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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华美护校前校
长、宁波市第一医院前
护理部主任倪素琴在美
国去世的消息传到故乡
时，已是 2 个多月以后
了。她在凛烈寒冬离
开，而家乡的人们在和
风煦日里怀念。这位一
生恪守坚贞和博爱的老
人，拥有最温暖的灵魂，
一如她留在华美医院大
楼里的照片，短发齐耳，
目光温润，笑容可亲，像
是在温柔地抚慰着每一
位患者。

回顾她的漫长沧桑
岁月，能让我们在急功
近利的时候，重温暌违
已久的温润平和；在茫
然迷失的时候，寻回干
净纯粹的赤子之心。

在第 110 个护士节
到来之际，本报推出长
篇通讯，怀念这位宁波
的南丁格尔、无数白衣
天使的引路人。

宁波护理学界泰斗
倪素琴先生驾鹤西去

107岁的倪素琴先生走了！
她是宁波护理学界的泰斗，曾在战火中办学，以年

轻的肩膀挑起宁波护理界的大梁，带着一群姑娘呵护
伤痕累累的城；她曾拒绝“人往高处走”的建议，选择
低头处理恶臭的脓血，在护理岗位上一干就是50多
年；她总在最苦最难的地方，帮助最需要的人，在75
岁高龄时还参与筹建了肝炎病房……

107年的岁月无情而漫长，往事纷纷，稍纵即逝，
而她，一如既往，柔韧、清朗、充满力量，也给人温暖。

宁波市原卫生局局长朱元卿老人，今年
已经82岁了，他一直记得那年刚进局里，倪
素琴笑着唤他“小朱”的亲切语调。

“先生比我大26岁，我们都是她的晚辈。
我家小区附近住了不少当年一起共事的老同
事，现在大家聚在一起时还常常聊起她，很多
年纪大的医生护士都说，她对我们是真好，但
要求也是真的严格。”

朱元卿说，倪素琴到美国以后关心想念大
家，会打越洋电话问候，一个电话能讲半个小
时。每年还会寄来圣诞节、新年贺卡，每一张贺
卡都是她亲笔所写，直到近几年倪素琴的家人
怕她过于劳累，不再让她执笔，加上倪素琴的听
力也大不如前，电话难以沟通，才断了联系。

“倪先生两次临危受命担任华美护校校
长，桃李满天下，除了在上海有一大批学生

外，北京、湖北、辽宁、天津甚至海外也有。”朱
元卿说，倪先生德高望重，仁慈博爱，严格认
真，一生奉献给了白衣天使事业，培养了一代
又一代护理工作者。是宁波护理事业的奠基
人之一，也是一位南丁格尔式的护理工作者。

老领导回忆 一辈子不会忘记
这位可敬可亲的老前辈

倪素琴从美国寄来的贺卡。

倪素琴的家族中，也有好几位从医的
亲人，深受她的影响。外甥女周伟今年70
岁，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的一
位眼科专家。她小时候觉得姨妈慈爱可
亲，工作了却有些怕她。

“小时候，大年初一一早我们会去姨妈
家拜年，但每次姨妈都不在家，就觉得很扫
兴。后来想着是不是我去得太晚所以没遇
到，之后就刻意早点去，但哪怕早上7点多
就去，还是见不到她。”周伟笑着说，后来她
分到宁波市第一医院实习，才从别人口中
知道，倪素琴有个习惯，每年大年初一必去
医院各科室走访，看望值班的同事。还自
掏腰包给所有人小礼物，一颗糖果或是一
块巧克力。

“姨妈总是叮嘱我，见到所有医生护士
都要叫老师。中午11点半下班了，大家都

洗手去吃饭，姨妈让我最后一个去洗。早
上也要比别人提早半个小时到医院，做准
备工作。”周伟回忆，实习的时候，倪素琴让
她不要怕吃苦，春节假期多去医院守着，因
为那个时候最缺人手。后来她发现春节上
班果然有收获：原本实习生一周才有一两
次机会上台跟着老师当助手，春节的时候
一天就能上两次。

周伟说，姨妈对她的母亲，也就是倪素
琴的妹妹同样严厉。受姐姐的影响，倪素琴
的妹妹倪素俊也在华美护校读书，但当时身
为老师的倪素琴对她没有一丝徇私，同样的
错题，还会给自己妹妹多扣几分，就是希望
她比别人做得更好。在姐姐的严厉要求下，
妹妹加倍努力，毕业后也成为了一名护士
长，曾担任宁波市第二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外甥女回忆 她是慈祥的长辈
也是严厉的师长

市第一医院护理部原主任陈婷芬是倪
素琴的继任者，今年已经83岁了。她的印
象中，生活中的倪老师不拘小节。“要说真有
什么长寿秘诀，大概就是心态好，心胸宽广，
不会斤斤计较。”

在市第一医院共事的时候，有一天陈婷
芬看到倪素琴的裤子上破了个小洞，就提醒
她，但倪素琴完全没有在意。后来其他小护
士也争着说：“倪老师，我有针线，帮你补补
吧！”倪素琴却笑着摆了摆手，不知道从哪里
拿出来一根小皮筋，把破洞周围的布料扯起
来，扎成了一个小揪揪，大家都被她逗乐了。

2008年宁波市第二医院华美楼重新修
缮后举行庆典，当时已经95岁的倪素琴专
程独自从美国赶来参加。活动结束后，老人
带着几个学生一起到开明街走走看看，身上
揣着100元人民币，一下子就用了90元。
原本倪素琴准备留着10元钱打车回住处，
但经过了一家炒货店，老人的眼睛亮了，回
头对陈婷芬说：“炒花生好吃呀！”然后坚持
用仅剩的10元钱买了一袋热腾腾的炒花
生，分给一行人吃。想起这件趣事，陈婷芬
乐不可支：“倪老师那时候都90多岁了，牙
齿很好的，炒花生她在美国不太能吃到。”

老同事回忆 生活中不拘小节心胸宽广
晚年回乡最爱家乡美食

2008 年，倪素琴（中，红衣）参加宁波
市第二医院华美楼落成暨院史展览开展
仪式。

宁波市护理学会理事长盛芝仁介绍，中
华护理学会宁波分会成立后，倪素琴担任了
第一、二、三届理事长。任职期间她一直秉
持着“专家请进来，护士走出去”的先进理
念，组织市内各医院的护士长、护理骨干外
出学习进修，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她总
说，不断学习才能不断提高，我们要对自己有
更高的要求！”

“倪素琴是宁波护理学界的老前辈，她

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终身热爱的护理
事业，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的誓言：要做
一辈子护士！她就像一盏明灯，在黑暗里带
给患者康复的希望；她也是一艘领航船，引
领着宁波护理事业的发展，是我们所有护理
人的楷模。”盛芝仁说，虽然倪先生离开了，
但她的精神将激励着大家时刻不忘自己的
誓言，做百姓守护生命健康的使者，以真心、
爱心和责任心对待每一位患者。

1913年冬天，镇海城关，倪素琴出生在一个开明的家庭，
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22岁以优异成绩从宁波华美高级护士
学校毕业，次年就成为了该校的教导主任。

抗战爆发后，24岁的倪素琴带领大部分学生赶赴上海同
仁第二医院（当时为难民医院）继续读书实习。战乱中她主动
当了“义务护士”。当时有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难民因伤寒
肠穿孔而生命垂危，奄奄一息，多人避之不及，但倪素琴温柔地
拉过她的手，还卷起衣袖为她无偿献血。这一幕深深地印在许
多学生的脑海里，那也是最生动的一课：永远保持慈悲，永远把
生命放在第一。

一年半后她带领学生回到宁波，1941年4月，宁波沦陷，华
美护校濒临停办，已经成为校长的倪素琴觉得，越是国家有难，
越不能放弃护理教育。她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波，后来与同仁
在福建省霞浦县创办私立仁爱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并担任校长。

终于等到抗战胜利，宁波解放，倪素琴再次担任华美护校
校长，国民党飞机却不断骚扰，1949年10月，华美医院主院和
华美护校的三层楼房被轰炸，护校又一次被迫停办。当时，30
多位学生即将毕业，倪素琴带着大家辗转搬到奉化县西坞镇，
借用当地校舍继续学习，之后又安排学生到上海二军大长海医
院临床实习。她说：“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正等着你们。”

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倪素琴培养了一批训练有素、能力过
硬的学生，她们逐渐成为宁波乃至全国护理界的中流砥柱。而
华美护校一贯严谨的治学风格，也使得该校毕业生在全国会考
中成绩名列前茅，很是抢手，往往一毕业就能当护士长。

上世纪五十年代，原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李兰炎同
志来宁波检查工作时，曾高度评价：华美护校在我们国家是名校。

1953年 9月，倪素琴调往宁波市第一医院任护理部主
任。领导曾动员她改行做医生，但她婉言谢绝：“医生护士仅仅
是分工不同，我要打破偏见，就做一辈子护士吧！”

倪素琴从来坚信，“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士是一个崇高
而专业的职业。但当时宁波各医院的护理操作和规章制度都
不规范，她每年都会召开几次全市护理人员会议研究讨论，还
在医院地下室设立护理教室，指导青年护士苦练基本功。

宁波市原卫生局局长朱元卿回忆，他印象最深的是倪素琴
前后参与组织的6次全市护理技术比赛。“大家都敬畏这个评
委，她眉头一皱，她们心里就一抖。”比赛中如果发现护士在铺
床、打针、输液、做棉签的时候有操作不当的地方，倪素琴先生
会当场纠正，把赛场变成课堂；有的选手一上场，她就能指出问
题：“护士工作特殊，为了方便照顾病人，不要留长发，不能戴首
饰。”看到个别选手穿着皮鞋来参赛，鞋子“噔噔”响，她也会提
醒：“上班要穿鞋底柔软的鞋，不能打扰病人休息。”其他诸如轻
轻关门、小声说话、保护病人隐私、观察病情、严格执行医嘱等
各种细节，她都会点拨到位。

在很多晚辈的回忆里，倪素琴说话总是和和气气，但新人
入门，往往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小心翼翼。“没有练出硬把式，
都不敢在她手底下干活。”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护理部主任，工作这么细致、亲力亲
为。”宁波市护理学会第六届理事长、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原党
委副书记刘建英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全市只有市第一医院
有儿科，每天门诊500多号。为了及时发现传染病患儿，有效
防止交叉感染，倪素琴每天提早半小时上班对病儿进行预检。
孩子吐了、拉了，她一般不会叫清洁工打扫，都是自己收拾。

夏天门诊患者激增，候诊室、走廊里躺满了输液的大小病
人。为了让患者少受点罪，她开辟夜间露天输液场地。傍晚在
院子里浇冲自来水，降低温度，铺足输液床，使病人有个清凉宽
敞的输液环境。

在老同事的回忆中，她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却从不
抱怨，把泪水咽下后主动到小儿科顶岗，做最基层的工作：每天
早上不到6点就到科里，在医生上班前把急诊室、候诊室的窗
户打开，开吊扇通风换气，拖地清扫……

她不卑不亢、任劳任怨，用无声的行动维护着护理事业的神
圣。

她在最委屈的时候依然保持着热心肠，遇到身无分文的病人
总是解囊相助，为他们挂号、付费，甚至买车票送他们回家……

守得云开见月明时，她已是花甲老人，又忘我地投入工作，
总想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一边积极恢复护校、培育新人，一边
亲手培训年轻护士……

1988年春，宁波流行甲型病毒性肝炎，市第一医院在院外
设立临时隔离房。这是医院第一个肝炎病房，已75岁高龄的
倪素琴又义无反顾地参与病房的策划和布局，参与制定保障隔
离消毒制度，满腔热情，从不知倦。

战火中带着学生辗转迁徙
她把华美护校变成全国名校

打定主意做一辈子护士
她努力打破偏见提高全市专业水平

她是工作最细致的护理部主任
75岁了还参与筹建肝炎病房

总是在为他人着想
她是大家的主心骨

晚年身在美国仍牵挂家乡
每年手写几百封贺卡寄给亲朋

她是一盏明灯
指引着后来者砥砺前行

战火纷飞的年代，曾任华美护校校长的她两次搬迁校址坚持办学
年过古稀仍在工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护理工作者

“医生们都叫她倪先生，我们叫她倪老师，年纪轻的护士和
孩子们则喜欢叫她倪阿婆。”今年83岁的宁波市第一医院护理
部原主任陈婷芬，是倪素琴的接班人。在陈婷芬的记忆中，倪
素琴一头短发，身姿挺拔，每天骑一辆老式自行车上下班，喜欢
运动，常和学生们一起打球。

陈婷芬印象中的倪素琴总在为他人着想：护士的孩子生病
了，她自掏腰包上门探望；下乡的护士家里孩子没人带，她经常
上门关心、帮忙。

正因为她对所有人都好，再难排的班只要她出面，所有人都
心服口服，有矛盾了也总找她来评理。“从没看见她训斥过谁，但
大家都服气。”比如院内严禁随地吐痰这种小事，倪素琴以身作
则，哪怕上班路上，骑着车想吐痰了，也会停车吐在手帕上，包好
放进口袋拿回家洗。其他人看在眼里，也渐渐养成了好习惯。

因为3个女儿都在美国，1989年，倪素琴
退休后去了大洋彼岸养老，她时刻牵挂家乡的
人和事，牵挂热爱的护理事业，考察、观摩美国
的护理教育与管理经验，自己出资录制录像带
供国内同行借鉴参考。

“她像妈妈一样，给每个学生寄贺卡，还会
隔三差五打电话来问问。”1948届华美护校毕
业生袁瑞芬（后任宁波市第二医院护理部主
任）回忆，校长每次回国，都会给大家带些小礼
物。如果有华美护校的同学会、联谊会，也会
排除万难来参加。

倪素琴的外甥女、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
美医院眼科专家周伟说，姨妈时刻想念家乡，
每逢岁末，她会手写200多张贺卡寄给亲朋。

“她最喜欢宁波老底子美食，像油赞子、香糕
等，我经常寄给她。”周伟回忆，这几年姨妈听力
逐渐有所下降，电话就渐渐少了，最后一次还是
2016年，老人请她配副老花镜寄去。

2020年12月9日，倪素琴在美国安详去世，
享年107岁。

从此，天堂里多了一位救死扶伤的提灯天
使，那一路洒下的点点光亮，指引后来的人们
砥砺前行。

倪素琴年轻时代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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