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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满20岁的少女到

90多岁的耄耋老人，70多年

的岁月中，宋艳萍对护理事

业的那份钟爱，与日俱增。

1948年，不满20岁的

宋艳萍考入当时位于郑县

（今郑州）的国际和平医院

护产学校。当时正值淮海

战役期间，战场上下来的大

批解放军伤病员被送到郑

县，医护人员极度短缺。见

此情景，宋艳萍毅然选择加

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

名战地救护员，并参加了淮

海战役。

1980 年，宋艳萍正式

担任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护理部主任。作为一名护

理工作的领导者，宋艳萍对

护理人员的要求和标准都

很高。她说，一名称职的护

士应该比普通医生知识面

更广，不仅要了解患者的病

情，还要观察其服药后的反

应和疗效，关注患者的生

活、起居、心理、情绪等的变

化。

离休后，她仍然关心着

医护人员的成长和生活。

她提议，设立护士基金会，

促进护理事业的发展，奖励

优秀护士。2011年国际护

士节，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举行宋艳萍护理奖励基金

揭牌仪式并成立了护理基

金管理委员会，这项基金用

于奖励优秀护理人员。

宋艳萍已年逾九十，安

装心脏起搏器已逾二十年，

右眼失明，但她仍然不忘学

习，订阅了大量的报纸、杂

志，每天坚持写日记、读书

心得。她说：“坚持学习，使

我受益匪浅，既增加知识、

开阔眼界，又能常动脑筋，

思考问题，使思想更加活

跃。一天不学习，我就感觉

缺点什么。”即使在住院期

间，她的床头柜上也摆满了

书籍。

她见证过战争的残酷、

和平的不易、生命的顽强，

认识到了护理工作对呵护

生命的重要性，战争淬炼了

她作为一名护士的职业操

守和信仰。

几十年的护理生涯，使

她从一名普通的护士成长

为一名优秀的护理领导

者。多年来，她始终把病人

的康复当成自己最幸福的

时刻。“我的一生，就是在这

样连续的幸福中度过的。

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当护

士！”宋艳萍讲道。

“那里或许很危

险，但正因为危险，人

民 群 众 才 更 需 要

我。”唐山大地震发

生后，21岁的王江波

主动请缨，跟随医院

救援队奔赴灾区。

时隔多年后的

汶川地震，已 53岁

的王江波仍第一时

间向医院领导申请

支援灾区。在前往

汶川途中，由于余

震，王江波乘坐的救

护车被山上的滚石

砸中，所幸人员无

恙。她说：“我从未

想过是否会死在那

儿，只知道我是过去

救人的。”灾难现场，

守护生命已成她的

本能反应，但她忘记

了自己也身处险境。

王江波毕业后

进入郑州铁路中心

医院（现郑州大学第

五附属医院）从事临

床护理工作，至今已

47年。这位巾帼英

雄，在唐山地震、非

典疫情、汶川地震等

重大灾情中，都主动

奔赴一线，救死扶

伤。她用双手拯救

病患无数，也通过讲

台为社会输送了大

量高质量护理人才。

2011 年，王江

波被聘为黄河科技

学院医学院护理系

主任。她十年如一

日，从不耽误学生的

任何一节课。她还

曾让学生在她手上

实操扎针，一堂课下

来，手背上粘着多个

创可贴。

平易近人的她，

被学生亲切地称为

“波波奶奶”。

“马上有一批伤员要下

来，都是重度烧伤，先抢救活

的，阵亡的安放在帐篷里，明

早起来清洗、包裹，移交给当

地民政部门安葬……”这是

电影《芳华》中描述的对越自

卫反击战的情形，电影中展

示的战争场面已经足够残

酷，然而对于参加过对越自

卫反击战的廖云来说，这已

经是美化过的场景。

廖云出生于 1963 年 6

月，退休前是郑州大学第五附

属医院骨科的一名护士，她从

小在部队长大，父亲是一名军

人，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受父亲的影响，1980年廖云

入伍，经过3个月的新兵训

练，她进入部队护训队学习护

理，随后在云南一解放军医院

当起了护士。

1979年 2月，对越自卫

反击战打响。1984年 1月，

廖云所在的医院接到参战命

令，担负者阴山一线作战的

救治任务。廖云得知消息

后，没有丝毫犹豫便报了名，

并在同年8月如愿来到一线。

“我父亲也参加了对越

自卫反击战，在部队长大的

小孩，在战争中肯定要顶上

去。”廖云说。

廖云所在的医院驻扎在

一个铁厂中，条件十分简陋，

同时这里也是离战场最近的

地方，一线的伤员会被第一

时间送到这里进行急救，随

后再转到后方进行治疗。

“伤员是分批送到的，看

到伤得那么严重的战士，我们

真的恨不得拿起枪亲自上战

场。有一次一个战士被送来

抢救，醒来之后号啕大哭，觉

得自己对不起战友，不能继续

作战。”谈及这段艰难的时光，

廖云一度红了眼眶。

“抢救过战场上的伤员，

也护理过普通的病人。当护

士近40年，虽然很累，但从

来没有后悔过。”谈及这么多

年的工作经历，廖云感慨地

说。

马冬菊1981年进

入河南省人民医院成

为一名儿科护士，一直

工作到2020年退休，

数十年间，她为护理事

业倾尽心血，为患儿的

健康成长不遗余力。

在她刚工作的年

代，临床护士少，工作

量非常大，她最忙的时

候一周排三个大夜

班。在三十多年的儿

科护理中，马冬菊积累

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对

于照料患儿有着独到

的技巧。

工作期间，马冬菊

每天都要记忆患儿的

病历、用药情况等内

容。她表示，每一个患

儿都是鲜活的生命，照

料患儿是护士的责

任。而且在照料患儿

之余，还要注意对家长

进行心理疏导。

“其实儿科护理的

工作不好做，特别是扎

针方面，要求精益求

精。年龄较小的孩子

表达方式就是哭，孩子

一哭家长就会焦虑，护

士就需要用耐心和细

心来舒缓家长的情

绪。”马冬菊说。

“以前有一种病叫

‘捂热综合征’，就是父

母睡觉时把孩子捂得

很严实，孩子憋得不能

呼吸，有的孩子送到医

院脸都紫了，我们必须

马上组织医护人员进

行抢救。”马冬菊说，她

一直住在医院的家属

院，作为儿科的护士

长，只要有患儿需要抢

救，不论是不是自己值

班，她都会第一时间赶

回医院，参与救治。

“工作的时候，我会把全部精力都

投入进去；休息的时候，我就拼命玩。

虽然得过癌症，但这只是我人生中的

一个小插曲。”仵荣会笑着说。

她不仅是名从业34年的护士，还

是一名抗癌战士。2004年她罹患宫

颈癌，经过治疗重新回到护理工作岗

位，乐观成为她的精神特质，成为她鼓

励病人的法宝。

癌症康复后，家人、同事都劝她换

一份轻松的工作，但她态度坚决，依然

选择继续留守在护士的岗位上。

“癌症治疗结束后，我进行了心理

调整，身体上没出现问题，可以胜任护

士工作。我是一名临床护士，自己生病

之后，对于病人的诉求、心理有了更深

的认识，能够照顾好病人。”仵荣会说。

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工作的34年

里，她先后在血管科、呼吸科、神经内

科等多个科室工作，具备多方面的临

床知识。

2017年，仵荣会在护理部担任健

康管理师，为病人做心理辅导，进行随

访，负责疾病宣教工作。在随访的过

程中，她对高龄患者的情况十分担忧，

下定决心帮助他们。

在她负责的微信群中，有三百多

名患者和家属，她每天都要耐心地科

普知识、答疑解惑。有一些老人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她用电话进行联系，随

时接受咨询。在和记者的交流过程

中，就有两位患者打来咨询电话，寻求

帮助。

“随访的时候，我发现很多老人年

龄大了，缺乏照料，我有义务去帮助他

们。”仵荣会说。

2019年10月1日是仵荣会正式

退休的日子，但9月30日，她仍在医

院值班到晚上七时半。对她而言，在

工作中，每一分钟都不能松懈。

她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一个健康

的人，在临床上跟年轻人干的工作一

模一样，一直到退休那一天，没有比别

人少干一点，别人干不了的活，我还会

去尝试，我有我的精神。”

护佑生命，是她们的初心；无私奉献，是她们的誓言；白衣天使，是她们共同的名字。
在国际护士节即将到来之际，大河健康报记者采访到五位可爱、可敬的白衣天使。
她们中，有人从战火中走来，白衣为甲，守护战士的生命；
她们中，有人冲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夜以继日，在废墟中托起生命的希望；
她们中，有人穿越枪林弹雨，与死神较量，奋不顾身抢救战地伤员；
她们中，有人付出半生心血，守护患儿健康；
她们中，有人身患癌症，工作却从不停歇，点亮患者生命的希望之灯。
她们是万千护理人员的缩影，也是用爱书写传奇的“南丁格尔”。
她们身处平凡的岗位，却用最纯粹的热情和行动，践行着救死扶伤的使命。

宋艳萍:
如果有来生,还要当护士

王江波：
守护生命是医者本能

仵荣会：
丢不下工作,却忘了
自己是癌症患者

马冬菊：
倾尽真心
只为患儿健康成长

廖云：
枪林弹雨中的芳华

国际护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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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岁月长河“提灯”点亮生命
□记者梁露露杨璐见习记者孙旭张保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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