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郸城县中医院护理队伍犹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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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服务更专业更优质

解读新崛起的郸城县中医院

!

晚报记者 徐松 文
-

图

通讯员 王珍 张永红

优质的护理服务撑起医院医护半边天!

更是医院深入人心的品牌!郸城县中医院结

合医院特色! 提出并提升中医护理服务!让

中医护理更加专业"更加优质#

'.+'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出$提高

中医药服务!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号召!

郸城县中医院就势成立了中医护理部!并提

出$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突出中医特色护理!

切实加强基础护理!改善护理服务!提高中

医特色优质护理服务质量!保障医疗护理安

全%的护理理念# 如今!该院的中医护理服务

不仅有独具特色的护理理论&技术方法和服

务模式!还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医特色的优质

护理服务措施#

中医护理 全程守护

优质的中医护理服务模式是责任制整

体护理模式 !是一个全程 &优质 &连续的服

务# 该院在继承传统护理的基础上!结合现

代科学护理理念!制定了符合医院发展的中

医护理标准&临床护理服务规范!为病人提

供饮食&起居&情志&服药&保健&康复等中医

药特色的康复和健康指导!将突出中医药特

色贯穿于整个优质护理服务工作的全过程#

也就是说!护士对病人的服务不再是简单的

洗头&洗脚!而是从病人入院到出院全程护

理服务!将床位管理落到实处#

边学边练 形成特色

为提高中医护理技术水平! 郸城县中

医院护理部先后派出护理骨干到天津市

中医院 &河南省中医学院一附院等学习中

医护理技术及有关中医知识 # 今年
(

月 !

该院又派康复科两名护士到天津某医院

学习火疗 # 她们学习归来后 !把学到的新

知识 &新理念总结归纳 !运用到临床实践

中#

中医护理服务根据中医防重于治 &注

重养生的理念 !发挥其在老年病 &慢性病

防治和养生康复中的作用 !如对高血压病

人采取耳穴压豆的方法 ! 达到降压的效

果# 该院内一 &内二 &内三 &内五等科室先

后开展了中药足浴 &耳穴压豆 &拔火罐 &腹

部按摩&刮痧 &艾灸等中医特色护理项目 #

目前!该院中医特色病区已实现全覆盖#

以人为本 优中求精

该院中医护理部从行为规范& 服务规

范 &文明用语 &服务禁语等方面规范和统

一护士言行 !在护理工作中坚持 $以病人

为中心!提供精细化护理 %的服务理念 !使

病人从就诊到出院都能享受到人性化 &规

范化服务#

该院在运用现代化的医学检查& 治疗

技术的同时 ! 更多关注病人的心理感受 &

各方面的承受能力 !整体 &辨证地对待病

人# 该院中医护理部不仅用中医传统手法

减轻或缓解病人疼痛 !还能及时与病人沟

通 !为每一位病人制定人性化 !个性化的

护理方案!将 $以病人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

和对病人的人文关怀融入护理技术操作#

截至目前! 该院中医护理部在遵循中

医整体观念&辨证施护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注重运用中医的饮食&情志&康复等护理措

施 !因人 &因病 &因情施护 !使护理效果更

好!以树立中医护理服务的品牌形象#

如今走进郸城县中医院! 中医护理服

务入心 &入脑的 $空姐服务 %标准 !让人感

觉如家人般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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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铜元素无法排出!需肝移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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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人们所吃的食物!基本上都或多或

少含有铜元素! 但都能通过新陈代谢排出#

由于遗传因素! 太康县
+)

岁女孩李梦梦体

内的铜元素十多年来一直无法排出!被网友

称为 $小铜女%#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简称郑大一附院(住院期间!李梦梦的遭遇

被媒体进行了报道!后引发省城各界人士争

献爱心#

怪病缠身 女孩!美梦"破灭

+)

岁的李梦梦得了一种怪病)))鼻子

爱流血#

'.+.

年!李梦梦在太康县王集一中

读书期间!鼻子突然流起了血!且血流不止#

经当地医院检查!李梦梦被诊断患上了血液

病!治疗一段时间后!她的病情未见起色# 后

来! 李梦梦到郑州市一家医院进行复查!被

确诊为$缺铁性贫血%#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

李梦梦鼻子的流血症状消失#

'.+'

年
+.

月底! 上初中的李梦梦再次

出现鼻子流血并伴有吐血# 父亲李全杰赶紧

带着女儿来到太康县城一家医院检查# 这一

次!李梦梦被确诊为$肝硬化%#

然而奇怪的是!医生并没有在李梦梦体

内检测出$甲肝&丙肝&乙肝%等导致肝硬化

的病毒#

'.+/

年
0

月!在当地医生的建议下!

李全杰带着女儿到河南省人民医院进行检

查# 经详细检查!李梦梦被确诊为$肝豆状核

变性%! 致病原因是其 $体内铜元素蓄积太

多%# 医生告诉李全杰!梦梦的病若想治愈!

最好的办法就是移植肝脏!但费用需要七八

十万元# 巨额的手术费!让李全杰一家陷入

深深的绝望中#

++

月
/.

日上午!李全杰守在病床边!脸

色比女儿的还要苍白# 不一会儿!农村老家

的街坊邻居一拥而至!又一次为李梦梦送来

了乡亲们的捐款# 李全杰眼圈红了!举起一

双大手抱拳致谢时!已泪流满面#

$我和梦梦的妈妈赵红英识字不多!我

们一心供梦梦好好上学! 希望她考上大学!

走出农村!圆了我们夫妻俩的大学梦# 梦梦

嗓子好!喜欢唱歌!

(

岁时就憧憬着将来当歌

星呢!这次她的梦想彻底破灭了**%说着

说着!满头白发的李全杰泣不成声+

省城各界伸援手献爱心

李梦梦患病之初!亲戚邻居就曾给予过

她帮助+ $李向阳
+...

元"李高峰
1..

元"王

火箭
(..

元**%记者看到李全杰的一个笔

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乡亲们的姓名和捐

款数字+ $等孩子病好了!我出去打工!当牛

做马也想法把这救命钱还上+ %李全杰说+

(/

岁的李国富是李全杰的邻居!已多次

给李梦梦捐款+ $每次听说梦梦住院!我们村

的人就会聚在一起给她捐钱+ 多少不等!多

的
+...

多块"四五百块!少的几十块+ %李国

富说!虽然这点钱不能解决问题!但却是乡

亲们的一片心意+

李梦梦在郑州住院时!河南省学生安全

救助基金会联合媒体"高校社团大学生志愿

者在郑大一附院"二七广场"紫荆山公园三

地为她进行了募捐+

$通过媒体了解梦梦的情况后! 我很为

她担忧!就电话联系了她的爸爸!并趁中午

休息时来看了看梦梦+ 郑州是个有爱的城

市!我很喜欢这里+ %来自安徽的杨洒丽!刚

大学毕业一年!月薪
'...

元!当天她为梦梦

捐了
+1..

元+

河南省学生安全救助基金会工作人员

张露介绍!

++

月
'.

日当天! 他们共为梦梦

募集到
/12(031

元善款 ! 其中现场募集

+4/.431

元! 基金会梦梦专项账户收到善款

++((.

元!李全杰的账户收到善款
1222

元+

++

月
'+

日!他们为梦梦募集到
+4+423.+

元

善款**$这些钱将全部用于梦梦的后续治

疗!接下来我们还会为梦梦进行募捐!筹集

更多的资金为梦梦治病+ %张露表示+

就李梦梦的病情!昨日!记者与她的主

治医生取得了联系+ 医生告诉记者!李梦梦

的病主要是体内铜元素大量蓄积引起 !是

先天性新陈代谢遗传病+ 这个病是染色体

隐性遗传病!通过肝脏移植可以治愈+

该医生介绍! 人们日常所吃的各类食

物中!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含有铜元素!正常

人都能通过新陈代谢把铜元素排出! 但对

于李梦梦来说铜元素却无法排出体外 !而

随着其年龄增长! 体内的铜元素就会越积

越多+

大学生在省城为李梦梦募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