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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为落实⻄西藏⾃自治区护理理事业“⼗十三五”规划要

求，提⾼高护⼠士的护理理服务能⼒力力、培养基层护理理⻣骨⼲干，

受中华护理理学会吴欣娟理理事⻓长的委托，2018年年 7⽉月

26⽇日⾄至 28⽇日，我院护理理部郭娜副主任、呼吸内科

潘瑞丽护⼠士⻓长、⼼心内科⽥田维教学⽼老老师及⽼老老年年科李李佳

倩⽼老老师参加了了⻄西藏⾃自治区慢病管理理培训班为学员授

课。课程涉及慢病管理理模式的构建、糖尿尿病的管理理、

肿瘤患者的疼痛管理理、哮喘的管理理、⽼老老年年患者的连

续性护理理、癫痫患者的护理理、PICC 居家护理理及压疮

新进展等慢病相关业务知识。

2018年年 7⽉月 16⽇日下午，北北京协和医院举办第

四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欢送会，⼿手术室张海海洋

护⼠士⻓长和急诊周⽂文华护⼠士⻓长作为第四批队员中的护理理⻣骨⼲干，于 7⽉月 26⽇日赴藏，将执⾏行行为期

⼀一年年的医疗援藏任务。按照“同期轮换、压茬交接”的原则，⾃自 7⽉月 30⽇日起第四批援藏队员

开始参加院内培训、熟悉医院环境，并进⼊入科室与第三批援藏队员进⾏行行交接⼯工作。第四批援

藏队员明确交接⼯工作，并确保学科发展、发展规划、科室管理理、培养⼈人才等相关⼯工作的连续

性。

急诊科周⽂文华副主任护师作为第四批援藏医疗队的副队⻓长，任⻄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护理理

部主任，帮助当地医院建⽴立⾼高素质的护理理队伍，提⾼高护理理队伍的管理理⽔水平，引进护理理新业务

新技术。张海海洋护⼠士⻓长说道：“接下来我们将更更加全身⼼心协助受援科室提升⼿手术室管理理⽔水平，

完善⼿手术室护理理质量量监控制度，推进⼿手术室信息化管理理，搭建更更⾼高效的⼿手术麻醉平台！”

3年年来我院共派出 3批次 29名业务⻣骨⼲干，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开展“造⾎血式”帮扶，使⻄西藏

⾃自治区⼈人⺠民医院部分平台科室临床服务能⼒力力达到或超过内地⻄西部省会城市三甲医院平均⽔水

平。新的队员将继续传承协和医院的优良传统，带着协和医院的⼼心声、带着⼤大家的希望，为

祖国建设继续承担⼀一份⼼心⼒力力！护理理团队的⽼老老师们带着协和“严谨求精 勤勤奋奉献”的精神为⻄西

藏的护理理事业奠定着基础、延续着⽆无限可能的未来！

为⻄西藏的护理理事业奠定着基础、延续着⽆无限可能的未来！

协和护理理专家进⻄西藏

□ 内科 ⼿手术室 急诊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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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月

12 万⽶米⾼高空 ⽣生死时速 ⾼高空抢救⽇日本乘客

2018年年 8⽉月 12⽇日 9点 45分，在由北北京⻜飞往东京的国航航班上，⼀一位⽇日

本乘客突发⼼心脏病，全身蜷缩颤抖，表情痛苦。情况危急下，正巧前往⽇日本

休假的北北京协和医院国际医疗部护⼠士胡宇翔出于职业本能第⼀一时间来到患

者身边，凭借熟练的专业知识判断是“急性冠脉综合征”，⽴立即实施抢救。10

点 30分⻜飞机降落⾸首尔仁川机场，10点 40分韩国医务⼈人员上机，胡宇翔护⼠士

⽤用流利利专业的英语和韩⽅方进⾏行行了了交接，挽救了了病⼈人的⽣生命。

□ 北北京协和医院官⽅方微博 供稿

□ 《前⽅方》 ⼿手术室 李李森林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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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18年年北北京协和医院新护⼠士⼊入院教育顺利利完成

为帮助新护⼠士更更好地熟悉医院⽂文化和科室相关制度，不不断强化⾃自身专业⽔水平，

尽快适应医院临床护理理⼯工作，护理理部提前迎接 80名新护⼠士⼊入职。

8⽉月 20⽇日，新护⼠士⼊入院教育⼤大会由护

理理部焦静主任助理理主持，吴欣娟主任出席

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吴主任对新护⼠士表示

热烈烈欢迎，同时指出新护⼠士是医院护理理的希

望，寄托着协和护理理的未来，所有新护⼠士都

应珍惜岗位，以此为起点，不不断学习，树⽴立

职业荣誉感，强化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为

今后⾃自身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次⼊入院教育的教师队伍由护理理部主任、各⼤大科总护⼠士⻓长及临床经验丰富的护

理理⻣骨⼲干组成。培训内容涉及医院⽂文化、医院感染管理理、护理理安全管理理、护⼠士职业⽣生

涯规划、护患沟通技巧、护⼠士礼仪规范、医护合作、防⽕火防盗安全培训等⼏几个⽅方⾯面。

8⽉月 21 ⽇日下午 1:30，新护⼠士进⾏行行了了为期半天的⻔门诊导诊与服务体验，新护⼠士着

装整⻬齐，以昂扬的精神⻛风貌，成为协和⻔门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两天的⼊入院教育，不不仅规范了了护理理⼈人员的护理理⾏行行为，增进了了主⼈人翁意识和责任

感，⽽而且树⽴立了了坚定的职业信念，对我院护理理队伍建设起到了了积极的促进作⽤用。

□ 护理理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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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专科基地评审圆满结束

2018年年 9⽉月 6⽇日，来⾃自中华护理理学会及北北京护理理学会的 32名评审专家到我院

对护理理专科基地进⾏行行评审。在院领导、各科室主任的⼤大⼒力力⽀支持下，此次专科基地评

审圆满结束。

我院作为中华护理理学会及北北京护理理学会共计 20个专科的临床教学基地，承担

着学会专科护⼠士学员临床实践的重要任务，此次学会对我院重症、PICC、肿瘤、急

诊、⼿手术室、⾎血液净化、助产、⽼老老年年、⼉儿科、伤⼝口造⼝口失禁、糖尿尿病等 15个基地进

⾏行行统⼀一评审。专家听取护理理部吴欣娟主任的统⼀一汇报后深⼊入基地进⾏行行实地考察，对

基地的硬件⽔水平、专科实⼒力力、带教⽼老老师的授课及操作⽔水平、教学设备、学员带教等

多⽅方⾯面进⾏行行审核评估。

我院的专科护理理⽔水平及基地建设得到了了中华及北北京护理理学会评审专家的⾼高度评

价。北北京协和医院在专科基地建设⽅方⾯面为全国的典范，值得全国医院学习及借鉴。

□ 护理理部 供稿

专科基地建设倍受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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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北北京协和医院第⼗十届中⽂文暨第⼋八届英⽂文

2018年年 9⽉月 11 ⽇日下午，护理理部召开了了“北北京协和医院第⼗十届中⽂文暨第⼋八届英⽂文临

床护理理教学授课⼤大赛初赛”。各⼤大科经过层层选拔， 终有中⽂文 14名选⼿手、英⽂文 14

名选⼿手参加此次⽐比赛。选⼿手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清晰⽣生动的叙述讲解、丰富多彩

的教学⼿手段，为观众上演了了⼀一场护理理授课视听的饕餮盛宴。

护理理部邀请焦静主任助理理、曹晶主任助理理、王巍⽼老老师及各⼤大科教学负责⼈人作为评

委出席。赛后王巍⽼老老师有感⽽而发，为此次⼤大赛做了了精彩的点评。

经过激烈烈的⻆角逐， 终中⽂文组、英⽂文组分别有 9位选⼿手进⼊入决赛，具体名单如下：

第⼗十届中⽂文临床护理理教学授课⼤大赛初赛结果
序号 姓名 ⼤大科 题⽬目

1 朱⽂文博 内科 正确使⽤用电⼦子⾎血压计

2 王吉珂 外科 阿尔兹海海默症（AD）吞咽咽障碍患者临床护理理⼲干预（⼆二）

3 郭⾦金金 妇⼉儿五官 癫痫发作的急救

4 张蒙 妇⼉儿五官 宝⻉贝计划之试管婴⼉儿

5 杨璐 国际医疗部 如何使⽤用双腔 power Picc 测量量中⼼心静脉压

6 赵媛媛 保健医疗部 远离⼼心肌梗死⻤鬼⻔门关

7 ⽩白珊珊 保健医疗部 揣在⼝口袋⾥里里的健康--⽼老老年年⼈人应⽤用弹⼒力力带抗阻运动

8 陈晶 ⻔门急诊 改良瓦⽒氏动作，让你的⼼心慢下来

9 王骜冉 ⻔门急诊 宫缩真的开始了了吗？

第⼋八届英⽂文临床护理理教学授课⼤大赛初赛结果

序号 姓名 ⼤大科 题⽬目

1 刘筱从 内科 The secret world of pain

2 李李婷 外科 Uncover the secret of Sleeve gastrectomy

3 李李真 外科 Early Mobilization in ICU

4 邵倩 妇⼉儿五官 Emergency bind up

5 曾耀新 国际医疗部 Treatment of Low Temperature Burns

6 吴仕⽟玉 国际医疗部 The Use of Holter

7 于彤 保健医疗部 The puncture method of implantable venous access port

8 胡宇凡 ⻔门急诊 A magical life-saving machine -AED

9 ⽯石妍 ⻔门急诊 Hypoglcemia

临床护理理教学授课⼤大赛初赛成功举办

□ 护理理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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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不不忘初⼼心奔百年年，携⼿手筑梦新时代

北北京协和医院第⼆二⼗十⼋八届职⼯工运动会

9⽉月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2018年年 9⽉月 15⽇日“北北京协和医院第⼆二⼗十⼋八届职⼯工运动

会”在美丽的清华体育场如期举⾏行行。本届运动会的主题为“不不忘初⼼心奔百年年，携⼿手

筑梦新时代”。来⾃自协和⼤大家庭的千名医护⼈人员欢聚在体育场上，尽情享受运动带

来的激情时刻。

精彩美妙的开幕式在⼀一阵阵响彻云端的掌声中开始！⾸首先作为东道主的清华

派出教职员⼯工代表与协和员⼯工⼀一起演绎了了⼤大型歌舞秀《光荣与梦想》。表演者撑起

红⻩黄两⾊色⾬雨伞，摆出了了“协和清华梦”的⽂文字，象征着协和清华共同努⼒力力，共筑梦

想。然后由 400 名协和护理理⼈人员表演的绸扇舞《再⼀一次出发》，以激情澎湃的热情、

翩翩舞动，意愿协和与清华共同谱写新时代的华彩乐章！

接下来，各总⽀支和分⼯工会的⼊入场式创意迭起，将运动会逐渐推⼊入了了⾼高潮！他

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主席台。内科五彩斑斓的彩虹，外科绽放的向⽇日葵，⻔门急

诊的智能机器器⼈人，健康医学系与⻄西院对“健康中国”的礼赞等都让⼈人印象深刻！不不

⼀一样的科室，不不⼀一样的表达，却是⼀一样的昂扬，⼀一样的抖擞！

表演结束后，在赵院⻓长的⼀一声发令枪响下，运动会正式开始。每⼀一位协和⼈人

都积极参与到了了多姿多彩的运动项⽬目当中。有具有我们医学专业特⾊色的“紧急救

援”；有突显团结协作精神的“凝⼼心聚⼒力力”；有锻炼协调能⼒力力的“⼀一步⼀一乾坤”；还有

需要速度与耐⼒力力的⽥田径项⽬目......

在绿茵场上，运动会带给协和⼈人的活⼒力力与乐趣，展现在每个协和⼈人的脸上、

每个协和⼈人的肢体表达中！祝福百年年协和，筑梦新时代！

6



□ 急诊

□ 保健

要闻回顾

协和护理理之⾳音
SOUND OF NURSING

□ 妇⼉儿五官 □ 国际医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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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科 □ 外科

□ ⼿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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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加油站

⾸首例例北北京协和医院新⽣生⼉儿腹膜透析成功

□ ⼉儿科 李李悦

中国腹透的发展紧随国际腹透发展的步伐，

但在国内新⽣生⼉儿应⽤用腹膜透析进⾏行行治疗鲜有报道。

近⽇日我院⾸首例例腹膜透析新⽣生⼉儿救治成功，我科并

根据临床需求⾃自⾏行行研发新⽣生⼉儿腹透管路路。腹膜透

析是利利⽤用腹膜为半透膜,向腹膜内注⼊入透析液,借

助⽑毛细⾎血管内⾎血浆及腹膜腔内的透析液中的溶质

浓度和渗透梯度,通过弥散和渗透原理理以清除体内

代谢废物及潴留留过多的⽔水份。

现对其护理理过程回顾分析总结出以下要点：

! 监测患⼉儿⽣生命体征的变化：严密监测⽣生命体征

尤其是⾎血压的变化，20min/次监测患⼉儿⾎血压的

变化。

! 腹透液：腹透液常温保存，打开后的有效期是 4H，每次抽取时⽤用碘伏棉棍消毒加药⼝口

三分钟。腹透的过程中要保证腹透液温度在 37-39 度，防⽌止患⼉儿发⽣生低体温的现象。

! 导管的护理理：导管端观察患⼉儿⽪皮肤的情况，有⽆无红肿、如若发现异常及时处理理，没有

异常则在⽆无菌环境的前提下三天更更换⼀一次贴膜。腹膜透析的导管和收集腹透液的瓶⼦子

每⽇日更更换⼀一次，并保证引流瓶的位置低于腹腔。

! 重视营养⽀支持和基础护理理：腹膜透析的患⼉儿丢失⼤大量量的蛋⽩白质多伴有⽔水肿的情况，加

之新⽣生⼉儿⽪皮肤娇嫩，所以需要注意补充蛋⽩白质的同时Q1H 地翻身更更换体位，预防压疮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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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腹膜透析的效果：准确的记录每次腹膜透析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腹膜透析液

的浓度和流量量，腹透的过程中放液的速度不不宜过快，建议刚刚开放的时候三通打开⼀一半，

在后期渐渐地全开。每次腹透时计算超滤量量（超滤量量=引流量量-注⼊入量量），每⽇日定时定量量

地留留取透析液复查患⼉儿电解质的情况。

【⼩小结】腹膜透析对新⽣生⼉儿肾功能衰竭有很好的效果，对腹透的时间和⽅方法因⼈人⽽而异。透析

中细致观察、严密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理，使患⼉儿顺利利度过危险期，提⾼高腹膜透析患⼉儿的

救治率。

重症监护病房特异性监测指标

对 ICU患者发⽣生压疮的影响的研究

□ 呼吸内科 余昆容

【⽬目的】

危重症患者病情复杂，全身营养状况差，免疫⼒力力低下，是发⽣生压疮的⾼高危⼈人群。⼀一旦发⽣生压

疮，⽆无论对于压疮问题本身的愈后，还会严重影响患者病情的救治与改善，也给患者带来了了

巨⼤大的⻛风险，耗费了了⼤大量量宝贵的医疗资源。在临床⼯工作中，我们深深的体会到重症患者不不同

于⼀一般住院患者，基于⽬目前已探明的可导致压疮的⻛风险因素外，在导致其发⽣生压疮的因素中，

存在与重症患者有关的特异性因素亟待明确。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重症患者特异性因素与

ICU 科内获得性压疮的影响，为有针对性的为重症患者提供压疮预防和护理理措施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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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制的“重症患者特异性指标与压疮发⽣生情况调查表”在北北京协和医院内科 ICU

病房选择 336 名重症患者进⾏行行数据收集，本调查表包含两部分内容：①⼀一般资料料情况：包括

患者的年年龄、性别、既往史等情况；②特殊治疗情况：包括病程中 ICU 特殊治疗（机械通

⽓气、俯卧位通⽓气、主动脉球囊反搏治疗、持续肾脏替代治疗、肢体约束或制动等、使⽤用⾎血管

活性药物、使⽤用镇静药物等）,实验室指标（⽩白蛋⽩白 低值、PH 值 ⾼高值）；③疾病情况：

意识状态、镇静情况（RASS 评分）、疾病严重程度（ApacheⅡ评分）等。数据使⽤用 SPSS13.0

进⾏行行统计学分析。连续变量量采⽤用 T检验、分类变量量采⽤用卡⽅方检验进⾏行行描述。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进⾏行行影响因素分析。

【结果】

患者性别、年年龄、Braden 评分，⼊入 ICU 第⼀一天使⽤用镇静药物、机械通⽓气、使⽤用⾎血管活性药

物、使⽤用镇静药物、俯卧位通⽓气、俯卧位通⽓气时间、身体约束、身体约束时间、体温⾼高峰、

⽩白蛋⽩白 低值、ICU 住院⽇日、PH ⾼高值等 ICU 病房特异性指标在压疮组和⾮非压疮组之间的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身体约束（P=0.001，OR=4.107）、⽩白蛋⽩白

（P<0.0001,OR=0.812）、年年龄（P=0.035,OR=1.025）是重症患者发⽣生压疮的影响因素。

【结论】

除了了⾼高龄和低蛋⽩白之外，身体约束显著影响 ICU 患者院内获得性压疮的发⽣生，临床护⼠士对

于使⽤用身体约束的 ICU 患者应重点做好压疮预防⼯工作，防⽌止压疮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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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行会议现场医疗队急救演练培训，有助于完善准备⼯工作，提⾼高医护⼈人员急救意识，增

强团队间协作，有效提⾼高现场医疗救治能⼒力力，为提供⾼高质量量的医疗保障打下良好基础。

1. 准备⼯工作培训

1.1 ⼈人员培训

（1）⼼心理理素质培训：⿎鼓励医护⼈人员在⼼心理理上不不畏惧，遇事沉着冷静、灵活应变，及时沟通。

（2）技能培训：加强急救专业知识、流程及技能的培训，内容包括：⼼心肺复苏术、除颤、

⼼心电监护、⽓气管插管及⽓气道管理理、⽌止⾎血、包扎、固定、搬运四项技术；简易易呼吸器器、氧⽓气瓶、

喉镜、呼吸机、便便携式吸引器器的使⽤用；急救箱药物及物品的了了解及使⽤用；急救⻋车⻋车载设备的

使⽤用。

（3）职业道德教育培训：端正态度，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严禁脱岗，尤其注意对于不不

同国家及宗教信仰患者的隐私及权利利的保护。

（4）礼仪培训：熟悉各国的接待礼仪，确保待⼈人接物落落⼤大⽅方，实施⼈人性化服务。

（5）⻛风险应对培训：加强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培训，尤其着重对传染病疫情的应急培训，加

强医护⼈人员⾃自我保护意识。

1.2设备准备

配备先进的专⽤用救护⻋车，⻋车上配有电源、氧⽓气、带有监护设备的除颤仪、简易易呼吸器器、

⼼心电图机、担架、急救箱、防护服。各急救设备均处于良好备⽤用状态，且备⽤用药品充⾜足。救

护⻋车驾驶员要求经验丰富，熟悉会议现场周边道路路，熟记转运路路线并进⾏行行实地路路线勘察，确

保转运过程万⽆无⼀一失。各⼩小组间可配备呼叫装置，保证各项任务能传达到每⼀一位医疗队成员。

国内外⼤大型会议现场医疗队急救演练培训

□ 保健医疗部 闫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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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场急救处置培训

2.1 合理理摆放仪器器药品 现场医疗队在等待呼叫过程中，可将医疗设备按其使⽤用程度合理理摆

放。常⽤用的仪器器设备放在容易易拿到的地⽅方，急救箱中的药品及物品要有固定位置，便便于快速

取⽤用，节省时间。

2.2迅速判断病情，准确实施现场急救 ⾯面对突发疾病的患者，医疗队⼈人员要保持沉着冷静，

以抢救⽣生命为主要原则。针对呼吸暂停、创伤、中毒、危重疾病发作等突发状况，应争分夺

秒，迅速判断，快速⼲干预，根据病情缓急及时采取有效紧急抢救和护理理措施。

2.3进⾏行行⾼高效、安全转运

（1）转运前做好协调⼯工作，事先联系好转运的相关定点救治医院，告之患者病情、严重程

度、可能需要⽤用到的相关仪器器设备以及到达医院的⼤大致时间。同时通知待命的救护⻋车司机，

按照既定的路路线协助运送患者。

（2）转运过程中，要有条不不紊，切忌忙乱；随时观察并记录患者的意识状态、⽣生命体征等，

便便于到院后提供可靠的医疗数据；妥善固定仪器器，避免仪器器设备的脱落对患者安全造成影响；

针对不不同疾病的患者，制定相应的转运措施。

（3）转运后做好交接⼯工作，向医院⼯工作⼈人员详细交代患者的具体病情、转运途中的病情变

化以及⽣生命体征等各项指标的记录数据，必要时协助医院陪同患者⾏行行进⼀一步检查及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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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年 9 ⽉月⾄至 12 ⽉月，我有幸被医院派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州南部医学中⼼心（SUNY

Downstate Medical Center）的布鲁克林林⼤大学医院(University Hospital of Brooklyn)进修学习。

通过在这⾥里里的临床观察与实践，我经历了了与以往不不同的护理理体系与内容，拓拓宽了了视野，获得了了

宝贵的经验。

医院重视护理理质量量分析，⼀一切以数据为基础。跌倒、压疮、感染控制（尿尿管相关尿尿路路感

染、中⼼心静脉相关的⾎血流感染、⼿手卫⽣生）等⽅方⾯面每周会⽣生成报告，并送到病房，病房护⼠士站旁

边的墙上会有⼀一个专⻔门的公告栏来张贴各种质量量分析报告以及相应的重点改善措施，对病房起

到警示作⽤用。医院定期还会召开改善病⼈人安全的会议，主要由各病房护⼠士⻓长参加，对数据进⾏行行

分析与探讨，深⼊入剖析问题， 后提出解决措施。

临床重视病⼈人评估系统。护⼠士在完成与病⼈人接触的护理理⼯工作后，还要填写各种病⼈人的电

⼦子评估表。评估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疼痛、感染、意识、神经系统、呼吸、⼼心脏系统、⼤大⼩小便便、

⽪皮肤、活动能⼒力力、营养、安全等，每班⾄至少要评 2次。评估完后，护⼠士会对病⼈人的情况有⼀一个

整体的了了解，明确哪些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以便便进⾏行行⻛风险预防。

医院重视感染控制。

1.宣传⼒力力度很⼤大，医院到处都能看到不不同种类的宣传海海报，分别张贴在明显及⼈人多的地⽅方，

如病房、电梯间、宣传栏、礼品店，同时还通过医院楼道⾥里里的电视进⾏行行宣传。

2.公共区域均提供⼿手消，连学⽣生宿舍都不不例例外。病房⾛走廊墙上每隔 2-3 个房间都会安装⼿手

消。病⼈人房间⼿手套、⼿手消、洗⼿手皂液、擦⼿手纸、垃圾桶都是必备的，且每个房间都会有⼀一个洗

⼿手池。

3.严格遵守⼿手卫⽣生的五个时刻。接触病⼈人时，⼀一定要戴⼿手套，接触完后消⼿手或洗⼿手，且接

触不不同病⼈人⼀一定会换⼿手套。

4.医院⽬目前正在尝试⼀一种新的监测⼿手卫⽣生系统，叫做Biovigil system，包括⼀一个基站插座、

电⼦子密钥和感应器器。病房当班⼈人员会把感应器器佩戴在胸前，当进病房或离开病房时，感应器器上

⼩小⼿手形状的灯会变⻩黄，提醒消⼿手或洗⼿手，然后把⼿手置于感应器器前，灯会变绿，提示已进⾏行行⼿手卫

⽣生。如果直接忽视提醒，感应器器的灯则会闪烁红⾊色。如果⼩小⼿手标志变红，插到插座上后传输数

协和馨语

SUNY 临床护理理学
习⻅见闻 □ ⼉儿科 李李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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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会显示没有按时洗⼿手。这个系统⽬目前很有效果，它可以⽣生成报告，有监测标准，结果可以

测量量；通过灯光的提示来强调⼿手卫⽣生的重要性及可能存在的交叉感染，病⼈人及家属也可以看到，

对医护⼈人员也起到了了⼀一定监督作⽤用；同时提供给医院⼀一些数据⽤用来进⾏行行其他的研究。

⼯工作中重视细节。

1.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床头会悬挂相应的提示牌，例例如预防误吸、流⻝⾷食、禁⻝⾷食、液体控

制、左⽿耳或右⽿耳听⼒力力受损、左臂或右臂禁测⾎血压或抽⾎血、需要喂⻝⾷食、每⽇日测体重、记出⼊入量量、

翻身、左眼或右眼视⼒力力受损等，可起到提醒病⼈人及医务⼈人员的作⽤用。

2.病例例夹封⾯面张贴提示标语，例例如跌倒⾼高⻛风险、拒绝⼼心肺复苏、拒绝插管等。名字相同的

病⼈人还会在病例例夹封⾯面张贴“相同姓名警示”标语，包括床号及姓名。

3.佩戴腕带。除了了住院腕带外，有过敏敏史的病⼈人还要佩戴写有过敏敏项⽬目的腕带，跌倒⾼高⻛风

险病⼈人需佩戴写有“fall risk”的⻩黄⾊色腕带。

4.发药时每⼀一种药都会进⾏行行解释，并且服药到⼝口，如果病⼈人对药物有疑问，会⻢马上进⾏行行说

明，甚⾄至打印出说明书给病⼈人。

5.每张病床前都有⼀一块⽩白板，需要每天更更改：⽇日期、主管护⼠士的名字、当⽇日病⼈人需要达到

的⽬目标、病⼈人的疼痛级别、病⼈人的活动级别等，护⼠士需要与病⼈人沟通后进⾏行行填写，不不仅让病⼈人

清楚⾃自⼰己所管护⼠士及联系⽅方式，同时也提醒⾃自⼰己对病⼈人进⾏行行观察。

6.病⼈人出院时，不不⽤用在医院取⾛走出院带药，医⽣生会将医嘱发送⾄至病⼈人常去的药房或医院，

病⼈人可以就近取药，为病⼈人提供了了⽅方便便。

在 SUNY 学习的时间过得很快，在参与到当地的临床⼯工作后，我了了解到了了不不⼀一样的⼯工作

形式与状态，也感受到了了两国⽂文化与专业的差异，这是⼀一次特殊的经历，我会铭记所学到的，

相信会对⾃自⼰己今后的⼯工作与学习带来⼀一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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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医疗部三病房 林林梦

⾦金金秋九⽉月，⻛风吹⻨麦浪，⼜又是⼀一年年收获的季节。回望过往的⼀一年年，虽有 365 个

⽇日夜倏然流逝，但我却有幸在北北京协和医院的光环下，悄然成⻓长着，其中 令我

难忘的⼀一晚，正是⼀一年年前的今天，2017年年 9⽉月 8⽇日。

九⽉月的北北京，夜晚秋意渐浓，当时的我，有幸代表北北京协和医院参加第⼆二届

中国健康科普创新⼤大赛，9⽉月 8⽇日正是⼤大赛前夜。虽然之前已经通过层层选拔、

录像的考验与洗礼，但当我真正来到全国总决赛的会场参加排位抽签时，⻅见到来

⾃自全国各地的业界精英，看到他们摩拳擦掌、胸有成⽵竹的样⼦子，还是不不由得紧张

到⼿手⼼心出汗。

记得我当天下班后赶到位于国家会议中⼼心的会场时，天⾊色已经全⿊黑，⽽而当晚

主办⽅方安排的议程⼜又格外繁杂，不不仅有灯光、⾳音响、LED ⼤大屏幕等⼀一应设备需

要调试，还有第⼆二天⼤大赛的各种流程需要彩排，抽签仪式过后，为了了等到五分钟

的⾛走台时间，我不不得不不在会场⾥里里坚持到深夜⼗十⼀一点。有的选⼿手因为困倦离场了了，

连续的练习、选拔、⽐比赛，使我的声⾳音也沙哑了了。记得我的排位顺序是 16号，

在将近三⼗十位选⼿手中算是⽐比较靠中间的位置，我也得以在等待的同时，观摩了了其

他选⼿手的彩排演练，做到知⼰己知彼。不不得不不说，⼤大家都是五湖四海海来的精英，虽

然选题不不同，但每个⼈人的身上都有闪光点，要知道，只有进⼊入前⼗十名才能获奖，

虽然获奖不不是唯⼀一⽬目的，但我身上肩负的，不不仅有⾃自⼰己的努⼒力力与付出，更更有北北京

协和医院的荣誉与使命！我的演练结束后，我⼜又在场内看完了了所有选⼿手的演练，

这才离开。

拖着疲惫不不堪的身体回到家中，已是第⼆二天的凌晨，这时我才突然想起⾃自⼰己

还没有吃晚饭，我的家⼈人还在等我，当我看到桌上的⽣生⽇日蛋糕时，才猛然想起刚

刚过去的⼀一天原来是我的⽣生⽇日，我的⼼心⾥里里顿时百感交集，既有感动，也有歉仄，

⽽而更更多的，依然是对明⽇日⽐比赛的担⼼心。当时的我根本⽆无⼼心庆祝，急忙把⾃自⼰己关进

书房，对着电脑开始了了⼀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这⼀一夜，使我终身难忘。

c
每⼀一次经历都是⼀一种收获与成⻓长

协和馨语

协和护理理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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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比赛，我以 91.2 分的⾼高分获得本次⼤大赛第三名的好成绩，同时荣获

“全国⼗十佳科普演讲达⼈人”称号，当我从评委⽼老老师⼿手中接过奖杯时，觉得它沉甸甸

的，因为它承载了了我太多的努⼒力力和⼼心⾎血，但彼时，我的内⼼心却如释重负！

回想从 开始准备参赛到 终⽐比赛结束，⾃自⼰己付出了了许多却也同时收获了了很

多。

⾸首先的⼀一点就是拓拓宽视野，培养创新能⼒力力。这样的⽐比赛⽆无疑给我们提供了了⼀一

个良好的交流平台，可以让我们了了解各⽅方⾯面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同时寻找到更更好

的推⼴广医学科普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第⼆二点就是认识了了许多志同道合的朋义。既沟通了了感情，⼜又建⽴立了了友情，同

时，也使我认识到⾃自身的不不⾜足之处，激发了了我更更⼤大的⼯工作热情。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每⼀一位参赛选⼿手身上都有值得我学习借鉴之处，⼤大家取⻓长补短，都只为作出

更更好的医学科普，为患者提供更更为优质的医疗护理理服务。

第三点就是每⼀一次的排练、参赛、登台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提升，在台下付出

⼗十分的努⼒力力有时在台上却只能表现出七分，所以每⼀一次准备过程其实都是“痛苦”

的，但是只有这样付出过，才能做到在台上的时候游刃有余，淡然⾃自若。

后⼀一点也是 为重要的⼀一点，每当参加院外的活动，都会让我有更更为强烈烈

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因为我是站在了了巨⼈人的肩膀上。所有的这⼀一切收获，我都要

感谢协和，给了了我这次⼈人⽣生道路路上弥⾜足珍贵的记忆，能够让我为之拼搏、为之努

⼒力力、为之燃烧我的激情与热⾎血。依然记得刚刚⼊入职的时候在代表新员⼯工所做的发

⾔言“今⽇日我以协和为傲，他⽇日协和以我为傲”，我想⾃自⼰己要⾛走的路路还很⻓长，路路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协和馨语

协和护理理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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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楼⼗十⼀一层⼀一病房 万树欢

在很多⼈人眼中，护⼠士的⼯工作⽆无⾮非就是输液、打针、发药，甚⾄至定义护⼠士为“医

⽣生的附属品”，但是协和的护⼠士却不不⽢甘于接受这样的定义与定位，我们突破传统

意义上对护⼠士⼯工作职能与范畴的束缚，不不断丰富⾃自⼰己，挑战⾃自我，就是为了了体现

⾃自身价值，让⼤大家认识到协和护理理⼈人严谨于⼯工作、致⼒力力于科研、精致于⽣生活。

" ⼯工作之余做科研，紧跟护理理学发展

⽆无论是护理理理理论研究，还是技术操作，协和护理理⼈人均保持着领先地位，这与

协和护⼠士积极进取有着紧密联系。医⼤大图书馆、胡应洲图书馆，总是座⽆无虚席，

其中不不乏许多上、下夜班的同事们，利利⽤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做科研。了了解国内外

护理理发展现状，认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研究国内护理理⼈人员的⼯工作状态，推

动护理理事业的发展。

我的⼯工作不不枯燥，我的⽣生活不不粗糙

协和馨语

协和护理理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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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趣爱好要培养，精致⽣生活不不会忘

⽆无论⼯工作多忙、多累，协和护理理⼈人⼀一定会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不不会让⼯工作

占据全部⽣生活。同事们有的⾃自学尤克⾥里里⾥里里，有的报班学习⼤大提琴，有的玩滑板，

还有的博览群书，我们热爱⾃自⼰己的⼯工作，却不不局限于⼯工作。在浮躁的现实⽣生活中，

可以静下⼼心来苦读与学习，留留⼀一⽚片⼼心灵的净⼟土。

" 英语学习不不松懈，互相监督同进步

国际医疗部经常收治外国友⼈人，为了了更更好地为患者提供服务，我们从不不松懈

对于英语的学习。每周⼀一、三、五早晨学习医学英语半⼩小时， 近还组织了了“英

语流利利说国际战队”，成员之间相互监督，每天⾄至少学习半⼩小时并打卡，⼀一⽅方⾯面

靠⾃自觉，另⼀一⽅方⾯面靠组织的约束，以达到个⼈人能⼒力力的

□ 《默默的坚持》 ⼿手术室 李李森林林

协和护理理之⾳音
SOUND OF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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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 刘春辉爱⼈人

看着窗外的明⽉月，看着闪烁的霓虹灯，⻓长久的忙碌许久没有闲下⼼心来这样写

点东⻄西了了，夏夜凉⻛风，⻋车路路声驰。

⾸首先我要感谢协和，很荣幸，我成为了了协和的⼀一名家属，不不是攀⽐比，些许慕

名，如我与爱⼈人之所初⻅见，庄重，端庄。

社会的变化超越了了所有⼈人的评判和掌控，纷争的年年代，却仍使我们不不忘初⼼心，

坚守认知、岗位和职责或许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宣誓存在和产⽣生价值的 好⽅方

式。还好，纷华之外，这边有座神圣的医学殿堂------协和医院。

你值过夜班吗？如果你这样问⼀一个路路⼈人，很少会有⼈人回答值过，协和医院这

⾥里里很多⼈人在值，我爱⼈人也经常值。正像我们所认知的，只要有事情要做，就需要

有⼈人去做，⽽而这⾥里里每天所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事。考虑到妻⼦子的⾟辛苦，第⼆二个夜班

时我都会去看她⼀一下，给她送些⼩小点⼼心，其实我知道对协和医院⻝⾷食堂的热饭热菜

⽐比我送的都要好吃。看到她，为了了⼯工作，为了了家庭⾟辛苦付出，对我也是⼀一种⿎鼓励。

我的经常探望，以⾄至⻔门卫师傅都认识我，有时不不⽤用打电话，他直接摆摆⼿手就让我

进去了了，⽽而我也很快，送完东⻄西下楼。简单的⼏几句句询问和回复，很快的接过东⻄西，

然后各⾃自转身，我下楼回家，每周的⼀一个夜晚必然是这样度过的。⼀一想起来这已

经是 好的安慰，体谅也许就是如此吧。

我想，如我之所⻅见，协和医院每位⼯工作⼈人员都是如此的⾟辛勤勤，我⻅见到每位员

⼯工都有⾃自⼰己独特的、鲜活的⽓气质。⾏行行⾛走中的擦肩⽽而过，我会感觉到，协和情充满

着这⾥里里的每个⻆角落，他们如同这霓虹灯，在每个⻆角落⾥里里点亮、奋⽃斗，当我抬头看

他们时，他们已然是这座神圣的医学殿堂的⼀一部分。

协和情

协和馨语

协和护理理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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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健医疗部 陈⼩小琛

渴望，诠释这⼀一袭素⽩白⾐衣裳

春姑娘轻踏琴键

柔柳柳着⻩黄绿起舞

旋律律穿过豫王府的亭榭游廊

⽟玉兰随之竞相绽放

⻘青砖碧瓦 ⽩白⾐衣燕帽

你问我是不不是冰清⽟玉洁的⽟玉兰装扮了了她

我说，是她装扮了了春天

那飘逸的裙摆

不不正是⽅方才落下的那⽚片花瓣吗？

渴望，诠释这⼀一袭素⽩白⾐衣裳

盛夏之交响

是蝉鸣，是狗吠，是蟋蟀低吟

是落幕时分婴孩睡前 后的呜咽咽

⽇日⽉月星⾠辰辰 树影婆娑

窗⼦子，放映机？

⼀一张张胶⽚片中少不不了了的

是⽩白⾐衣燕帽

她穿梭于狭⻓长、闷热的⾛走廊

罗袜⽣生尘、裙摆⻜飞扬

她眼眸⾥里里没有疲惫

是爱与希望

她是谁？

她不不正是落⼊入尘世的⽩白⾐衣天使吗

曾住在 亮的那颗繁星上

渴望，诠释这⼀一袭素⽩白⾐衣裳

⻛风吹⻨麦浪

进⾏行行曲⼀一般激昂

秋之韵 美在多彩

枫叶的⾚赤、银杏的⻩黄、⻓长⻘青的苍松翠柏

红⼗十字与⽩白⾐衣燕帽相映成趣

病愈之安慰 添丁之欣喜

在声声感谢中弥散

随呼吸被永恒铭记

收获的季节

胜利利的果实

谁⼜又能说

那⼀一抹洁⽩白不不是缤纷中点睛之笔呢？

渴望，诠释这⼀一袭素⽩白⾐衣裳

清澈如⽩白 落雪⽆无声

皑皑冰花

装饰了了⻘青砖碧瓦下的厚重

装饰着端庄优雅中的摩登

她垂垂⽼老老矣

她已⾄至花季

诗意协和

包罗万象

协和护理理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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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间已是百年年

四季轮回的

是希望，是勤勤奋，是仁爱，是传承

⼀一袭素⽩白的⾐衣裳

诠释的

是深⼊入⻣骨⾎血的协和使命

终使岁⽉月更更迭中

回⾸首亦是⽆无憾

□ 眼科病房 李李⽂文硕

前⾔言

“你在哪呢？上班呢吗？”早上六点半，我在睡梦中接到了了爸爸的电话，我⼀一下

惊醒了了。 “你看新闻了了吗？⼜又有医患暴暴⼒力力事件发⽣生。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

太危险了了，要不不你换个⼯工作吧……”

确认过眼神，我们都是对的⼈人

包罗万象

协和护理理之⾳音
SOUND OF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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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你别担⼼心，现在医患⽭矛盾虽然紧张，甚⾄至发⽣生像新

闻⾥里里这样不不好的事情，但这并不不是常态，只是⼩小概率事

件。⾄至少，在我看来，“医”和“患”的关系并不不是这样的。”

我平静的说。

“爸，你知道吗？⽹网上有⾸首特别⽕火的歌，⾥里里⾯面有⼏几句句

歌词：⼀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

上对的⼈人……我⼀一路路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

“什什么？”

⼀一到寒暑假，病房⾥里里就有好多跑来跑去的⼩小朋友。

孩⼦子们总是元⽓气满满，恢复能⼒力力也惊⼈人。昨天还因为⼿手术哭了了⼀一天，今天就已经

和⼩小伙伴们玩的不不亦乐乎了了。孩⼦子们的世界也是 单纯，

有爱的。你对她们 10分的好，她们⼀一定会回馈给你

12分的感谢！

园园是其中 安静的⼀一个⼩小姑娘，不不到 10岁，看到

谁都是腼腆的笑笑，然后脸颊上顶着两朵⼩小红云就跑开

了了。她每天都在病房⾥里里安静的看书、画画、⽤用轻黏⼟土捏

⼩小⼈人⼉儿。园园真的是⼼心灵⼿手巧，捏什什么像什什么，有⼤大树、

熊猫、⼩小海海豚、狗狗、整套的天线宝宝……那天，我去

床边帮她点眼药⽔水，看到她满桌⼦子的艺术品，忍不不住赞叹道：“天呢，园园，你

真是个艺术家！你还捏了了天线宝宝，我⼩小时候可喜欢⾥里里⾯面的⼩小波了了！”园园依旧

笑笑不不语。

园园出院前⼀一天，我上⽩白班。我觉得她这⼀一天都在护⼠士站徘徊，欲⾔言⼜又⽌止的

样⼦子。 后，我先开了了⼝口：“园园，你有什什么事⼉儿吗？”她没说话，跑回了了病房。

过了了⼀一会⼉儿，⼜又回到我跟前⼉儿，⼿手⾥里里⼩小⼼心翼翼的捧着个东⻄西，近了了⼀一看，是天线

宝宝⼩小波。

“姐姐，送给你！”我们两个相视⼀一笑。

确认过眼神，我们都是对的⼈人，再没有什什么⽐比这礼物更更珍贵！

天线宝宝

摸头杀

包罗万象

协和护理理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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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给你看样东⻄西。”我⼀一抬头，看到

戴着⼤大墨墨镜的 11床爷爷，他神秘地说道。说

着他便便开始滑动⼿手⾥里里的平板电脑。屏幕上全都

是各种各样⻦鸟的照⽚片，但我只认识⾥里里⾯面的麻雀

和鹦鹉。“好漂亮，这都是什什么⻦鸟啊？”“这是

您⾃自⼰己拍的吗？”“这么多，抓拍很难

吧？”……路路过的医⽣生、护⼠士和其他患者、家属也都忍不不住停下了了脚步。这个时

候，我看到 11床爷爷，嘴⻆角上扬，墨墨镜镜⽚片反着亮光，酷酷的说道：“这些都是

我 80岁以后拍的，做完⼿手术看的更更清楚了了，我还得继续呢！”

“哇！”⼈人群涌动。

第⼆二天，夜班，忙完后，我坐在护⼠士站休息。想着 近⽣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我内⼼心的痛苦在这寂静的夜⾥里里被⽆无限放⼤大。“唉……”我不不由⾃自主叹了了⼝口⽓气。

“⼩小姑娘，年年纪轻轻的叹什什么⽓气嘛。”原来是 11床爷爷。“来给你看看，我的

宝⻉贝。”果不不其然，他⼜又开始给我看⻦鸟。“这个，我昨天已经……”我刚想打断他。

“有点反光，看不不清楚……”说着他便便摘掉了了墨墨镜，我才看到，在他颧⻣骨附近有道

很深的伤疤，⼤大概有四五厘⽶米⻓长的样⼦子。

“我刚过完⼋八⼗十⼤大寿，就犯⼼心脏病了了，晕过去之后就什什么都不不知道了了，醒了了

发现身上都是管⼦子，脸上还多了了这么道⼝口⼦子，在 ICU ⾥里里躺了了 10多天呢。出院以

后，也没觉得⽇日⼦子有啥不不⼀一样。就是公园⾥里里的⼩小孩⼉儿看⻅见我都哭……”11 床爷爷

的经历果然和他本⼈人⼀一样酷。看着他的轻描淡写，看着他眼睛⾥里里充满苦涩⼜又苍劲

的光，我的眼⻆角湿润了了。

“你这个⼩小孩⼉儿也怕我啊，我快把墨墨镜戴回去。哈哈……”

“哈哈……”我被这个酷 boy 逗笑了了。

确认过眼神，我们都是对的⼈人，再也没有什什么⽐比这 boy 更更酷的⼈人⽣生了了！

后记

“爸，这下你放⼼心了了吧。”

⾼高龄酷 boy

包罗万象

（说明：⽂文中插图为作者原创⼿手绘。）

协和护理理之⾳音
SOUND OF NURSING

23

24

“嗯。”

23



摘⾃自：《护理理英语会话》

推荐⼈人：保健医疗部 闫丽

□⼿手术室 李李欣欣

Penicillin allergic test

N: Mr. Bush, you have pneumonia

and will need to give you some

penicillin injections. First, I'll give

you a penicillin skin test. Have you

used penicillin before?

P: Yes, I have.

N: Are you allergic to it?

P: No, never.

N: Are you allergic to any other

medicine?

P: No.

N: OK. Please give me your right

hand.

P: All right.

N: If you feel any discomfort, such

as dizziness, sweating or chest pain,

please tell me.

P: I will. May I ask some questions?

N: Yes, certainly.

P: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take

护⼠士：布什什先⽣生，您患了了肺炎，

需要注射⻘青霉素。⾸首先要给您

做个⻘青霉素⽪皮肤过敏敏试验。您

以前⽤用过⻘青霉素吗？

病⼈人：⽤用过。

护⼠士：那您对⻘青霉素过敏敏吗？

病⼈人：不不，从来不不过敏敏。

护⼠士：您对其他药物过敏敏吗？

病⼈人：没有。

护⼠士：那好，请伸出右⼿手。

病⼈人：好的。

护⼠士：如果您感到任何不不适，

如头晕、出汗、胸痛，请告诉

我。

病⼈人：好的。我能问个问题吗？

护⼠士：当然可以。

疯狂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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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take

my temperature and feel pulse

several times a day.

N: An individual’s temperature,

pulse, respiratory and blood pressure

are called as vital signs. They are

measured to detect any changes in

normal function. They are also used

to determine a patient’s response to

treatments. A change in condition

can be recognized from the vital

signs.

P: I didn't know they were so useful.

（20 minutes later）

N: There is no red or swelling. You

are not allergic to penicillin. Please

unite your belt and pull your trousers

lower. I’ll give you a penicillin

injection.

P: Please do it gently.

N: I will. Do you feel a sting where I

press? Bend your left leg and relax

your muscles.

病⼈人：我不不明⽩白为什什么您每天

给我测好⼏几次⾎血压和脉搏？

护⼠士：⼀一个⼈人的体温、脉搏、

呼吸和⾎血压称为⽣生命体征。通

过测量量⽣生命体征，我们可以监

测⼈人体正常功能的变化，判断

对病⼈人治疗的反应。病情的变

化也可以从⽣生命体征上表现出

来。

病⼈人：真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用

途。（20分钟后）

护⼠士：没有红肿，您不不过敏敏。

请解开腰带，把裤⼦子拉下来⼀一

些。我要给您打⼀一针⻘青霉素。

病⼈人：请轻⼀一点⼉儿。

护⼠士：我会的。您觉得我压着

的地⽅方刺刺痛吗？把左腿弯起来，

肌⾁肉放松……

疯狂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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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英语

泰⼽戈尔诗集精选

The time that my journey takes

is long and the way of it long.

I came out on the chariot of the

first gleam of light,and pursed my

voyage through the wildernesses of

worlds leaving my track on many a

star and planet.

It is the most distant course that

comes nearest to thyself,and that

training is the most intricate which

leads to the utter simplicity of a

tune.

The traveller has to knock at

every alien door to come to his

town,and one has to wander through

all the outer worlds to reach the

innermost shrine at the end.

我旅⾏行行的时间很⻓长，旅途

也是很⻓长的。

天刚破晓，我就驱⻋车起⾏行行，

穿遍⼴广漠的世界，在许多星球

之上，留留下瘢痕。

离你最近的地⽅方，路路途最

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

的练习。

旅客要在每⼀一个⽣生⻔门⼝口敲

扣，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

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

到最深的内殿。

□ ⼿手术室 李李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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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檀迦利利》—— 冰⼼心译

My eyes strayed far and

wide before I shut them and

said”Here art thou!”

The question and the

cry”Oh ,where?”melt into tears

of a thousand streams and

deluge the world with the flood

of the assurance”I am!”

我的眼睛向空阔处四

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原

来在这⾥里里！”

这句句问话和呼唤“呵，

在哪⼉儿呢？”融化在千股的

泪泉⾥里里，和你保证的回答

“我在这⾥里里！”的洪流，⼀一同

泛滥了了全世界。

疯狂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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