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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人服务了 11年，舒艳觉得“老人

的笑容最美”。

舒艳照顾的老人中很多都需要全护

理，她每天给老人勤翻身、勤擦洗、勤更

换，保持床铺整洁、无异味。多年来，她所

服务的老人没有一个发生过压疮。

老人不只需要生活上的照顾，更需要

精神上的慰藉。舒艳对每一个老人都充

满了爱心、耐心，跟他们聊天、谈心、交朋

友。

“虽然老人们有时候也会发脾气，或

者无故地谩骂，但是看到他们满意的笑容

时，所有的烦恼和委屈都会烟消云散。”她

说。

为了提升自身素质、增强服务意识，

舒艳积极参加院内外的各项培训，不断改

进服务流程，创新工作方法，并带领组员

不断提升护理水平。

老人们的“孝子孝女”
——浦东20位“最美护理员”的故事

最近开展的第八届“孝动浦东”活动，评出了20位“最美护理员”。他们把老人当作自己的

亲人，细心照顾、耐心慰藉，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幸福、安康。本报刊登这20位“最美护理员”的

故事，与读者一起走近并了解护理员的工作。

冯新娟于 2013 年 4 月进入周浦镇长乐养

护院担任护理员一职，至今已6年多，她把每一

名老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细心照料。

梁奶奶从医院转到养护院时，医生宣判

“还有三个月的生存期”，因长期卧床导致一侧

臀部还有压疮。冯新娟每天给老人换药、清

创、翻身，一个月后老人压疮痊愈。入院至今

两年多来，老人身体状况比较稳定。

冯奶奶突然发病时会大喊大叫，甚至打

人，此时冯新娟会冲到她跟前，紧紧地把老人

抱入怀中，耐心安抚。

陆阿婆患脑梗后，吞咽困难、大小便不能

自理。冯新娟一日三餐不厌其烦地喂老人吃

饭，一顿饭要用三四十分钟。

为了让护理工作更专业，冯新娟参加了养

老护理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并获得初级证

书。她的工作得到了老人及其家属的认可和

赞扬，于2014年5月当选为一区护理组长。

居家养老服务的对象多是独居孤寡、身

患恶疾、年迈体弱的老人，不仅需要身体、生

活方面的照顾，更需要精神的慰藉。为此，柴

树芬经常为老人免费提供“延时服务”，做好

护理工作后，依然留下来陪老人聊聊天。

方霞云是一名独居老人，平时不愿意与

人来往。柴树芬上门服务时，经常耐心地跟

老人聊天，有时还会帮老人买东西，把自己做

的点心带给老人吃，渐渐打开了老人封闭的

心，哪天她有事没去，老人还会想她。后来，

柴树芬因工作调整不能继续为老人服务，老

人知道后无法接受，让子女找到养老服务中

心负责人，希望她继续提供服务。

柴树芬还参加了护理员、家政、保健按摩

师等技能培训，并取得护理员高级、家政高级

和保健按摩师等相关证书，还获得浦东新区

“第四届养老护理员中级技能竞赛”第一名、

上海市妇联颁发的“上海阿姨”荣誉称号。

从事护理员工作两年多来，陈智荣已经

从“门外汉”，成为优秀的护理员。

陈智荣是养老院介助一区的唯一一名男

性护理员。一开始很多女老人因为偏见而排

斥他，但他用细心、耐心的服务很快获得女老

人的认可和接受。

别看他是个大男人，做起事来有模有

样。给老人喂饭时，他拱着背，轻声细语地边

哄边喂，老人每餐能多吃点就会让他很有成

就感。

黄爷爷患有严重的认知障碍症，经常整

理箱包吵着要回家，护理员们劝他，老人就动

手打人。陈智荣说：“我是男的，不怕他打，我

来劝。”在他的劝说下，老人放弃了回家的想

法。这样的情况经常上演，每次都是陈智荣

用爱心和耐心成功化解。

日常工作中，他抢着干脏活、重活，热心

帮助其他同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14 年来，向清为 20 多名老人提供过服

务，一直保持零投诉、零差评，并收到许多表

扬信和锦旗。

沈阿婆是向清照顾的第一名老人。2014
年的一个下午，向清按时去沈阿婆家服务，一

进门就发现家里一团乱，打电话才知道，沈阿

婆的老伴因患脑出血住院了。她按照沈阿婆

的嘱咐开始打扫房间，整理床铺时发现了一

沓厚厚的钱，她赶紧用袋子装好放进沈阿婆

的柜子里。

直到当天晚上 8时，沈阿婆才回到家，而

向清还在家里照顾着沈阿婆的小孙子。临走

前，她告诉沈阿婆：“钱放抽屉里了，你再数数

对不对。”沈阿婆双眼含泪，紧紧地握着向清的

手说：“女儿，谢谢你啊，今天家里多亏有你。”

向清照顾沈阿婆十多年，她们相处得像

母女一般。而她对待自己所照顾的老人也始

终如一，获得老人及其家人的好评。

严雪华人生经历坎坷，丈夫因病丧失

自理能力，自己也曾多次做过手术，在亲

戚朋友的帮助下渡过了生活难关。为人

乐观的她，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投入到为

老服务工作中。

90多岁的顾阿婆长期卧床，严雪华每

次上门服务都会仔细地帮老人擦洗身体、

按摩肩背、辅助运动，这样的照顾坚持了4
年多，直至阿婆安详离世。

杨奶奶有一个“习惯”——每天出门

都捡回来一堆“破烂”，家里被塞得满满当

当。严雪华对老人的“习惯”从不抱怨，每

次上门把老人捡回来的东西整理好，尽可

能地将家里收拾干净。

初到唐伯伯家时，严雪华受到老人的

冷脸相待。但是她一声不吭，勤快地收拾

房间，还帮老人织帽子、做鞋子和袖套

等。渐渐地，两个人相处得越来越融洽。

2010年 6月，顾菊红开始从事居家

养老护理员工作。

没有经验的她，为了能胜任这份工

作，自学了许多老年人心理抚慰、医疗

保健、护理医学等方面的知识，用耐心、

善心对待服务的每一名老人。

81岁的吴爷爷，长期卧床在家。顾

菊红每次上门服务，都给老人细心地洗

头、擦身，让老人保持干净、清爽；担心

老人躺久了身体麻木、四肢无力，她定

期给老人按摩。

细心的顾菊红，对老人的每一个动

作、每一个眼神，基本上都能做到心领

神会。除了生活照料外，她还特别留意

老人的精神状态。当老人不顺心时，她

就跟老人聊聊天，进行开导和慰藉。她

所服务过的老人评价说：“小顾，最懂我

们。”

顾爱明常说：“在年轻的寄养员面

前，我是半个‘爸爸’；在年长的寄养员面

前，我是半个‘儿子’。”

浦东重度残疾人寄养院收住的寄养

人员，大多病情较重、自理能力较差、沟

通能力较弱。顾爱明细心照顾每一个寄

养人员，下班后还经常惦记他们，只要一

接到同事电话反映哪个寄养人员身体状

况不好，哪怕是半夜也会赶回去看一看，

多次陪同家属送寄养人员去医院治疗。

为了让寄养人员有尊严地告别人

世，顾爱明还主动做起“临终关怀”。寄

养人员在院里过世后，他主动为其洗浴、

穿衣。十年间，顾爱明“送别”的“特殊老

人”已有十多名。

顾爱明曾被评为上海市残疾人养护

基地先进个人、区民政局好人好事典型、

院里的大爱服务明星等。

2000年，六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设

了老年病房，傅玉华成了老年病房的第一

批护理员。

傅玉华除了日常照护外，还积极学习

各项专业技能，通过了全市专项职业技能

考核。她还学会了刮胡子和剃头的本领，

自备剃刀、吹风机等工具，每周一次主动

为病房的老人洗头、剃头。

2018年 11月，95岁的周奶奶，因右髋

关节二次骨折入住老年病房。傅玉华主

动向医护人员询问护理要点和注意事项，

每天定时给老人翻身、按摩腿部肌肉等。

在她的精心护理下，老人逐渐康复，现在

已能自行坐起，让医护人员也感到惊讶。

傅玉华对护理员工作越来越得心应

手，经常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心得传

授给新来的护理员，也把为老服务的理念

传递下去。

张小花是一名护理员，全天 24小时

待命，没有休息日，是病床患者及家属身

边非常重要的人。

一名患者入院时，髋部有一大块褥

疮。张小花每隔两个小时给患者翻一次

身，让患者换侧卧、平卧、俯卧不同姿势躺

着；对受压部位进行按摩；每天用温水擦

身一次，保持皮肤清洁；每天保持床铺清

洁、干燥等。两个月后，患者的褥疮已缩

小到硬币大小，痛苦症状也缓解了许多。

她经验丰富，经常主动为病人排忧

解难。另一名患者入院时，肚子鼓起如

怀胎五六个月。经验丰富的张小花仔细

询问了病情后，判断患者肚子鼓起的原

因很有可能是大便不通，通过按压小腹

穴位和使用开塞露的方式帮助患者做了

6次排便。不到第二天，患者的肚子已明

显平坦了许多。

董家平从事护工工作十多年了，是

高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楼病房护理

员小组长。

他平做陪护时细心观察病人情况，

发现病情有变化及时报告医护人员。

一次，他在陪护一名病人的过程中，发

现病人脸色发紫、呼吸急促，赶紧按铃

及时通知医护人员，经过施救病人最终

转危为安。

有一名脑梗后遗症患者，董家平照

顾七八年了。有一次，他因家里有事请

假了，其他护工给老人怎么喂饭他都不

愿张口，最后还是护士长哄着喂完了饭。

董家平在做好护理工作后，还经常

帮助其他护工照护病人；对新上岗的护

工，他毫无保留地“传帮带”，让他们尽

快熟悉各项陪护技能，更好地为病人服

务。

陈连珍心地善良，为人诚实，工作勤

勤恳恳，得到了医院和病人及家属的一

致好评。

3年前，高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收住

了一名患有银屑病的病人，全身 60%的

皮肤红肿，破溃出血水，皮屑不停地掉

落。陈连珍为老人每天多次擦身、抹药

膏，勤换床单被套，还要做好消毒隔离工

作，让病人保持皮肤清爽。

一名身体残疾、智力低下的病人，刚

来医院时情绪不稳定，经常耍小脾气。

陈连珍耐心地为病人穿衣穿裤、洗脸洗

澡、喂饭喂水；当病人病情稳定时，推着

他在走廊散步。这名病人病情渐渐好转

了，经常说“医院比家好”。

陈连珍还自学了老年人心理抚慰、

医疗保健、护理医学等方面的知识，提升

为病人服务的水平。

遇到难护理的老人，大家首先想到

的就是找张胜华，因为她护理老人“总

有办法”。

做了多年的护理工作，张胜华摸索

出一套抚慰老人心理的办法。比如，遇

到不肯吃饭的老人，她就一边跟老人聊

天，一边哄着多吃点；遇到老人不开心

了，她几句话就能让老人心情愉悦起来。

一名高位截瘫的患者，刚入住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时心情低落。张胜华每

天细心地给他穿衣穿裤、洗脸洗澡、换

尿片、送水喂饭，为他做下肢和脚踝的

康复锻炼，按摩手臂和双腿，还经常跟

老人聊天、开导他。渐渐地，老人脸上

有了笑容，愿意和周围人交谈了。

张胜华负责的病房，始终保持着整

齐、干净，她护理的每一名老人都对她

赞不绝口。

养老院的老人及其家属，都亲切地

喊周正娟为“周姐”。“哪里有需要就出现

在哪里。”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周姐”特别热心，她经常利用休息

时间，和老人一起做小手工、聊家常，给

老人缝缝补补衣物，还买来衣服送给生

活困难的老人穿。

今年4月，有一名老人因病住院，由

于子女都在外地，无法第一时间赶回来，

周正娟利用休息时间对老人悉心照料，

直到家属赶到。

周正娟服务的老人中，患认知障碍

症的比较多，他们不善于表达情绪、讲不

清身体情况。于是，她平常注重观察和

交流，密切注意每个人的变化，并且及时

跟养老院、家属、医生沟通。

为了提高护理水平，她先后取得了

护理员初级和中级证书。

2012 年，刘婷静从安徽来到浦兴敬

老院从事护理员工作。

刚来时，她听不懂上海话，对护理知

识和技能也不熟悉，私底下下了很多功

夫。当年年底，她就考取了初级养老护理

员职业资格证书，还主动跟老人及其家属

沟通，很快就听懂了上海话。

从业 7 年来，刘婷静一直热心、细心

地为老人们提供服务。有的老人便秘严

重甚至用开塞露都不管用，她就用手为老

人抠出大便。她怕老人难为情，还笑着宽

慰老人说：“您就把我当自己的孩子吧。”

因为家在外地，刘婷静就住在敬老院

里。老人有什么突发情况，无论她是否当

班，都会立即赶过去帮忙处理。

每年春节长假，刘婷静都主动留下来

值班，把家庭团聚的机会留给同事。“敬老

院就是我的第二个家。”她说。

“80后”的杨菊珍，是护理员队伍中

比较年轻的一个，但她对待这份工作投

入了更多的热情和耐心。

高奶奶脾气暴躁易怒，看到别的老

人家属经常来养护院看望，而自己的家

属没来，就会吵闹大哭。杨菊珍知道

后，总是抽空来陪老人，安慰她、开导

她，还经常烧些老人爱吃的菜带过来。

慢慢地，老人情绪稳定了。

一名半身瘫痪的老人，右边身体不

能动，杨菊珍每隔两个小时就帮老人翻

身、揉腿、捏手。遇到天气好的时候，她

会把老人的床推到阳台上晒晒太阳。

经常有人跟杨菊珍说，“你那么年

轻，应该考虑换个工作，要不总被人看

不起。”她总是淡淡地笑笑，说：“老人就

是自己的家人，我怎么能离开自己的家

人呢！”

“85后”的贺艳，当初进入养老行业纯

属“误打误撞”，但这 3年多，她虚心好学、

善待老人，成为老人们的“好女儿”。

潘阿姨患有严重的阿尔兹海默症，对

平时的护理服务极其不配合，经常哭闹不

止，有时更是“有意作对”，你喂她一口饭，

她吐你满脸米，弄得满身、满地都是饭

菜。贺艳依然毫无怨言，耐心地给老人喂

饭、收拾整理干净。

有一次，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的老人

怀疑贺艳偷了 50 元钱，每天大吵大闹。

贺艳委屈得暗地里掉了不少眼泪，当她冷

静下来就想：“老人年纪大了，记性不好，

不可以和他们计较。”后来，她在给老人整

理衣服时发现了“丢失”的50元钱。

有老人的家属送贺艳“答谢金”，但总

是被她婉拒，实在拒绝不了的她就交到院

里，请院领导退还。

顾美丽从事护理员工作 8年，勤奋学

习护理知识，工作认真负责。她每天细心

地给老人测量体温、血压并做好每一份记

录，仔细观察老人的表情和动作，了解他

们的需求，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

今年 3月 15日，陆奶奶吃葡萄时突然

严重呛咳，出现呼吸困难、双手乱抓、面色

青紫等症状。顾美丽赶紧双手环抱老人

的腹部，一只手握拳抵住肋骨下缘与肚脐

之间，另一只手握住拳头快速向后向上挤

压，老人终于咳出了阻塞的食物，脸上也

恢复了常色。

4月17日，长期卧床的顾奶奶，身上出

现多处褥疮，褥疮面积较大，并伴有发烧

症状。顾美丽在医护人员指导下，重点对

顾奶奶加强褥疮护理、冲洗伤口，每隔两

个小时外敷药膏。在她的细心护理下，顾

奶奶退烧了，褥疮开始慢慢好转。

9 年前，袁克红进入南风养老院工

作，成为一名保洁员。勤劳的她，仔细地

擦着每一面窗、每一块地板，甚至角落里

也打扫得干干净净。

随着养老院全护理老人增多，护理

员人手紧张。袁克红主动提出想要换到

全护理岗位，并很快取得了上岗证，工作

期间还先后通过了护理员初级、中级和

高级的考试。

袁克红做起护理工作认真负责、有

条不紊。有一个老人，由于家人的疏远，

脾气变得很急躁。她就主动与老人的家

属反复沟通，获得其支持和配合。在她

的努力下，两代人关系更加和睦了。

袁克红因为工作出色，后来被提拔

为护理班长，她连续多年被院里评为“服

务之星”“优秀护理员”，2015年、2017年

获得“十佳护老工作者提名”。

张月红从事失智老人一线照护工作 6
年多，一直勤勤恳恳，想尽办法照护老人。

为了让吞咽功能有障碍的老人能保

质保量地服药，她试用了多种药物研磨器

的方式；为了让家属能经常了解老人的情

况，她经常拍照片、视频发给家属；为了达

到自己设定的目标“让躺着的老人尽量坐

起来，让坐着的老人尽量站起来”，她每天

帮助两名下肢瘫痪、体重 200斤左右的男

老人起床两三次，并且坚持了近6年。

2018 年，张月红了解到：让失智老人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可以转移他们的注

意力，还能起到锻炼老人肌体的功能。于

是，她根据老人的实际状况开始实践：有

的老人饭前与护理人员一起分餐具，有的

老人帮助护理人员折叠大垃圾袋；让喜欢

说话的两名老人交朋友……找到老人的

兴趣点，让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用爱的照顾创造“生命奇迹”

冯新娟
（周浦镇长乐养护院 护理组长）

为老人免费提供“延时服务”

从“门外汉”到优秀护理员

陈智荣
（高东镇第一养老院 护理员）

为老服务14年零投诉零差评

向清
（潍坊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护理员）

以感恩之心为老服务

严雪华
（泥城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护理员）

24小时陪护在病床前

张小花
（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护工）

热心的“周姐”

周正娟
（上海佳家乐养老院 护理员）

她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

顾美丽
（金桥镇申江养护院 护理员）

顾菊红
（惠南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护理员）

“最懂老人”的护理员

寄养员的“好爸爸”“好儿子”

顾爱明

（浦东重度残疾人寄养院 护理组长）

传递为老服务的理念

傅玉华
（六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护理员）

董家平
（高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护工）

为老人赢得最佳抢救时机

让病人感受“家”的温暖

陈连珍
（高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护工）

护理老人“总有办法”

张胜华
（凌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护理员）

刘婷静
（浦兴敬老院 护理员）

把敬老院当作自己的家

把老人当成自己的家人

杨菊珍
（川沙新镇德川养护院 护理员）

老人们的“好女儿”

贺艳
（世博家园养老院 护理员）

袁克红
（南风养老院 护理班长）

从保洁员到护理班长

让失智老人“老有所为”

张月红
（浦惠明川养护院 护理班组长）

“老人的笑容最美”

舒艳
（三林镇常青养老院 护理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