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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记者来到丹阳市人
民医院八病区普外科，张琴慧正
在病房和患者在交谈。说话间，
她还不忘给患者把被子整理整
理，自然亲切。

今年38岁的张琴慧，从镇江
卫校毕业后到丹阳市珥陵卫生院
工作，当了一名护士。勤奋好学
的她，2004年考入丹阳市人民医
院。因为她专业能力强、对患者
热情周到、工作业绩显著，被医院
多次派出学习。目前，张琴慧拥
有国际伤口治疗师、国际造口治
疗师、江苏省伤口造口专科护士
等资质证书。

2013年，丹阳市人民医院率
先开设了伤口/造口专科门诊，该
门诊主要对压疮、糖尿病足、各类
术后切口愈合不良患者进行治疗
及干预。每周三和周五的下午，
张琴慧坐在诊室里，为病人看
病。几年时间，她精心治愈了许
多造口、造瘘和慢性伤口的患者。

据了解，造口是由于疾病或
其他原因的影响导致肠管被切
除，将肠管的一端引出到体表，
缝于腹壁，以转移患者粪便。患
者要常年挂着造口袋生活。由

于缺乏专业护理，这类病人进行
造口术后常出现造口出血、皮肤
溃烂等并发症，影响生活质量。
而造口治疗师就是专门从事造
口、伤口护理，以及失禁患者的
护理。

从事伤口造口护理工作就是
要和恶臭、腐肉、脓水甚至蛆虫打
交道，工作的艰辛常人难以想象，
但也很有成就感。“现在，不仅本
院医生会找我会诊，别的医院也
来找我指导复杂伤口。”张琴慧自
豪地说。

“我处理的伤口，基本都是很
棘手的。”张琴慧介绍说，“有些伤
口很长时间都没法愈合，但我们
有办法。”张琴慧讲解了伤口、造
口的治疗新理念：“传统观念中，
伤口干燥才能愈合，认为结痂就
是好了。其实不然，黑痂下带有
脓液。她接诊的很多病人，都是
打开黑痂，里面烂至筋膜、骨骼，
散发恶臭，甚至有虫子爬出。而
伤口、造口专科门诊则是以湿性
理念及技术来处理伤口，它是指
保持伤口湿润，这样的状态下，细
胞会游动，通过细胞游动，加速伤
口愈合。

工作异常艰辛，但也很有成就感

在镇江高专，“名气”最大的女生，
可能非侯佑婕莫属了。她是校学生会
主席，是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更是国
家奖学金获得者、全国高职审计比赛
一等奖获得者。今年“五四”期间，她
又被学校授予“活力之星”的称号。

携笔从戎，
提升自我从未放弃

参军入伍，是侯佑婕从小就有的
梦想。“当兵，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头顶骄阳手握钢枪，使命责任扛在肩
上，是内心向往的一种生活。能把献
身国防、为人民服务与国家的荣辱、命
运联系在一起，是一件非常光荣而又
神圣的事。”当学校组织征兵时，刚上
大一的她便决心要去军营这所大学
校、大熔炉里奉献青春，磨炼自己。

从江南到戈壁，从学生到军人，一
切都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要想弥补
差距，克服文化差异，需要付出更多的
努力。侯佑婕虽然年纪最小，却不曾
有半分退缩。新兵连的三个月严格训
练磨砺了她坚韧的品格，后来一整年
的坚持更使她真正破茧成蝶。戈壁沙
尘肆虐，极热极寒气候曾让她一度病
了几个月，在身体不能承受高强度训
练的条件下，她没有气馁，反而更加严
格要求自己。

正是这种信念，让她不断努力，在
比赛中渐渐崭露头角，还打破了多个
项目记录，成长为班排的中坚力量。
她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投稿政工网，文
章多次刊登于部队官网及报纸。由于
各方面表现出色成绩优异，她被授予

“优秀士兵标兵”称号。

两年的军旅生涯，使侯佑婕脱胎
换骨，成为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她
从一名普通大学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
退伍大学生士兵。

不忘初心，
珍惜机会笃定前行

2015年，侯佑婕退伍返校就读，继
续大学校园里的精彩。她在专业学习
上踏实认真，成绩连续三年排名第一；
积极参加技能比赛，经过层层竞争勇
夺最高奖。她连续两年参加献血，捐
献稀有的“熊猫血”。尽力做好每一件
事，是她做事的准则。坚持自我，永不
放弃，她在困境中汲取力量，从目标中
学会超越，用青春力量挥洒汗水，谱写
梦想的乐章。

侯佑婕返校后便竞聘进入校学生
会工作。从干事到部长，再到主席，三
年学生会工作，让她明白了奉献的意
义。她如戈壁上的胡杨坚守伫立，从

不浮华其心。早出晚归是室友对她的
评价，她成了大多数人眼中的大忙
人。有人问她：这么忙有意义吗？她
说，每个做学生工作的人都知道：我们
所做的一切，不就是给大家的生活带
去不一样的色彩么？而这也正是美妙
所在。还有人问她：这么忙你不累
吗？累是肯定的，但是她更愿意尽自
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

见过夜里两三点的月亮，也见过
清晨四五点的校园。虽然苦，虽然累，
她却庆幸能有这样的经历，让自己变
得更加成熟稳重。

青春自强，
敢于担当锐意进取

她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成为同学们
的榜样。

这一切可能得益于她在部队里学
到的深入骨髓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她不怕脏
累，在她心里，只要能把事情做得更完
美，一切就都值得。她经常利用休息
时间投身志愿活动，她认为，志愿活动
不仅给需要帮助的人带去了光亮，还
让自己的心灵如遇甘霖。在学习上，
越是复杂难懂的知识点她越是钻研得
透彻，有自己的一套学习方法，还经常
分享给其他的同学，一起探讨交流。

开拓进取，让她在专业方面更是
精益求精，获得了全国高职院校审计
比赛一等奖、国家奖学金等荣誉。不
怕苦不怕累的精神，练就了她遇到困
难险阻，决不退缩的品格，使她在看似
不可能的境遇里，实现人生的一个又
一个的跳跃。

“希望我们不要畏惧困难；希望我
们不要害怕苦痛；希望我们不管经历
多少岁月的打磨，仍旧能保持最初的
梦想。坚持相信，只要不放弃，你想要
的，岁月迟早都会给你。只有为了远
大理想而不懈奋斗，我们的人生抱负
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的人生道路才会
焕发光彩。”侯佑婕如是说。

3名青年民警组成最小作战
单元，从距离终点 300米处跑步
出发，拖行重达 50 斤的轮胎 30
米，使用单警装备对拒捕“嫌疑
人”进行控制，随后继续向前推
进，从警车后备厢拿出长警棍、盾
牌等车载警用装备，S型跑过十
个“围观群众”，对“持刀暴恐分
子”进行控制……

这是近日上午，记者在市人民
警察训练学校训练场看到的青年
民警热火朝天的训练场面，而且整
个过程必须在2分30秒内完成。

“尽管只有300米的距离，但
中间穿插了多个任务，强度高、节
奏快。全套任务完成后，整个人已
经瘫在地上，动都不想动。每完成
一次，身上的衣服都会湿一次。”去
年6月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民警
刘阳向记者谈起警体训练的感受。

“要使他们从社会青年完成
到青年民警的身份转变，就必须
让他们完成‘三大关’，体力上的
消耗、思想上的锤炼和心灵上的
洗涤。”省公安厅高级教官、市人
民警察训练学校实战训练大队长
袁南鹏介绍道。

据镇江警校政委陈卫东介
绍，此次入警训练班共有85名学
员民警，如何快速地进入角色，在
基层所队的警务实战中“拉得出、
打得响”，关键就靠这4个月的入
警训练。

记者来到射击馆，看到一名
女民警，20多岁的样子，身着重
达 30 斤的防弹衣，头配警用头
盔，正在准备手枪实弹射击。

在教官说开始后，她奔跑到距
离射击靶25米处的地方准备取枪，
但教官突然大声喊出“你的枪坏
了！”“枪装得不对！”“防弹衣穿歪
了！”……面对这些干扰，这名女警
丝毫不为所动，紧张有序地完成枪
支分解结合，手握腰间枪套，快速奔
跑15米到达射击位置，50秒内完成
10米距离的立姿五发（见图，警方
供图）、跪姿五发的实弹射击。

尽管身边枪声此起彼伏，她
目光如炬，如鹰眼一般紧盯射击
目标，最终弹无虚发，十发全中。
市公安局实战教官、原联合国维
和部队枪械教官李军介绍，这名
女警叫戎姗姗，今年 23岁，入警
前在南京一家 IT公司工作，之前
没有任何射击基础。在经过不同
环境下的抗压射击等实战训练，
目前 100%的学员民警都顺利通
过实弹射击考核，94%的民警射
击中靶率达到90%以上。

“其实，我们已经端了2个月
多的砖头了。”戎姗姗和记者说，
为了提高据枪精准性和稳定性，
警校教官安排每晚在宿舍进行双
手端砖训练，一次 10分钟，三次
为一组，一开始训练下来，我们吃
饭时连筷子拿着都吃力。

“人民卫士”是这样炼成的
——市公安局2017年度新警警体训练侧记

本报记者 景泊 本报通讯员 曹伦平

本报讯 日前，郑州中牟县校
长考察团三十几位校长来到蒋乔
小学参观。校长们观摩了蒋小互
动式大课间活动，聆听了四节不
同类型的课堂教学，还深入各场
所查看了班级梦想建设的情况。
随后的汇报会上，王勤校长做了
有关梦想班级建设的情况介绍。

近年来，蒋乔小学以“梦想班
级”建设为着力点，聚力班教管理
力量、整合班级管理内容，全力推
进现代班集体建设。班级文化建
设过程中，班名、班徽、班级口号
的设计以及班级公约的制定、班
歌的谱写，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家
长们参与，教师组织引导，最后形
成各具特色的梦想班级文化。

各个班级围绕“良好的班风、
发展的成绩、健康的身心、优美的
环境、良好的习惯”五个发展目
标，以班级课程建设为抓手，制定
了具体的实施措施。此外，蒋小
的梦想班级也一改以往传统评价
方式，采用多元评价、及时评价等
方式；如鼓励树上张贴的“***，最
近我看到你上语文课认真听讲，
不做小动作了，真为你感到高
兴！”这样的话语，及时记录学生
的闪光点，提升学生的自信心。

梦想班级建设整体推进的同
时又鼓励特色发展，这种同中有特
的梦想班级建设，促进了学生民主
参与管理的意识，提升了师生自主
发展的能力。 （戴蓉 朱文静）

“梦想”闪耀校园 学生绽放光彩

蒋乔小学力推现代班集体建设

侯佑婕近影（受访者提供）

她是“白衣天使”，还是造口治疗师

张琴慧：像医生一样坐诊看病
孙红娟 朱美娜

从一名普通的护士到护士长，19年来，丹阳市人民医
院八病区普外科的护士长张琴慧坚持践行南丁格尔精神，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护士长张琴慧还有一个身份：造口治疗师。她像医生
一样在“伤口/造口专科门诊”坐诊看病，为无数病人减轻
了痛苦，并用真情感动着每一位患者。

作为丹阳市人民医院八病区普外
科的护士长，张琴慧每天要做好病区
的护理和管理工作。作为丹阳人民医
院伤口造口学组组长，还参与疑难病
例的会诊。平时工作很忙，但是她还
是挤出时间到镇区卫生院、敬老院、社
区家庭，为患者提供无偿的服务和压
疮病人护理指导。

去年有一件让她开心的事是，她
所在病区的医护人员和其他科室职工
以及部分住院病人，共同帮助因疾病
住院的河南果贩卖掉了近2000斤芒果
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她的名字先
后上了新华社、央视、中新社、扬子晚

报、镇江日报等众多媒体。
原来，今年 4月份，河南果贩苑林

成突发腹痛，情况紧急之下来到丹阳市
人民医院急诊治疗。在他没有交住院
费的情况下，院方开通绿色通道让其住
院治疗。其间，当得知苑林成有一车芒
果在车上，如果不及时卖掉将会烂掉
后，该院八病区的医生、护士等近百人，
大家你100元，他200元……将苑林成
近2000斤芒果全部“包圆”购买一空。

张琴慧说，这件事也使她更加懂
得：将病人当亲人要从点点滴滴的事，
甚至是“份外事”做起，用真情感动着
每一位患者。

为病人减轻痛苦，还把温暖带给病人

图为张琴慧在工作中。朱美娜 摄

大学，一个多梦的
人生阶段，也是许多人
真正开始实现梦想的
地方。为让学生们的
梦想之路走得更踏实，
一直以来，镇江高专都
在思考“培养什么人、
如何培养人”这两个问
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寻
找着答案。

事实证明，这些年
来，高专交出了令人满
意的答卷——在近年
来江苏高考生源不断
减少，多所高职高专院
校遭遇“零投档”的情
况下，镇江高专招生工
作却取得较好成绩，越
来越多的学生愿意走
进高专大门；在校期
间，每年都有百名左右
学生，在省级以上各类
技能比赛中获奖；而走
出校门时，高专学子也
深受用人单位欢迎，学
校 初 次 就 业 率 达
90.75%，在省内同等院
校中处于较高水平。
学生愿意进来，又走得
出去，归根结底，在于
他们在镇江高专生活
的三年里，收获颇多。

不同的学生在不
同的舞台上收获了属
于 自 己 的 掌 声 和 喝
彩。而“崇爱尚美”的
高专文化，必将一如既
往地滋润着广大学子，
滋养着他们创造自己
的精彩人生！

自立自强，仿佛戈壁坚守的胡杨
——记镇江高专“活力之星”侯佑婕

逸 之

开栏语：

日前，朝阳楼幼儿园联合金山街道黑桥社区组织全
园师生开展了防震应急演练活动。此次活动增强了幼儿
们的防震减灾意识，提高了师生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应
变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张鲜菊 光耀 摄影报道

日前，镇江实验学校魅力
之城分校三年级全体师生和
家长们来到南山风景区，举行
了“共享绿色 感恩成长 筑梦
未来”三年级成长仪式。

徐玉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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