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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楚朝霞护士：风雨兼程 服务到家
夜，灯火闪烁。但，万家灯火照亮的不只是幸福的家庭，还有那些不
幸的患者。
因患有慢性病，或是长期卧床备受病魔折磨，患者的伤痛在黑夜被无
限放大，却由于行动不便，无法频繁来往医院进行连续治疗或是进一步治
疗，那么如何更换各种管道，如何处理压力性损伤（俗称褥疮），如何接受
正规治疗？……别担心，当您和家人正在为这些而愁眉不展时，荥阳市中
医院“护士到家”服务为您排忧解难。以下是荥阳市中医院外四科护士长
楚朝霞的“护士到家”服务经历。

许磊：埋下种子 走向更美
位于荥阳城关乡中心地带的三十
下，村里的党员和治安积极分子自发
里铺村有 587 亩耕地，1273 口人，企业
组织了义务巡逻队，为村民的安全“保
75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3 家，村级经
驾护航”。但是问题来了：春寒料峭，
济在城关乡也算数得着的。但就是这
夜里巡逻又黑又冷，巡逻队只能靠手
样一个经济实力并不弱的村，原来却
电筒、棉大衣照路取暖。在许磊的多
“两委”工作软弱、群众人心涣散。
方协调下，村里有史以来第一次用上
今年 3 月 10 日，郑州市公安局驻
了治安巡逻车，提高了群众的见巡率，
三十里铺工作队队长许磊带领工作队
极大增强了村民的安全感，也增加了
成员来到三十里铺村。
群众对村“两委”
工作的支持度。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
4 月底，许磊见证了村党支部书记
员看支部。”这是许磊常说的一句话。 和 1 名支部委员的选出，三十里铺村
如 何 让 支 部 筑 强 堡 垒 、党 员 争 当 先 “两委”班子终于配齐配强了。市公安
锋？许磊认为必须从会风抓起。主题
局驻村第一书记许磊、新任村支部书
党日当天，许磊卡着点挨个点名，对无
记张青松、村主任张金利形成了三十
辜迟到甚至不参会的个别党员提出批
里铺村领导班子的“铁三角”，聘请廉
评，责令写出检查，并立下了一条规
政监督管理员，建立党员学习园地，村
矩：有事提前请假、无故不得迟到。当
组干部签订“承诺书”、立下“军令状”，
天的主题党日，许磊带领党员们重温
村组干部和党员群众心往一处想，劲
党章和党的誓词，领学党的政策法规， 往一处使，开始重新书写村子建设的
在党员们心中埋下“严守规矩纪律”的
美丽篇章。
种子。如今的三十里铺村会风早已不
6 月中旬，城关乡开展党建和人居
同往日，无论是村两委会、村组干部
环境整治逐村观摩，三十里铺凭借村
会，还是党员会、群众会，参会人员到
容村貌、村风民风的大变样得到了城
会率接近 100%，无故迟到、旷会的现
关乡党委、政府的充分认可和肯定。
象得到杜绝，会风严谨步调一致，党员
许磊表示，他将带领驻村工作队和村
干部的面貌作风焕然一新。
组干部、党员、群众一起努力，让村子
为了谋划村内安保防范措施，规
容貌更美、干群关系更融洽，班子战斗
划安全巡逻路线，许磊带着工作队每
力更强、党员干部更被认可，群众的生
天晚上在村里“溜达”，察看村里安全
活更安全幸福。
防范的难点和死角。在许磊的带动
荥阳时报 王焱楠 通讯员 王琳

5 月 7 日，下了一天的雨，我也在科室
里忙碌了一天。等到有空闲能抬头看看
墙上的表，我发现已是下午 5 点钟了。好
像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是什么呢？
我的脑子快速转动起来，
哦，
对了，早上还
约了一个“护士到家”的订单——为杨阿
姨进行压力性损伤清创换药。于是，
我准
备好所需物品，
背着药箱冒雨赶到杨阿姨
家中。
“杨阿姨，
不好意思，
有些晚了。”
“哎呀，没事儿，你工作那么忙，这又
下着雨，辛苦你了，小楚！”杨阿姨笑眯眯
地说。
准备工作就绪后，我揭开杨阿姨压
疮上的敷料，看到创面的那一刻，我已看
到了痊愈的希望，杨阿姨的脸上也露出
了笑容：
“ 好受多了，我自己都觉得轻松
了很多。”
是啊，从第一次为杨阿姨清创时，看
到她身上那四个触目惊心的创面，到今
天，这半个月来换了八次药，杨阿姨也从
刚开始痛苦得不停呻吟到现在笑着和我
聊家常，
这是多么大的变化！
记得刚开始时，
我用刀片将创面的腐
肉一点儿一点儿地清掉，
再用敷料进行适
当加压包扎……四个创面清理下来，
至少
需要两个小时。
由于杨阿姨卧病在床，三、五分钟就
得更换一次体位，为了更好地清理伤口，
也为了配合杨阿姨进行体位更换，我得盘
腿坐在她的床边，两个小时下来，我腰酸
腿疼……但看到创面逐渐愈合，
付出再多
也是值得的！
从杨阿姨家里出来，
外面已是灯火通

明了。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
还未打开家
门，电话又响起：
“喂，护士长，下班了吗？
俺妈刚从郑州某医院做完膀胱全切手术
回家，
有点事儿想麻烦你。”
“好啊，你说，你妈现在啥情况？”我
问道。
“俺妈出院回来后，肚子上的造瘘袋
漏尿了，需要更换一下，您现在能来换一
下吗？
”
“现在啊？我刚到家……”
累了，实在不想再冒雨前行，但又考
虑到这位阿姨的造瘘袋已漏尿，
若等到明
天，
经一夜之久，
尿液腐蚀皮肤，
该出现并
发症了，这样一来，阿姨又要受更多罪。
想到这些，
原本犹豫的我顿时又不假思索
地说：
“等着我，
马上过去！”
再一次冒雨前行，
为这位阿姨更换造
瘘袋。更换完毕，
看到原有手术切口恢复
得不太好，
有感染的迹象，
出于职业习惯，
我又处理起这个伤口来，
根本顾不上外面
刮风下雨，
天色已晚。
等一切操作结束离开时，已是很晚
了，风雨依旧敲打着车窗。我深呼一口
气，一天的工作此时才真正结束，终于可
以放松一下了。
因为“护士到家”，我服务过很多需
要帮助的病患。一开始，很多病患和家
属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接受我的，到后
来，他们越来越亲近我，不管有什么不舒
服，总会第一时间来咨询我。现如今，我
和他们不单单是护患关系，还成为朋友，
成了亲人。
口述 荥阳市中医院 楚朝霞
整理并图 杨文燕 郑磊

张长安：
幸福之路越走越宽
“困难都是暂时的，幸福都是奋
斗出来的，只要自己肯干，一定能摆
脱贫困！”张长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
点，并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实现了致
富增收。
张长安以前曾是荥阳市刘河镇
陈家岗村的贫困户，因为父亲身患癌
症，家庭条件拮据，但是借自己的上
进心，依靠勤劳的双手，逐步摆脱困
境，
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辛勤努力的付出和积极聪慧的
才干，老百姓们看在了眼里，经过推
荐选举，他从小组组长成长为了一名
共产党员，又于 2018 年村委换届当选
为陈家岗村村委副主任。他一步一
个脚印把自家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带动村民
共同致富的道路。
陈家岗村位于五云山脚下，有着
优良的发展养蜂业的基础。2019 年
陈家岗村党支部启动了养蜂产业项
目，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和村民
收入。
在产业扶贫政策的鼓舞下，张长
安立足实际，扎实村务工作，带动村
民加入养蜂产业，跟着村党支部书记
马海松学习养蜂知识。实践出真知，
他自己也开始养蜂，和蜂农分享交流

经验。今年村里进一步扩大养蜂规
模，张长安又主动认养了 4 箱蜜蜂。4
月份打下蜂蜜 120 斤，直接增加收入
3600 元。张长安说：
“小蜜蜂大功劳，
不要小瞧这四箱蜜蜂，这会让还没加
入养蜂队伍的老百姓逐步坚定养蜂
信心的！”
在扶贫工作中，张长安一直发挥
着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给贫困户
树立了榜样和信心。
“ 现在国家政策
这么好，不能总等着别人给予，别人
给的始终没有自己劳动得来的踏
实、心安。
”
生 活 中 ，他 孝 顺 父 母 ，疼 爱 妻
子。妻子从新疆远嫁而来，和他一起
努力奋斗。为了增加收入，妻子在加
油站工作，平时虽辛苦，但俩人相互
体贴关心，日子也是过得和和美美。
以前逢年过节为了节省开支，妻子很
少回娘家，现在日子越过越好，每到
节日，妻子回娘家，张长安总会准备
丰富的家乡特产。担心带的钱不够，
妻子回到娘家后，他还要再给妻子打
点！
“因为工作原因咱人回不去，经济
上咱多尽力！我媳妇对我也很好，她
工作之余照顾家里井井有条，从来都
没让我操心过！”
荥阳时报 崔睿杰 通讯员 王明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