增长

数字!日益成为海外人士对中国经济的

核心考量& '如果把4新常态5简单当作

北京创造的用来降低中国经济增长预

期的时髦词儿!那你就错了!(英国2每

日电讯报3的文章说!'中国正主动地采

取全面的深度改革!构建一个增长稍缓

但质量过硬的繁荣社会& (

这篇文章特别提到!为了应对产能

过剩和加快产业升级!中国已把改革和

创新作为 '最强大的驱动力(%%%中央

政府已减少或下放了数以百计的行政

审批事项!为市场腾出更多空间!同时

制定了'中国制造
7879

(和'互联网
:

(发

展规划!通过互联网主导的创新加速中

国制造业引擎&

海外观察家们热烈谈论着中国 '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 '从北京到北

海! 为何每个人都在努力成为这个国家

的马克0扎克伯格.脸谱网站创始人$/ (

这是专栏作家蕾切尔0卢在美国2外交政

策3杂志发表的最新文章的标题&

她写道! 在中国!'创业文化不断

生根发芽! 尤其是在中国年轻一代中

间日渐风靡! 成为一种受人欢迎的变

化(& 而中国领导人也不断要求为中小

型企业减少繁文缛节! 并充分利用互

联网商务的力量& 中国采取的方法似

乎正取得成效& 数据显示!

7813

年登记

注册的新公司达到
2;9

万家!比前一年

增长了
3;0

&

'创新正在成为改变中国经济游戏

规则的力量!( 国际智库东亚论坛研究

员德赖斯代尔说!'中国的快递和互联

网金融服务已是世界级的& 大型机械*

电气设备和手机等产品的制造商也在

加速追赶全球领先者& 中国正迅速成为

一个充满创新机会的中心!而这几乎是

一场未被注意的革命& (

应当看到! 这种创新革命尚未完

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旧引擎还处于关

键的衔接阶段! 加之人口红利衰减*投

资拉动效应趋缓* 外需不振等因素!中

国经济时常伴随转型阵痛!近来的短期

数据也印证了这点& 而两年多来!中国

新一届领导层宏观经济治理的探索与

实践!让越来越多的海外观察家对这个

国家的走向充满信心&

'尽管迄今为止已采取多种宽松努

力! 中国决策者仍保留着大量火力!离

采取全面刺激措施还很远!( 这是彭博

社经济分析师的判断& 而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大学中国战略与发展部主任劳

里0皮尔西说+'中国的优势在于独特的

政治和经济体系+当决策者寻求实现经

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拥有可以向多个方

向调整的经济杠杆& (

多次到访中国的澳大利亚前总理

陆克文评价说+'中国的政策精英如今

比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老练!

并有能力在必要时快速灵活地制定应

对政策& (

虽然有不少专家认为!在中国这个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内实施如此大手笔

的结构性改革! 在其他国家从未有过!

可能引发新的不确定性! 吉姆0奥尼尔

仍认为!中国经济的系统重要性已得到

世界认可& 中国近来的国际成就!特别

是赢得英法德意等国对建设亚投行的

支持!表明'中国对成功解决自身问题

的高度自信(&

'中国领导人明白他们需要做什

么!(刚刚出版新书2与中国打交道3的美

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说!'这也正是我对

中国的改革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的原因

所在& (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联合国报告称亚投行将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动能

据新华社日内瓦
#

月
$%

日电

.记者 凌馨 张淼$联合国亚洲及太平

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亚太经社会 $

13

日说 !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亟待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 !亚投行有能力为亚太地

区基础设施建设注入更多资本&

亚太经社会当天发布年度调查报

告预测 !

7819

年亚太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增长率将达
9,60

! 增长速度

仍高于全球其他地区& 但报告同时指

出! 由于受到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不高*

部分经济体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度依赖

等因素制约!亚太地区的发展潜力仍然

有待开发&

报告指出!亚太地区在交通*能源*

卫生等领域急需基础设施建设!而每年

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总额为

<888

亿到
6888

亿美元&

对于正在筹建中的亚投行以及金

砖国家开发银行! 亚太经社会表示欢

迎!认为它们为满足亚太基础设施建设

需要提供了发展动能&

"中国
#

#!莱茵鲁尔中国当代艺术展开幕
.

月
+,

日!媒体记者和各界来

宾在德国杜伊斯堡的库珀斯米尔勒现代美术馆出席"中国
(

#$莱茵鲁尔中国当代

艺术展开幕式% &中国
(

#$莱茵鲁尔中国当代艺术展
+,

日在德国开幕!此次展览

将持续至
%

月
+,

日% 新华社发

中国研究揭示埃博
拉病毒进化现状

据新华社伦敦
#

月
$&

日电 .记者

张家伟$中国研究人员
12

日在2自然3杂

志网络版上发表报告说! 他们对埃博拉

病毒样本进行了基因组序列分析! 展示

了埃博拉病毒进化的最新情况! 这将有

助于未来针对这种病毒开发更高效的疫

苗和药物&

去年至今的埃博拉疫情肆虐包括塞

拉利昂在内的多个西非国家& 根据世界

卫生组织的数据! 疫情至今已导致
1

万

多人死亡& 中国政府派出了医疗队到塞

拉利昂协助当地政府应对疫情! 其间收

集的病毒样本被用于这次研究中&

此前已有研究指出! 埃博拉病毒基

因组出现的变化可能会影响相关药物治

疗和病毒检测的效果& 为进一步研究这

个课题! 来自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

重点实验室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对
1/9

个

埃博拉病毒基因组序列进行了深入分

析! 这些样本都是在
7813

年
6

月至
11

月间在塞拉利昂收集的! 这期间也正是

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科学家发现可检测
败血症的 !!个基因

据新华社华盛顿
#

月
'&

日电.记

者 林小春$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

12

日说! 他们发现了
11

个败血症基

因!可用它们开发一种血液检测方法!

提早*准确地检测出败血症&

败血症俗称血中毒! 是一种感染

性炎症& 当人体免疫系统对细菌和病

毒感染'反应过度(时!就会导致败血

症!其死亡率在
780

到
380

之间& 败血

症治疗的一个问题是!医生很难把它与

无菌性炎症区分开!医药公司也因此很

难进行败血症专治药物的临床试验&

斯坦福大学助理教授哈特里0珀维

希与同事对近
1;88

名患者的
7688

多

份血样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一组
11

个

基因的活性在患者被诊断出败血症
7

到
9

天前小幅上升!而无菌性炎症患者

的这
11

个基因的活性没有明显变化&

科技!医卫

日本内阁通过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安保法案

据 新 华 社 东 京
#

月
'%

日 电

.记者 冯武勇 刘秀玲 $ 日本政府

在
13

日举行的临时内阁会议上 !

通过了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的

一系列安保相关法案 &

日本政府通过的一系列法案包括
1

个新立法和
18

个修正法& 新立法是2国

际和平支援法案3!其实质即'自卫队海

外派遣永久法(& 根据这一法律!日本可

以随时根据需要向海外派兵并向其他

国家军队提供支援&

18

个修正法则统一

打包为2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3!包括

2武力攻击事态法修正案32重要影响事

态法案32自卫队法修正案32

=>?

协力

法修正案32船舶检查法修正案32美军

等行动通畅化法案32海上运输规制法

修正案32俘虏对待法修正案32特定公

共设施利用法修正案32国家安全保障

会议.

@A5

$设置法修正案3&

其中!2武力攻击事态法修正案3新

增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

态(& 所谓'存立危机事态(!指'与日本

关系密切国受到武力攻击!日本的生存

处于明确危险境地!民众生存*幸福*自

由权利受到威胁(时!日本也可出动自

卫队行使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