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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复旦白衣天使
们用专业技术和敬业精神践行着护理人的初心与使命，让“团结服
务牺牲”的复旦精神和“正谊明道”的上医院训在新时代更加熠熠
生辉，并迸发出更加耀眼的人性光芒。

护士节之际复旦附属医院白衣天使获多项表彰
上海医学院举办致敬最美战“疫”天使暨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

跨越一千公里，沪鄂两地医护人员“云庆”母亲节

2020年“上海好护士”

附属中山医院 郑吉莉

附属华山医院 汪慧娟

附属妇产科医院 张 铮

附属公卫临床中心 孙美艳

2020年中华护理学会“杰出护理工作者”

附属中山医院 李静怡

附属华山医院 倪 洁

附属公卫临床中心 张 林

2020年上海市护理学会“杰出护理工作者”

附属中山医院 张育红 李静怡

欧玉凤

附属华山医院 倪 洁 袁 立

朱禛菁 许雅芳

附属妇产科医院 王 滟

附属儿科医院 夏爱梅

附属肿瘤医院 刘 倩

附属金山医院 郭孙升

附属市五人民医院 胡德雪 黄莉莉

附属公卫临床中心 张 林

附属华东医院 唐 军

附属浦东医院 周花仙

附属闵行医院 王 宏

附属青浦区中心医院（筹） 王雪梅 李婷婷

附属徐汇医院（筹） 徐家宜

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刘 蓉

第五届“左英护理奖”获得者

附属中山医院 冯 丽

附属华山医院 汪慧娟

附属公卫临床中心 张 林

附属华东医院 王 峥

附属闵行医院 胡兰兰

附属青浦区中心医院（筹） 王融融

第五届“左英护理奖”提名奖

附属儿科医院 周 清

附属市五人民医院 刘文静

附属浦东医院 瞿如意

附属静安区中心医院 周依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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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11 日，“山河

无恙·不负使命”致敬最美复旦

上医战“疫”天使暨“5·12”国际

护士节庆祝活动在上海医学院

举行。

市卫健委副主任秦净，校党

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

袁正宏在活动上致辞。常务副校

长、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宣读

复旦大学附属医院2020年“上海

好护士”“杰出护理工作者”、第

五届“左英护理奖”获奖名单。

上海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张艳萍，

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处长吴宏

出席活动。活动由上海医学院

副院长汪志明主持。

袁正宏代表复旦大学、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向所有附属医院

的护理人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并

向所有获奖者表示祝贺。他表

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复

旦上医的战“疫”天使们用专业技

术和敬业精神践行着护理人的初

心与使命，让“团结服务牺牲”的

复旦精神和“正谊明道”的上医院

训在新时代更加熠熠生辉，并迸

发出更加耀眼的人性光芒。

秦净代表市卫健委对广大护

理人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

敬意。市护理学会理事长徐筱萍

发来节日祝福。

作为“上海好护士”获奖代

表，中山医院郑吉莉（视频报告）、

华山医院汪慧娟、妇产科医院张

铮作事迹报告。

作为复旦大学附属医院护理

管理分委会轮值主席单位，附属

妇产科医院党委书记华克勤宣读

2020年“5·12”护士节倡议书——

《致敬最美复旦上医战“疫”天使，

弘扬新时代南丁格尔精神》。

此次活动在全校各附属医院

及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共设置

21 个分会场进行现场直播。各

医院分管领导、护理部门负责人

及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护理人员

代表在分会场，通过线上线下联

动的方式共庆节日。

本报讯 5月10日，复旦大学

附属妇产科医院携手武汉大学

中南医院以“‘医’心抗疫，乐与

同行”为主题，通过两地线上连

线，直播系列活动等方式，表达

了沪鄂两地医务工作者对天下

母亲的祝福。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上

海市妇女联合会主席徐枫，上海

市卫生健康委新闻宣传处二级

调研员、市卫生健康系统文明办

副主任俞军，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党委副书记张艳萍及附属妇

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等发来视

频寄语。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党委书

记张元珍介绍了特殊时期的“1+

3”收治模式，该医院也是武汉市

收治新冠肺炎患者人数最多的

医院。

“感恩”是母亲节的第一主

题。回望自己的分娩之路，武汉的

“新冠妈妈”珊珊（化名）感慨“值得

用疼痛来记忆的，只有生命。”

1 月 27 日，继公婆和丈夫相

继发烧后，孕37+5周的珊珊也开

始低烧，经过检查，确诊感染新

型冠状病毒。由于原先的产检

医院不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

点医院，珊珊无法入住诊疗。“1

月28日，公公和丈夫持续高烧39

度，上午在家打针，下午、晚上跑

各个发热医院。终于，在志愿者

和社区人员的帮助下联系上了

中南医院产科主任李家福。他

们顶着压力接收了我。”

“我知道，那个时候医院里

已经有医生感染了。那天，我躺

在手术台上，打麻醉的时候，穿

着防护服带着护目镜的麻醉医

生轻声地对我说‘别动哦，我全

身都是汗，护目镜返潮，我有些

看不太清了’......他们冒着被感

染的风险为我剖宫产。”

1 月 29 日晚，珊珊的女儿平

安诞生，核酸检测阴性。她的女

儿取名恩恩。

截至活动当日，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产科总共为 88 例确诊

新冠肺炎产妇、疑似新冠肺炎

产妇顺利生产，分娩的宝宝全

部“零感染”。

而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

产科医院则保障着申城一方的

母婴安全。直播现场，武汉大学

中南医院产科主任李家福教授

同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

儿部指导程海东教授针对疫情

期间的孕产妇安全管理进行了

连线对话。两位专家就沪鄂两

地在抗击疫情最困难时刻，围绕

保障母婴安全、减少院内感染、

保护医护工作人员等诸多细节

进行了经验分享。

活动还特别安排了复旦大

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国际泌乳顾

问团队成员张俊平，就确诊新冠

肺炎后哺乳期妈妈的母乳喂养

问题进行了解答。

28岁的小董（化名），从2019

年10月开始时常感到下腹胀痛，

受疫情影响，她一直没有去医院

检查。直到今年 3 月份，超声检

查时发现右卵巢里一个约 10 公

分的包块，小董有些难过，“手术

后的病理结果提示有可能是不

好的东西。我还没有结婚，我想

保留住我的子宫和卵巢。”

当天，人还在湖北的小董，收

到了来自上海的一份鼓励：通过

现场视频连线，三年前历尽坎坷

才荣升宝妈的凌凌（化名）分享了

自己从怀孕到确诊合并肿瘤，再

到顺利升级成为妈妈的悲喜之

路，用自己亲身的经历为她打气。

2017年，凌凌被诊断为妊娠

合并宫颈癌，妈妈陪着她辗转了

许多医院，医生大都建议终止妊

娠，切除子宫。

当时，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

医院华克勤团队针对凌凌的个

体情况结合国际上循证医学证

据，并集中相关科室团队优势，

共同制定了“切癌肿、保胎儿”

“ 边 化 疗 、边 随 访 ”的 诊 疗 方

案，为凌凌保住了生命、保住了

孩子。

“集中相关科室团队优势”就

是现代国际医疗领域领先的多学

科诊疗模式（MDT）。就在活动

前天，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联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为小董进

行了远程MDT多学科会诊。

两院的顶级专家以共同讨论

的方式，为小董制定了既可以规

范化治疗肿瘤的方案，又能够实

现个性化保留生育功能的目标。

据悉，本次活动中来自两家

医院的“医二代”还准备了精彩

节目，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对

全天下母亲的祝福。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党委书记华克勤表示，希望能有

更多的母亲感受到此次活动的

温暖力量，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不

忘感恩，心怀希望，光明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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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产妇”分娩健康宝宝

特殊时期共护母婴安全

助力肿瘤患者当上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