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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须眉皆为患讦一样的节日不一样的范

金华市开展2017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治疗项目工作督导检查

抑郁症发病情况如何？哪些人群最易受影响？如何预防

本院心理专家与大家聊聊抑郁症
方跃镇 康玉娟

剿灭劣Ⅴ类水 我们在行动

我院举办《心理护理在临床
实践中的应用》学习班简讯

别让春天再流眼泪
———一起来聊聊抑郁症

一尧不怕脏和累 小红帽来保卫
头戴小红帽尧手拿袋和夹尧扛着飘扬的红旗袁出发浴行

动浴 4月 21日上午袁我院工会积极响应市总工会号召袁组
织职工志愿者 20多人参与到野剿灭劣 V类水?保卫母亲
河冶行动当中遥

在雅畈梓溪袁野小红帽冶 俨然成了春天里最靓丽的一
道风景线遥 野今天刚好是我的生日袁有幸参加这次活动袁通
过自己的行动袁清理河道垃圾尧口口相传宣传治水环保知
识等形式积极参与剿劣行动袁真的非常有意义遥 冶党员志
愿者叶卫平说道遥
二尧不怕烦和苦 地道分流雨污
近日袁市二院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全面开工遥雨污分流

是一种排水体制袁是指将雨水和污水分开袁各用一条管道
输送袁进行排放或后续处理的排污方式遥 据悉袁此次改造
工程这场野地道战冶的主要任务在于将此前埋下的排污管
道一一厘清袁找到渗漏点并按现在环评要求袁改造雨水和
污水两个集水池袁 分别独立运作排水袁 最终达到排放要
求袁保证两种不同的野血管冶得到正常的运行遥

此外袁医院近期还对院内池塘进行了彻底清理遥

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以及整体护
理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袁心理护理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袁
许多疾病的治疗和预后与患者的心理状态有着极为密切
的联系遥为提高护士对心理护理技术的临床应用能力袁以
及对自身压力和健康的管理能力袁 以确保患者获得最佳
心理护理服务遥 4月 25日袁由护理学会和我院共同承办
的叶心理护理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曳学习班如期举行遥

本次学习班由护理部主任李淑华主持袁 院内外共有
180余名护士参加了学习遥 学习内容丰富袁分别有 野护理
岗位与绩效管理冶尧野减轻综合性医院护患焦虑抑郁程度
的人文关怀实践冶尧野失眠症的认知行为治疗冶尧野如何开展
心理护理冶尧野住院精神病人的心理护理冶以及野心理护理
临床实践指导冶遥
希望通过本次培训班的学习能进一步提升护士的心

理护理水平袁从而提高我院优质护理服务质量遥
届时袁 金华市一届四次精神心理护理专业委员会会

议也于当日中午如期进行袁 会上就如何更好地发挥专业
委员会的作用进行了探讨遥

渊护理部 伍小球冤

为做好全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
治救助工作袁 提高金华市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的报告患病率尧 管理率尧 服药
率袁在市卫计委和市精卫办的组织下袁

由金华市第二医院华深院长和范卫星
副院分别带队袁于 4月 25日至 4月 28
日袁以抽检的方式对全市 12 个县(市尧
区)精防机构进行了督导检查遥

本次督查重点是抽查风险评估三
级以上肇事肇祸病人管控情况和严重
精神精神障碍患者的信息管理情况袁
并针对资料中有疑问或疑难的患者进
行了上门访谈指导袁 对部分患者在诊
断与服药方面的问题及时做了方案调
整遥

通过这次督导检查袁不仅提高了各
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及基层卫生医疗机
构对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的认
识袁还进一步促进了对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的发病报告尧筛查及规范管理能力的
提高遥

渊蒋元华 康玉娟冤

手拉手 让爱香飘四溢
2月 26日下午袁金华市第二医院

野破风天使.骑行队冶联合方太生活家
金华店在医院精神康复科举办了一场
野帮你把爱带回家冶公益活动遥现场袁医
护人员边手把手教康复患者学习烘焙
技术袁边唱歌聊天袁并把烘焙好的糖霜
饼干送给他们袁 为他们带去无限关怀
和关爱遥

为了让住院病人们享受到快乐和
幸福袁我院野破风天使窑骑行队冶邀请了
方太生活家金华店的技术人员袁 并带
着高大上的烘培设备袁 给精神康复患
者和老年科康复患者准备了来一堂简
单而有趣的烘培课遥 经骑行队队员精
心布置后的精神康复科看起来更温馨
明亮了袁 老人们围绕长桌新奇并仔细
地打量着眼前五颜六色的糖霜遥 在主

持人和烘培老师简单的介绍之后袁一
场有趣的烹饪课开始啦遥经过指导袁康
复患者按照自己喜欢的图案制为饼干
选模具做造型遥

正常情况下十几分钟便能搓好的
饼干袁 这些精神康复患者和住院老人
即便在队员的帮助下袁 完成也得一个
多小时遥但是袁医护人员们用爱心和耐
心一遍又一遍地指导袁 一起做出香喷
喷的饼干遥

他们袁 用一双双单纯却充满故事
的手袁 与医者一起袁 烘焙出最甜蜜的
野医患情冶遥 大家品尝着自己亲手制作
出来的饼干袁个打个似花开散发着爱遥

快到晚饭开饭时间了袁 大家仍依
依不舍袁她们袁或拥抱尧或谈笑袁如此袁
医患一同感受分享和帮助他人的意

义遥
方太生活家金华店运营主管周颖

先生表示院野每个精神障碍患者都有阳
光率真的一面袁我们要积极地引导他们
享受美好健康的生活袁让他们感受到社
会的温暖遥希望借此活动能够唤起更多
爱心人士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关爱袁尽一
份孝尧献一份爱遥 冶

关于野破风天使窑骑行队冶
金华市第二医院 野破风天使窑骑行

队冶 不遗余力地参与支持各项公益事
业袁更有效尧更直接地服务社会弱势群
体袁与社会共享发展成果遥

手工烘培 DIY袁带一份爱意给精神
康复患者噎

我们袁帮你把爱带回家浴

在野三八冶妇女节来临之际袁我院医
护人员给住院病人带去了最真最诚的祝
愿遥

院长查房促管理
3月 7日早上袁院长华深携领导班子

及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到临床一线进行
现场办公查房遥 通过听取各科室主任尧护
士长汇报尧 现场询问等方式了解有关情
况和现场解决存在的问题遥 内容涉及医
疗质量尧安全尧感染管理尧后勤保障等工
作遥 华深院长表示袁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各职能科室要及时落实袁不可走形式袁走
过场遥

反恐演练保平安
3月 2日上午袁我院在门急诊科举行

防恐怖暴力事件应急演练袁保卫科尧总务
科尧医务科尧护理部尧门急诊等相关部门
参加了演练袁 秋滨派出所干警来院现场
指导遥 此次逼真的反恐防暴的应急演练袁
加强了我院医务人员应对突发涉恐尧涉
爆事件的防范意识袁 提高了应对暴力事
件的处置能力及有效逃生避险能力袁完
善了警医联动机制袁 积累了反恐防暴的
实战经验遥

医患同乐心贴心
3月 2日下午袁医院精神康复科医患

同乐心贴心院包馄饨袁煮饺子袁香气四溢
惹人涎袁自己动手袁丰衣足食,医患共把笑
容留遥 瞧袁老人笑得多开心浴

撒开腿袁大步走袁彩虹桥畔影相随袁
你搀我扶袁 前呼后拥袁 巾帼须眉为患聚
噎噎3月 7日下午袁我院在市区燕尾州公
园组织开展了野三八冶医患健步走活动遥

家属感恩送锦旗
3月 6日早上袁患者家属金某将一面

野医术精湛 思惠百姓冶 的锦旗送到一病
区主任喻跃国的手中袁 表达对医生及时
相助袁不辞辛苦袁精心诊治袁热情服务的
感激之情遥

原来是在一年前袁 病区主任喻跃国
到汤溪开展精神卫生知识讲座袁 金某也
来听课袁 称自家儿子也可能得了这样的
病袁但家里实在困难袁丈夫去世得早袁儿
子不肯到医院看病袁 无能为力噎噎喻主
任得知情况后袁 千方百计想办法让金某
儿子来院治疗遥 目前袁 其她儿子病情稳
定袁她也放心了遥

渊康玉娟 王园冤

野人生路袁美梦似路长袁路里风霜袁风霜扑面干遥 红
尘里袁美梦有几多方向袁找痴痴梦幻中心爱袁路随人茫
茫噎噎冶马上又到人间四月天袁忘不了你温柔的歌声袁
忘不了你淡淡忧郁的眼神遥 生命似一场脆弱又华丽的
梦袁短短几秒袁却繁华落尽遥 终化作一声叹息袁霸王别姬
成绝响袁人间再无张国荣遥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调查报告显示袁全球每 40秒就
有一人自杀遥 我国流行病调查显示袁抑郁症的发病率从
82年的 0.83%增长到现如今的 4%-8%袁上升了 50-100
倍遥抑郁症已经成为严峻的公共健康问题遥抑郁症又称
为抑郁障碍袁 以明显而持久的情感或心境改变为主要
特征的一组精神障碍袁临床上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袁伴
有相应的思维和行为改变袁可有精神病性症状等遥

小陈袁男袁15岁袁家住市区袁初中文化袁一年前因觉
学习考试压力大逐渐出现人高兴不起来袁胃口差袁平时
喜欢看的动漫也不想看袁也不想去上学袁觉得脑子比平
时笨袁曾经想过跳楼袁但是觉得对不起父母袁没有行动遥
开始不觉得自己有病袁不愿意来医院看病袁性格变得越
来越内向袁不愿与人交流袁在家人劝说下来到市第二医
院就诊袁经确诊袁他得的是典型的抑郁症遥 经过一个月
的工娱治疗尧脑电生物反馈治疗配合药物治疗三结合袁
他的病情大为改善袁他妈妈告诉我们袁这些天他问同学
要了课堂笔记袁在认真看书袁准备把之前落下的课程赶
上去遥 出院时袁他笑容满面的说袁野医生袁以前我看外面
的天是灰色的袁现在袁我看外面的世界五颜六色袁好漂
亮浴 冶是啊袁其实天很蓝袁阴霾终会散遥

有句俗语大家都知道袁野菜花开,袁痴子忙遥冶那么袁春
天和抑郁症有什么关系呢钥

首先袁春天气压比较低袁空气中含氧量较低遥 耗氧
量 20%思维大脑极其敏感袁容易出现情绪低落尧心烦气
躁的表现遥 其次是生物的代谢进入旺盛期袁周围的生物
体在这个季节会发出一种次声波袁 影响人的内分泌系
统袁导致人体的内分泌激素的紊乱袁促进情绪问题的产
生遥 春天气候变化比较大袁特别是早晚温差大袁会造成
人体内环境的变化袁免疫力下降袁情绪易波动袁容易引
发各种精神疾病的发生和复发遥

虽说春天和抑郁症脱不了关系袁 但其他高危因素
也不容忽视袁比如学习压力大尧明星的职业压力袁都市
人群在高速运转的环境下袁出现焦虑尧抑郁的情绪遥 加
上春季这个特殊的气候袁更容易引发抑郁症遥 对抑郁症
来说袁防大于治遥

1尧 抑郁症首当其冲的是要避免讳疾就医的问题遥
抑郁症并不可怕袁重要的是你是否正视它遥 有相当一部
分人认为袁 到精神病院看病名声不好听袁 否认自己有
病袁从而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袁这是十分痛心的遥 应
该转变观念袁就像 TVB剧里你经常会听到他们说院野你
这两天状态不好袁放个假袁去看看心理医生吧遥 冶抑郁症
是你的心病了袁小病不及时治疗袁变成遗憾就为时过晚
了遥

2尧多参加户外活动袁收获快乐遥 现在正是春暖花开
好时节袁遍地大片大片的金灿灿的油菜花随风摇曳袁骑
行在安静地小路上袁尽情感受大自然的美遥 有计划地安
排自己的休息时间袁让生活变得充实袁收获快乐遥

3尧遇到困惑袁多与人倾诉遥 有解不开的心结时袁多
与家人尧朋友倾诉袁也可以找心理医生做心理咨询袁解
开疑惑遥

4尧学会适可而止袁避免过度追求完美遥 生活中袁我
们会看到一些完美主义者袁他们往往对自己要求很高袁
工作也很出色遥 但过度的追求完美袁一旦结局没有达到
自己的预期效果袁就会产生焦虑尧抑郁的情绪袁苦了自
己遥

5尧找寻合适的发泄途径袁耗尽负能量遥 当我们不开
心的时候袁就需要找寻一个发泄口袁耗尽负能量袁比如
清晨去江边吼一嗓子袁或者去 KTV嗨歌袁或去泳池游
泳袁打球运动袁都是不错的选择遥

6尧调整心态袁学会合理的处事方法遥 很多抑郁症患
者在家里备受宠爱袁外出学习尧工作后的反差容易出现
各种心理问题遥 应该意识到每个独立的个体组成了世
界袁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主角遥 当问题出现袁不应该一味
认为是别人的问题袁找找自己的不足遥 改变别人很难袁
改变自己却容易一些遥

让我们和抑郁症说拜拜袁别让春天再流眼泪遥 野我
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袁它妄想使我屈服袁这绝对办不到遥
生活是这样美好袁活他一千辈子吧遥 冶

渊高 盈冤

世界卫生组织把今年 野世界卫生
日冶的活动主题确定为院一起来聊聊抑
郁症浴

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官网上明确指
出袁谈论抑郁症很重要袁这是恢复过程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遥谈论抑郁症袁尤
其是在社会环境尧公共场合尧新闻媒体
中谈论袁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能够寻求
并获得帮助遥

狙击抑郁症我们责无旁贷袁今天袁
我们就请心理专家们袁 一起来聊一聊
抑郁症遥

姻抑郁症院主要特点是持续悲伤袁
对通常喜欢的活动失去兴趣袁 同时没
有能力从事日常活动袁 并且这些现象
持续至少两周遥

临床症状院精力减退袁食欲改变袁
睡眠更多或更少袁焦虑袁注意力下降袁
犹豫不决袁躁动袁感到一无是处尧内疚
或绝望袁以及有自残或自杀的念头遥

抑郁症影响各行各业各个年龄的
人们袁 造成精神痛苦并使人们难以从
事甚至最简单的日常事务袁 有时可能
摧毁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以及谋生能
力遥抑郁症的最坏后果是袁可能导致自
杀行为袁 这是目前 15耀29岁人群的第
二大死亡原因遥但是袁抑郁症是可以预
防和治疗的遥

姻心理科简介院 成立于 1991年袁
是省内开设最早的心理卫生专业机构
之一袁由心理科病房尧心理咨询治疗中
心和心理测量室三部分组成遥

心理科病房现设有床位 80张袁有
一支精湛的专业技术队伍袁 其中高级
职称 6人袁中级职称 12人曰心理咨询
治疗中心开设有心理科专家门诊尧心
理咨询门诊及心理治疗门诊袁 提供各
类心理障碍的咨询和治疗曰 心理测量
室采用先进的电脑测试系统袁 由有经
验的专业人员操作袁 可进行个性尧智
力尧 记忆及各种精神症状量表的测试
和评估遥

目前袁 医院开通了 12320心理援
助热线渊工作日 8:00-11:30袁13:30-16:
30冤遥

抑郁症是一场心灵感冒袁 可能影
响每个人但不可怕

抑郁症可以说是一场心灵感冒袁
跟生理感冒一样袁可能会影响每个人遥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袁 我们金华所
处的东部地区袁 抑郁症的发病率在 6.
8%左右遥 也就是说袁100个人中就有 7
个人在一生中可能会患上抑郁症遥 而
且袁这个数字还有上升的趋势遥

野从我过去的门诊情况来看袁有
50%左右是抑郁症患者遥 冶赵俊雄说袁
每年大约有数千人因抑郁症在二院心
理科住院治疗和门诊治疗遥

赵俊雄介绍袁抑郁症分为轻度尧中
度尧重度袁经过科普宣传袁目前不少人
已经能够坦然面对抑郁症袁 刚刚出来
一个数据袁 该院心理咨询中心今年一
季度的接待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
倍遥 但仍有许多人遇到心理问题或心
理疾病时袁不愿意面对袁更不愿主动就
医袁害怕被人议论遥

野有的孩子自己能接受心理咨询袁
家长却接受不了遥冶赵俊雄说袁野所以来
医院就诊的病人袁 不少已经拖到了比
较严重的程度遥 冶

赵俊雄说袁其实只要勇敢面对袁积
极就医袁抑郁症并不可怕遥抑郁症治疗
有效率高达 80%到 90%袁 可以说绝大
部分抑郁症患者经过适当的干预和治
疗都可以得到康复遥

他建议大家把抑郁症当作普通感
冒一样来看待袁 最好在出现轻微症状
的时候袁 就进行自我调节或找心理医
生咨询袁切不要一拖再拖袁耽误诊疗袁
影响恢复遥

现在的孩子压力太大袁 请给孩子
们足够的成长空间

早在 2014年袁世界卫生组织发布
的叶全球青少年健康曳报告显示袁在 10
至 19岁的青少年中袁抑郁症是致病和
致残的头号因素遥

国内有关调查显示袁 北京市和河
北省出现抑郁症状的中学生的比例为
32.19?%曰重庆和四川省中学生抑郁发
病率为 42.3%袁 其中重点中学发病率
比普通中学更高袁形势十分严峻遥

黄恩说袁 青少年抑郁症高发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袁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素是如今不少孩子的学习压力太大
了袁 部分重点学校的学生发病率更高
也与此有关曰 其次是社会的价值取向
也存在问题袁 衡量孩子成功与否的标
准太单一袁过于看重学习成绩袁致使孩
子们的许多梦想尧爱好被抹杀袁感受不
到价值实现的快乐遥

当然袁青少年抑郁症和遗传尧童年
经历尧父母教养方式等也有关联遥 野我
是反对父母把孩子送到寄宿制学校去
的袁在孩子最需要关爱尧温暖的年纪袁
却要和父母分离袁 这对他的成长必定
会造成影响遥 冶黄恩说遥

预防青少年抑郁症袁 需要社会的
共同努力袁 但摆在第一位的是学校和
家庭遥黄恩说袁有两个误区一定要引起
重视袁当孩子出现情绪低落尧学习积极
性差等情况时袁 家长和老师不要单纯
地认为是青春期的正常现象袁 或者认
为孩子不思进取袁 不予理会或一味指
责袁要多加沟通尧疏导遥另外袁学校应当
把学生的身心健康放到更重要的位
置袁多开展文体活动袁让孩子们劳逸结
合遥

现在有个词叫野空心病冶袁说的是
人们眼中的野好孩子冶袁却感觉内心空
虚尧生活无意义袁缺乏真正和深刻的满
足感袁 不能体验别人为什么活得那么
起劲和心满意足遥黄恩说袁要治好孩子
的野空心病冶袁就一定要给他们足够的
包容和成长空间袁 去实现自己内心的
追求和价值遥

女性生养孩子不容易袁 产后抑郁
越来越常见

这几年袁 产后抑郁越来越多的被
人提起遥事实上袁女性产后抑郁的发生
率也是比较高的袁 约有六成产妇会出
现轻微的尧一过性的抑郁症状袁她们大
部分能够通过自我调节恢复袁 但也有
约 20%的产妇会出现明显的抑郁症
状袁对个人和家庭带来较大的影响遥

程艳华说袁一些特殊的因素决定女
性更容易患上抑郁症遥 比如袁女性往往
比男性更为情绪化曰 有明显的生理周
期曰需要承担生养孩子的压力袁以及可
能会对事业造成的影响曰怀孕尧生产期
间袁身体的内分泌情况也会发生改变遥

野最近碰到一例病人袁 怀孕已经好
几个月了袁但她一点都不开心袁反而情
绪非常糟糕遥 经过沟通袁原因出在意外
怀孕上遥 冶程艳华说袁一些女性没有做好
思想准备而意外怀孕袁会给她们带来很
大的心理冲击袁进而产生负面情绪遥

还有一些女性袁在生育尧养育孩子
期间袁无法适应事业尧家庭上的变化袁
也会产生抑郁情绪遥程艳华举例说袁生
活中袁女性生孩子后袁家里老人往往会

前来帮忙照顾袁这个时候难免会发生一些
摩擦或矛盾袁 如果无法很好的适应和解
决袁就容易引发不良情绪遥

产后抑郁症的主要症状包括情绪低落袁
多思多虑袁烦躁不安袁内疚自责袁消极悲观以
及行为过激等袁 比如一言不合就大吵大闹
等袁情况严重的还会产生轻生的念头遥

如何预防产后抑郁症的发生钥程艳华
说袁首先袁女性应该把生儿育女当作一件
自然而然的事袁是为人父母必须经过的一
个阶段袁不要有太重的负担曰其次袁生育之
前最好在生理尧心理以及物质上做好充分
的准备袁和家里老人提前进行磨合曰此外袁
对生育可能带来的工作上尧家庭生活上的
改变袁也要正确看待遥

谈论抑郁症袁不要忽略老年群体
谈论抑郁症袁千万不要忽略老年人这

个群体遥 老年抑郁症近年呈高发趋势遥
范卫星说袁相比年轻人袁老年人也有

自己的烦恼遥如今袁子女成年之后袁基本上
都要外出打拼袁 很多老人处于空巢状态袁
生活孤单曰从岗位上退休之后袁有的老人
会有无用感袁进而造成情绪低落曰此外袁老
人免疫力下降袁 各种毛病开始找上门袁一
些身体疾病也会直接或间接引起抑郁症遥

所以袁我们对老年人的关怀袁有时候
精神上比物质上更为重要遥

对于子女来说袁应该多陪伴父母袁如果
没办法陪在父母身边袁 也应该多打电话问
候袁多跟老人交流曰对社会来说袁有关部门尧
各类组织应该面向老人提供尽可能多的活
动袁丰富他们的生活袁使他们老有所乐遥

当然袁 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老人自己遥
范卫星说袁首先老人应该坚强起来袁不能
有依靠子女的心理袁 现在年轻人都很忙袁
晚年生活完全依靠子女已不太现实袁这一
点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曰其次要适应新的
生活袁 退休后一样可以为社会发挥余热曰
另外袁老年人一定要发展兴趣爱好袁把生
活过得丰富尧充实起来袁多参加社会组织
和社会活动遥

子女如果发现父母长期情绪低落袁务
必引起重视袁必要时应该带他们到专业医
院就诊遥

给自己一点正能量袁赶跑野抑郁君冶说
难也不难

确如上述专家所谈的一样袁世界卫生
组织认为袁抑郁症可能影响任何人袁但这
三类群体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院青少年和
年轻人尧育龄妇女渊尤其是在产后冤以及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遥

既然抑郁症是一种可能影响每个人
的心灵感冒袁 那么当抑郁情绪来袭时袁我
们该怎么做钥 王晓蓉提了几点建议遥

平衡工作和生活很重要遥不少年轻人
的抑郁情绪和学习尧 工作压力太大有关遥
工作要适度袁注意劳逸结合遥 同时要调整
对待工作尧生活的态度袁以积极尧乐观的心
态去看待生活中不如意的地方遥

此外袁要给自己安排休闲尧社交时间袁尤
其是要安排适当的运动遥 情绪不好的时候袁
跑步尧游泳都是很好的放松方式遥与亲人尧朋
友交流倾诉袁也是舒缓压力的好办法遥

如果通过自我调节无法走出阴影袁则
应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和指导遥

如果身边有亲友患了抑郁症袁我们该
怎么与其相处钥

王晓蓉说袁首先是多陪伴袁多倾听袁多
包容曰其次是尽可能帮助他解决碰到的实
际困难袁而不是冷嘲热讽曰如果对方抑郁
症状比较严重袁则应建议他或带他到医院
就诊遥作为家人袁在病人发病期间袁还应注
意看护袁督促其按时服药等遥 野千万不要碍
于面子袁或心慈手软袁不带病人去看医生袁
这样只会延误他的病情遥 冶

尊敬的金华市第二医院领导院
您好袁我是患者蒋国贞的家属袁首先我代表全家送

上对贵院最真挚的祝愿袁祝贵院事业蒸蒸日上袁在医学
科学领域里取得更大的成绩遥

此刻袁作为一个患者的家属袁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表
达对贵院的无限感激袁 尤其是对老年科的章群医生及
全体医护人员的衷心感谢遥 在我母亲住院的近两个月
时间里袁 章群医生用无私的爱心和高尚的医德为我的
母亲解除了痛苦袁她的一言一行尧一举一动诠释着当代
医生的职责操守和医道本色遥

母亲住院期间袁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袁由于我们对

医学的一知半解袁没少给医护人员出难题尧添麻烦袁可
是章医生和五病区全体医护人员从来不愠不恼袁 总是
耐心讲解袁尽力满足我们的要求遥每当母亲的病情有什
么变化时袁 章医生和医护人员们总是及时耐心地与我
们家属沟通袁详细讲解病情及治疗方案袁并对我们这些
六神无主的家属进行心理疏导袁减轻我们的心理压力遥
看着母亲的病情一天天好转袁 我们心里真是说不出的
感激袁 由衷地对章医生和老年科五病区的全体医护人
员精湛的医术感到钦佩遥 我感谢在母亲治疗过程中所
接触的每一位医护人员遥 虽然我可能连他们的姓名都
叫不出来袁甚至有些人都素未谋面袁但正是有了他们默

默无闻的奉献袁才使得我的母亲得到良好的医治袁更使
我们体验到金华市第二医院良好的医风和医德遥

现在袁我的母亲病情有了很大的好转袁马上要出院
回家休养遥 在此袁我代表全体家属对章群医生及全体医
护人员表示最衷心地感谢遥 同时袁我还要感谢医院的领
导袁感谢你们培养出像章群这样优秀的医生和老年科这
样优秀的队伍遥 最后袁让我发自肺腑地说一句院祝愿章
群医生和金华第二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身体健康尧万事
如意尧全家幸福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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