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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的西北边陲—新疆，有

一种罕见的冰山雪莲，它不畏严寒，

虽然生长在海拔3 000米的雪山上，却

绽放着纯洁灿烂的花朵。在新疆还有

这样一位慈祥的护理前辈，她拥有雪

莲花般坚韧的个性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为来自天山南北、13 个民族的患者及

护理人员默默奉献了40 余年，将自己

的青春年华、全部精力全部倾注到了

新疆的护理事业中。她就是主任护

师、副教授聂淑娟。

聂淑娟，女，1947 年 6 月 20 日

出生，1965 年毕业于原新疆医学院护

士学校，分配至新疆医学院一附院儿

科工作。为了继续深造，1 9 8 2 年她

考入沈阳医专高护班，并于 1985 年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回到一附院。从

那时开始至今，她担任过该院护理部

副主任、主任、护理教研室副主任等

职，肩负着护理管理及在校护生、在

职护士和护理研究生的教育等重担。

并担任了两届中华护理学会常务理事和

新疆护理学会理事长以及新疆科协委

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护理质控中心

专家等职，还是新疆医科大学被任命

的惟一的一位护理专业学科带头人。

由于她工作业绩突出，曾先后荣获

“自治区防病救灾优秀工作者”、

“自治区巾帼建功先进个人”、2 0 0 0

年新疆乌鲁木齐第三届“南丁格尔”

式优秀护士、2005 年全国卫生系统护

理专业“巾帼建功标兵”等光荣称

号，为新疆各族护理人员作出了表

率，为新疆的护理事业争得了荣誉。

感人至深的儿科护士长

聂淑娟自小就对头戴燕尾帽、身

穿白大衣的护士形象充满了敬仰和

爱慕，憧憬着长大后也能成为一名白

衣天使。所以1962 年她初中毕业时，

就毅然地报考了新疆医学院护士学校，

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从此与医疗

护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在校

期间，她品学兼优，毕业后就被分配

到原新疆医学院一附院儿科。在工作

中，聂淑娟十分爱岗敬业，以自己的

认真、踏实和勤奋获得了同事和患者

的广泛好评。而且她刻苦钻研、勇于

探索、精益求精，在专业知识和技能

水平方面迅速提高，不久就成了当时

该院最年轻的护士长。从此她就把人

生黄金时代的17 年都献给了儿科护理

工作，其间感人的事例举不胜举。

有一天她值夜班时，忽然听到另外

一个小组的护士大喊一声：“救人！”。

险情就是命令，当时已有身孕的她迅速

向喊声处冲去。因为水磨石地面很滑，

她一个踉跄，“扑嗵”一声狠狠地摔倒

在走廊上。想到患儿生命垂危、抢救要

争分夺秒，她忍着剧痛艰难地爬起来，

冲到病床前，经及时抢救，那位患儿终

于转危为安，但她却尾骨骨折了，所幸

腹中的胎儿平安无事。事后医生要求她

卧床休息两周，而全心全意想着患儿的

聂淑娟，仍然天天照常上班。因为不能

坐下，她就整天站着书写护理文书；站

着一丝不苟地做好护理工作；站着同别

人交谈；站着⋯⋯当时，同事们怜惜而

又疼爱地称她是“我们站着的护士

长！”

作为护士长，聂淑娟不仅对工作

尽职尽责，对患儿的照顾也充满着

母爱。自治区气象局有位职工的女

儿叫丽丽，可惜这孩子的生命并不

“美丽”。因为得了当时无法医治的

白血病，丽丽的父母为此失去了医治

的信心和对女儿应有的疼爱，年仅6岁

的丽丽成为父母的一个包袱，聂淑娟

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为了让丽丽在

短暂的人生旅途上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感受到亲情般的关怀和母爱，她向丽

丽敞开了母亲的胸怀，给丽丽买新衣

服、好吃的、小人书；教丽丽唱“我

们新疆好地方”、“美丽的祖国是花

园”；带丽丽逛公园等等。为此许多

人以为丽丽就是她的亲女儿！正是因为

她对患儿母亲般的关爱，孩子们都亲

热地称呼她“护士长妈妈”！

勇于挑战极限的护理战士

聂淑娟，作为一名平凡的护理工

作者，却有着许多不平凡的事迹。当

面对“生命禁区”——帕米尔高原的

恶劣环境，面对南疆地区暴发型肝

炎肆虐时，她敢于挑战极限，冲锋陷

阵，争当一名勇敢的护理战士。

1 9 6 9 年自治区组织医疗队支援

边疆贫困地区的医护工作，由于那

些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很多人

犹豫了，但聂淑娟不顾家人的强烈

反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要求去

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的帕米尔高原，

成为医疗救助队中最年轻的成员。

选择了护理事业 就选择了奉献
　　—记第41 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护师聂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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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7天的颠簸，行程2 000 多公里，

来到了塔什库尔干县的热合曼公社。

这里海拔4 000 米左右，山高乏氧，

自然条件极其恶劣，被人们视为“生

命的禁区”！那里的农牧民居住偏

远、生活困难，没钱治病就医。她

与同事们努力地克服身体和生活上的种

种不适，马上投入到工作中，为高原

上穷苦的、深受病痛折磨的牧民们义

务服务。

一天下午，一位30 多岁的塔吉克

族牧民急急忙忙地闯进公社卫生院

求救，原来他的妻子正在家中分娩

且出现了危险。聂淑娟闻讯后，立即

与一位医生骑马起程，用了3 个多小

时到达了牧民家中。经检查，产妇因

胎位不正导致难产，凭着她俩娴熟

的技术和经验，孩子顺利生下来了。

但由于分娩的时间太长，新生儿脸

色青紫、气息微弱，这时她判断可能

是因羊水堵塞了新生儿的气管而致

呼吸不畅，于是她不顾新生儿面部

的血渍、羊水、胎粪，口对口将孩子

嘴里的羊水吸了出来，当听到孩子

响亮的哭声时，她长出一口气，欣慰

地笑了。

有一位花甲之年的塔吉克族老

大娘双手溃烂得目不忍睹，人们都

不敢接近她。当聂淑娟第一次给老

大娘换药时，村里的乡亲们都像避

瘟疫似的远远地望着，她不由得觉

得有点蹊跷。后来村支书悄悄地告

诉她这位老人患的是麻风病！这是

一种恶性传染病，在当时的新疆尚

无有效的治疗方法，麻风病人也被

歧视和隔离。对于一位花季少女来

说，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恐惧而退

缩。但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她不但仍坚持给老人换药，还把老

人当作自己的亲人无微不至地给予

关怀和照顾。果然爱心能使石头开

花，经过14 天坚持不懈的换药后，老

人的双手一天天好起来，溃烂的皮

肉没有了，长出了粉红色的皮肤。老

人看到自己逐渐康复的双手，无限

感慨地对她说：“感谢老天让我遇到

了你，你是我的大恩人呐！”

1986 年，和田地区洛浦县暴发了

传染性肝炎，引起了一片恐慌，政府

要求各大医院组织医疗队奔赴灾情

第一线抢救。由于那里偏远落后、疫

情严重，很多医护人员的思想负担

很重，而身为护理部主任的聂淑娟

义无反顾地第一个报了名。在她的

带动下，不少医护人员纷纷报名，迅

速组建了一支救助队到达了疫区。

由于当地条件十分恶劣，患者们挤

在狭小的乡卫生院病房里，睡在地

上简陋的床板上。聂淑娟和另外两

名护士尽可能地做好消毒隔离、改

善病房环境、清洁卫生工作。即使是

在护理传染性极强的患者时，她也

没有丝毫的畏惧和退缩，而是零距

离地与患者接触，给患者喂水、喂

饭、擦身、更衣。由于输液架不够，

她们就在土墙上打了一排排木桩当

作架子，打针时也只能双腿跪着进

行。当时由于人手不足，只有她和另

外两名护士护理上百名患者，因此

2 4 小时连轴转。没几天她们的眼睛

熬红了、嗓音嘶哑了、嘴唇也肿起了

水泡，人也消瘦了很多。但看到患者

们逐渐在康复，她们心里乐滋滋、甜

丝丝的。尤其是当她们听到一位肝

昏迷的孕妇苏醒后第一句话喊“白

衣圣人亚克西！”时，她激动的泪水

夺眶而下。

恪尽职守的护理部主任

从20 世纪90 年代至今，新医一

附院的医疗护理事业迅速发展。为

了实现科学化护理管理，她组织专

业素质较强的护士长们一起讨论并

制订出系统的护理质量控制管理方

法，使一附院的临床护理、护理管理

有了可量化的、科学的评价标准；制

定了一系列的工作流程和规章制度，

对基础护理操作技术、专科护理等

具有全面的指导意义。聂淑娟常说：

“医疗和护理好比人的两条腿，又酷

似汽车和火车两侧的车轮，缺一不

可。”由于在教育上，新疆护理学科

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医疗，当时90% 以

上的护士只有中专学历，因此她鼓

励并严格要求护理人员加强学习，

通过自学和继续教育的手段不断充

实大脑、提高自身的素质。到2 0 世

纪90 年代末时，一附院约40% 的护

理人员获得了大专学历。

随着一附院规模的扩大和社会

需求的变化，新的部门和科室也应

运而生。为了与医疗工作相辅相

成，聂淑娟领导并亲自参加 I C U 、

C C U 、肾移植室、骨髓移植室、心

血管专科医院、骨科医院、肝病中

心等的筹建工作，每一个科室的成

立都凝聚了她全部的心血。另外，

在医院各项新开展的、复杂的大手

术特级护理方面，她率领同事们周

密而细致地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

的护理方案，为这些高难度手术的

成功作出了贡献。2003 年春天SARS

肆虐时，聂淑娟不顾身体有病和年

事较高，依然投入到建立发热门诊

的工作中。她率领各科护士长，凭

着丰富的护理经验对门诊格局进行

科学设计，从墙体打通到封堵，从

物品摆放到隔离工具的落实，每一

项工作她都要亲自上阵并连续奋战

10 几个小时，并始终坚守在抗击

S A R S 的第一线。

新医大一附院拥有一支包括汉、

维、哈、回、蒙等11 个民族约900人

的护理队伍。作为护理部主任，聂淑

娟既像慈母、又像严父，把每一位护

士都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关心和爱

护。在鼓励护士姐妹们自尊、自爱、

自立、自强、做好护理工作的同时，

亦问寒问暖、关怀备至。

1995 年 10 月，儿科一位年仅26

岁的护士马光英，在怀孕半年时不

幸患上了粟粒性肺结核并发结核性

脑膜炎，这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时

任一附院护理部副主任的聂淑娟为

此心急如焚。在她的积极努力下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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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组织了紧急会诊，同时还亲自周

密地安排了特别护理，并在百忙之

中亲自为她做饭、送饭，晚上还守护

在病床前喂水喂药，时时刻刻关注

着马光英的安危。当病魔无情地夺

走马光英年轻的生命时，她含着泪

水为逝者擦洗、穿衣、化妆，真是不

是亲人胜似亲人。

不懈追求的护理学者

聂淑娟不仅有着精湛的护理技

术和高尚的医德, 更具有坚持不懈、

勇攀护理科学高峰的精神。

2003 年退居二线后，她将全部的

工作精力投入到护理教育和在职培

训中，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和

护理学科发展的趋势著书立说。自

2000 年至今主编并出版了专业书籍5

本，包括《实用护理诊断》、《护理文

书书写指导》、《护理安全管理手

册》、《儿童护理》、《护理科研选题与

论文写作简明教程》。还在省级以上

刊物发表文章9篇。2005 年在新疆护

理学会、新疆护理质控中心的领导

下，为了规范护理质量标准和护理

行为，她组织全新疆各大医院的护

理专家共同编写了 6 本适于新疆地

区各族护理人员使用的护理工具书，

包括《医院护理工作制定与护理人

员职责》、《医院护理质控标准》、《护

理三基训练手册》、《护理文书书写

规范》、《护理工作应急预案》和《护

理人员消毒防护技术及操作规范手

册》。以上书籍即将出版，它们的出

版和使用将为新疆各地、州、市、县

各级医院的护理管理和临床护理工

作提供科学的指导。在护理科研方

面，她也曾多次获得奖项：1 9 8 9 年

《乌鲁木齐地区小儿肺炎病原学及临

床初步研究》获自治区卫生厅科技

成果二等奖；2000 年《实用护理诊断

规范使用的系列研究》获全国第五

届护理科技进步二等奖；2003 年《改

变无菌包外包装对延长无菌周期的

可行性研究》获自治区第七届自然

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

自1997 年 10 月以来，聂淑娟在

培养现代化护理人才方面作出了卓

越的贡献。她不但尽职尽责地做好

新医大一附院的护理管理工作，而

且关心着全新疆护理队伍的建设和

护理事业的发展。新疆地区幅员辽

阔，地州之间相距甚远，地处偏远的

县乡往往信息闭塞、知识老化、发展

落后。为了让各地区、各族护理人员

都能及时接收新的护理理念、护理

技术和护理发展新动态，她不顾山

高路远，严寒酷暑，更不顾自己身患

高血压、糖尿病，不懈地往返于南北

疆讲课，足迹踏遍了新疆的各个地

州，常常是白天讲课，晚上赶路。她

围绕着与临床护理、护理质量管理

和护理安全密切联系的专题，举办

了3 0 多期继续教育学习班。还组织

举办了数十次全新疆护理论文学术

交流会，多次组织护理人员参加国

际及国内学术交流会，并努力恢复

了西北5 省区的学术交流活动。近8

年来，在她锲而不舍的追求和孜孜

不倦的努力下，为全新疆各地培训

各级护理人员1 万多人次，为提高新

疆护理人员的整体素质、为新疆护

理事业迈上新的台阶做出了实实在

在的贡献。

此外，聂淑娟还热衷于公益事

业，积极履行红十字会会员的责任

和义务，在全新疆大力开展普及卫

生救护和防病知识教育。众所周知，

新疆是艾滋病高发区，且以乌鲁木

齐、伊犁、喀什为重，而护理人员在

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方面能起到非

常重要的作用。为了在护理人员中

普及艾滋病的防控知识，改变护理

人员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发挥护

理人员在全社会范围内传播有关艾

滋病的危害性和预防控制知识的作

用，她多方奔走、积极争取，终于申

请到与“美国玛瑞诺基金会”的合作

项目。该项目将连续5 年为新疆各地

区护理人员提供培训基金免费举办

“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培训班”，首批

已培训全疆护理人员300 人，为新疆

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作出了不懈的

努力。

可亲可爱的“聂妈妈”

在一次到欧洲考察学习的途中，

聂淑娟得知团队中有一位年轻人怀

着身孕。她知道长途跋涉、生活规律

紊乱、水土不服等会给那位孕妇带

来很多的不适，于是她一直陪伴着

那位孕妇，饮食起居一一过问。当那

位孕妇不幸出现流产征兆时，她从

意大利打国际长途，几经周折，不厌

其烦地找到产科专家问明情况后又

陪着那位孕妇到医院做手术，而自

己却放弃了到罗马和梵蒂冈观光的

机会。近6 0 岁的聂淑娟，既有糖尿

病又有高血压，一天一夜没有吃东

西也没有睡一分钟，始终陪在孕妇

身边，当孕妇醒来时百感交集，称聂

淑娟为“聂妈妈”。试想若不是聂淑

娟的悉心照料、及时果断地采取措

施，孕妇将面临大出血的危险，后果

不堪设想。事后她说，在一个人的生

命旅途中会遇到许多需要帮助的人，

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最幸福

的！这正是南丁格尔无私奉献精神

的真实写照。

在40 余年的护理生涯中，聂淑娟

以满腔的热情、将全部的精力都投

入到了新疆护理事业的发展和新医

一附院的建设中。自治区的领导们

曾满怀深情地说：“聂淑娟同志所弘

扬的南丁格尔精神，是我们护理事

业的灵魂！”正是聂淑娟用她那朴

实无华、雪莲花般的天使情怀、无私

无畏的奉献精神，点燃了一盏温暖

的灯，鼓舞着新一代的护理工作者

为新疆护理事业的发展不断努力，

向着护理事业更高、更远的目标不

断前进！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供稿）

天使风采 Outstanding Nur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