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20年3月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妍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邹晨莹 辜鹏博

疫情期间，情绪需要沟通、疏泄、
安抚，患者和医护都渴望被倾听、被关
注。特别是到了中后期，及时派出心理
医师至关重要。3 月 5 日，记者采访了
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心理咨询专家组
的成员们，谈谈如何通过他们的努力，
构筑起湘军援黄冈这场攻坚战中的心
理堤坝。

老年患者：疫情中的弱者，
最应受到关注

3月4日中午，正在大别山区域医
疗中心排查的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省脑科医院）心理咨询师罗良初看
到，护士们正端着餐食，开导一位年近
80 岁的老人。罗良初观察了 10 多分
钟，任凭护士怎么劝，老人都不愿意进
食。

这一场景立刻引起了罗良初的警
觉。“老人心理创伤最难治。”罗良初意
识到，必须及时干预。通过与老人多次
的一问一答，罗良初找到“症结”：隔壁
病友前两天出院，老人看到别人好得
快，担心自己的病治不好。

罗良初先做了一些认知上的疏
导。“然后，我跟她说了湖南医疗队在
黄冈的治愈率，以及医护人员对她进
行的诊疗已经见到成效。”见老人情绪
舒缓了一些，罗良初为老人泡了两包
麦片，鼓励其进食提高免疫力。

这位老人出现的心理问题，在新
冠肺炎老年患者中尤为典型。罗良初
说，需特别关注他们，以免其产生轻生
厌世的想法。

普通患者：心理应激正常，
主动表达情绪

“新冠肺炎患者得知患病后，会经
历一个否认期。”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省脑科医院）成人精神科副主任医师
方政华说，起初，有的人会有做梦一样
的不真实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该如
何反应，处在一种麻木的状态。

接下来，就是汹涌而来的恐惧、焦
虑、害怕。方政华和战友们排查病例后
发现，有的患者表现为情绪崩溃，有的
会出现语无伦次或神志不清，有的会
焦虑得在夜晚独自哭泣……在他看
来，一定程度上的心理应激是正常的，

“但如果负面情绪得不到缓解，持续的
时间过长，影响就会比较严重，部分人
可能出现抑郁情绪。”

排查过程中，心理专家们主动留
下了联系方式。方政华认为，只要患者
主动表达自己情绪问题，就可以采取
多种形式干预，比如减压操、睡眠操等
易上手又有效的放松治疗方法。

病区内，有一名原本就患有抑郁
症的患者。方政华通过交谈和观察，认
为其情绪尚且稳定。但为了避免其出
现抑郁症状造成伤害，他再三叮嘱护
士们拿走病房中的热水壶、长绳索等

物品。

医疗队队员：调适能力较
强，想家是人之常情

3 月 4 日 22 时 53 分，专家组在医
疗队的各个微信群中发布“湖南对口
支援黄冈医护健康动态监测系统”。这
个“打卡”式的动态系统，是基于前期
排查的情况为医疗队员量身打造的。
系统中有一份心理弹性量表，帮助队
员们了解自己的战斗潜力。

3月5日15时，105名医疗队队员
填写了问卷。制定量表的湖南省人民
医院心理医师王志平查看结果后告诉
记者：“目前大部分医疗队队员情绪状
态良好，说明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且调
适能力较强。”

记者与医疗队队员们的交流中，得
到的回应大都是：“没别的，就是想家。”

“女儿每天和我视频，都问我什么

时候回来。”湖南省直中医医院医生
姚专和女儿约好，家门口的桃树李树
开花时，爸爸就回家了。“花都开了，我
还没回去。”“食言”的姚专讲起这个约
定，眼角泛起泪光。

1月24日，大年三十，医院发出招
募帖，姚专踊跃报了名，“但没想到大
年初一就来了。当时都是未知的，心情
还是有些复杂，说不恐惧是假的。”他
先后转战黄冈龙王山医院、南湖医院
及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来到黄冈已
经一月有余。

姚专没抱怨过前线工作条件艰苦。
但是，他除了承受必需的工作强度之
外，更多的是来自精神上的压力。他纾
解压力的方式，就是每天和家人视频。

对医疗队队员们而言，最需要的
是这场战“疫”的胜利。

(湖南日报黄冈3月5日电)

援黄冈 有“湘军”
医疗“湘军”奋战湖北——

既要“救命”，也要“治心”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3月4日晚，益阳市中心医院神经
内科护士长贺朝理，发现一条发自湖
北黄冈麻城市、有着104.3万个赞的抖
音。尽管视频主角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贺朝理还是凭着画面信息和人物身
形，辨认出那是2月26日赴麻城援助

的同科室小妹妹李芳，顿时湿了眼眶。
这条抖音描述的是一位护士累到

力不可支，坐在走道上喘息的场景。拍
摄者哽咽道：“这是湖南支援我们麻城
的一个小护士，已经累到挪不动腿了。
我不知道她多大、长什么样，但黄冈人
民感谢你们！”

3 月 5 日，记者微信联系到李芳，

她向记者还原了当时的情景：2 月 26
日，是她到麻城市人民医院新院区感
染科工作的第一天。那个科室的布局
和医疗用品的放置，与她之前的工作
场地不太相同，加上长长的走廊和大
大的病房，难免消耗更多体力。到这天
下午，她刚为病人换完药，就感觉头晕
脑涨想呕吐，便扶着墙慢慢往外走，走

着走着，再没力气多迈出一步，一屁股
坐到了走道窗台下。

2月27日快下班时，病房里25床呼
叫铃声响起，李芳走过去拔针。25床的大
叔告诉她，自己感觉好多了，应该快出院
了。“你们真是辛苦了。我昨天看到一个
小护士累到不行，还给她拍了视频发抖
音。真的感谢你们。”李芳这才知道，26日
那一幕被这位有心的患者拍了下来。

“我现在已经完全适应这边的工
作节奏。我来这里就是来战斗的，决不
会轻易倒下，请家乡人民放心。”李芳
在微信里坚定地说。她还告诉记者一
个好消息：“25床的大叔，3月4日已经
转到普通病房了！”

湖南日报3月5日讯（记者 彭婷
罗毅 严万达 黄柳英）今天上午，随着
33岁的刘某从湘潭市公共卫生中心治
愈出院，湘潭市 36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已全部治愈出院，实现了目前确诊病
例“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目标，
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永州市中心
医院最后 1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也于
今日治愈出院，至此，永州市44名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已全部治愈出院。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湘潭市
争分夺秒同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作
为全省首个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
单位，湘潭组建了医疗救治中医药专家
组，建立中西医会诊机制，实现中医药
参与新冠肺炎治疗全程全覆盖，并多次
连线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湘潭
籍国医大师刘志明团队，对6名患者会
诊开方，产生很好的治疗效果。湘潭市
卫健委负责人介绍，除康复者血浆治

疗、中医药全程协同治疗外，该市还积
极探索早期个体化抗病毒治疗、呼吸康
复治疗、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心理疏导
干预治疗，六大疗法成效显著。

疫情发生以来，永州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科学调度、高效管控，内防
扩散、外防输入。同时，坚持不惜一切
代价救治患者，与时间赛跑，与毒魔较
量，实现了确诊患者“零死亡”、医务人
员“零感染”的目标。永州采取“集中患
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
医疗模式，形成强大的救治合力。各级
医疗机构各司其责，及时处理发热病
人、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把最好的医
疗资源放到救治主战场。该市重视中
西医结合，辅以心理治疗，并与省卫健
委建立远程视频会诊系统，随时远程
呼叫邀请省级专家会诊，为重症患者
提供最好的救治条件，使他们获得最
大的救治成功率。

湖南日报3月5日讯（记者 段涵敏）
3月5日，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通报，3月
4 日 0-24 时，湖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新增确诊病例0例，新增重症病
例 0 例，新增死亡病例 0 例，新增出院
病例20例。

新增出院病例中，长沙市 9 例、株
洲市3例、岳阳市7例、娄底市1例。

截至3月4日24时，湖南省累计报
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1018
例，累计报告重症病例 147 例，现有重
症病例12例，死亡病例4例，出院病例
933例，在院治疗81例。

累计确诊病例中，长沙市 242 例、
衡阳市48例、株洲市80例、湘潭市36
例、邵阳市102例、岳阳市156例、常德
市82例、张家界市5例、益阳市60例、

郴州市39例、永州市44例、怀化市40
例、娄底市76例、湘西自治州8例。

现有重症病例中，长沙市 4 例、株
洲市3例、邵阳市1例、常德市1例、益
阳市1例、娄底市2例。

死亡病例中，长沙市2例、邵阳市1
例、岳阳市1例。

出院病例中，长沙市 201 例、衡阳
市 48 例、株洲市 73 例、湘潭市 35 例、
邵阳市 100 例、岳阳市 137 例、常德市
80 例、张家界市 5 例、益阳市 59 例、
郴州市 36 例、永州市 43 例、怀化市
40 例、娄底市 68 例、湘西自治州 8
例。

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26930人，
已解除医学观察26722人，尚有208人
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2月17日
今天一早接到通知，支援长沙市

公共卫生救治中心重症病房。来不及
吃早餐，拿起早已收拾好的行囊赶到
医院集合。虽没有去武汉支援，但能为
自己生活工作的城市献上一份力也很
好。

下午3点，我们出发了。一路上，大
家都很安静。我在年前就与老公将两个
孩子安顿到了老家。刚到，老公打来电
话，问是不是上前线了。真是心有灵犀。
妈妈与婆婆都有高血压，我再三叮嘱他
暂不告诉她们。
2月18日

今天正式在重症病房上岗了。病房
里有 13 名患者。病情最重的患者气切
通气，间断的床旁血滤，护理任务极重。
患者有时候腹泻。我要一遍遍清理着排
泄物，帮他吸痰、翻身，累得汗流浃背，
心里暗暗给自己鼓劲：小护士，也有大
能量！

2月20日
今天在病房里竟然碰到了校友。一

个患者复查 CT 结果不好，心里很紧
张，不敢跟家里人说，烦躁不安，情绪低
落。我安慰他，你还年轻，抵抗力强，何
况我们湘雅来了这么多专家，肯定会给
你治好的。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和他
多聊了些，没想到是大学校友。聊起美
好的大学时光，他的表情越来越轻松，
我安心了。
3月5日

今天是我来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
中心的第3周，手因为长期戴手套，洗
手频繁，长了许多汗疱疹，奇痒无比。4
小时一班下来，浑身湿透，口罩也总把
耳朵、鼻子勒得生疼。许多同事脸上都
勒破了皮。但看着住院患者越来越少，
我们知道归期指日可待。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老年医学科
第二党支部 向佳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整理）

一线战“疫”日记

小护士也有大能量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周紫云
通讯员 杨娟

87岁的米群英老人刚住进怀化市鹤
城区华辉养老中心时，一直嘟囔着要回
家。如今，老人身体慢慢康复，情绪也逐渐
稳定。她说：“在这里住着感到很温暖。”

煮鸡蛋羹，牛奶泡麦片………3月5
日一大早，护工黄小菊就忙着给米群英
准备早餐。“现在，我们每天除了为米奶
奶测量2次体温，还会密切关注和记录
她的身体、心理等方面变化。”黄小菊
说，因为老人身体比较虚弱，自己就变着

花样为她做营养餐，帮助她增强抵抗力。
年前，米群英在家不慎摔倒导致骨

折，后被送至华辉养老中心休养。老人
还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刚
来时情绪极不稳定。

“孤寡老人心理通常比较敏感，尤
其是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均衡他们的日
常饮食，加强心理疏导，并切实做好各项
防控措施。”华辉养老中心负责人刘洁
说，这里共有69位孤寡老人，中心为每
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每天对房间、公
共区域进行3次消毒。一个多月来，米群
英血糖降了下来，还能够自己走路了。3

月1日是米群英生日，医护人员为老人
煮长寿面、唱生日歌，让老人很开心。

疫情发生以来，鹤城区用心用情推
进孤寡老人等易感人群疫情防控工作，
全面落实服务对象每日2次体温监测、
人员“零探访”、定时消毒通风、分餐制
等制度，并实行“一日一报告”。该区与
区红十字会医院衔接，通过视频会议、
电话、微信等方式，对辖区60余名护理
人员进行培训，让她们做好防疫知识宣
传、心理疏导、关爱帮扶等工作。

“我们严格落实对孤寡老人这类易
感人群的防控措施。”鹤城区民政局负

责人说，从1月27日起，该区第一时间
对辖区 10 所乡镇敬老院、社会福利院
和民办养老机构全部实行封闭式管理。
同时，注重人文关怀与服务，截至目前
做到了零感染。

走进鹤城区社会福利院，只见大门
紧闭。一张“疫情期间，谢绝来访”的告示
十分醒目。“年前，我们就严格管控人员
出入。随着管控升级，我们除落实好防控
措施，还切实保障老人的生活起居。”社
会福利院院长刘捷告诉记者，医务人员
对孤寡老人实行“一对一”服务，营养师
还根据他们的身体状况合理安排饮食。

“我们还建立了微信工作群，对孤
寡老人进行跟踪服务。”鹤城区民政局
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促进股股长吴庆
华说，该局组织30多名心理学志愿者，
对122名孤寡老人做好心理安抚。

湖南日报3月5日讯（记者 莫成 通讯员 彭杰
吴开准 滕朝晖）今天上午，湘西州首例新冠肺炎
治愈患者邱女士，在龙山县人民医院完成血浆采
集捐献，成为该州首例捐献血浆的治愈患者。

26 岁的邱女士，武汉籍,1 月份随丈夫回龙
山过年，1月23日因发热、咳嗽被龙山县人民医
院收治，1月25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经该院医
护团队的精心诊治和护理，2月2日治愈出院。

观察期结束后，邱女士通过新闻得知康复患
者的血浆有助于新冠肺炎的治疗后，立即主动联
系医院表达了血浆捐献意愿：“我是武汉人，龙山
县免费帮我治愈了新冠肺炎，我内心非常感谢！
我愿意捐献血浆，帮助更多新冠肺炎患者。”

据了解，在龙山县人民医院治愈出院的另
外3名康复患者，也表达了捐献血浆意愿，用于
救治更多新冠肺炎患者。

湘西州首例
新冠肺炎治愈患者献血浆

亲爱的老妈：
今天是我来到武汉的第 13

天。我读大学时，经常用书信的方
式与您进行沟通。毕业至今，时隔
12年再次给您写信。

扣扣出生快6年了，您为了减
轻我的负担，大部分时间帮我们带
孩子，把扣扣照顾得很好。有时候
我很挑剔，会把不满的情绪带给
您，对您发脾气，但您始终包容我，
也跟我开玩笑。老妈，我对您说一
声：“对不起！”

出征前，您只对我说了一句话：
“保护好自己，家里不用担心，放心

去！”我拥抱您后，转头就走，我害怕
哭出来，不想让您看见我哭。

从小到大，您经常对我说：
“年轻的时候不要怕，年老的时候
不后悔！”这句话深深地影响着
我。这一次来到武汉，于公，我是
一名党员，是一位医务工作者；于
私，我是湖北人，我必须来，起码
我不会后悔。

我们已投入到临床工作中，每
天对患者进行心理筛查和干预。在
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时，我感受到
他们的焦虑、恐惧。通过我们的干
预，患者情绪和睡眠都得到了很大

的改善，我非常高兴。
老妈，我一切安好！战友们互

帮互助，我会照顾好自己，平平安
安回到您身边。到时候，我带您去
旅行。外婆住院了。您照顾外婆的
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

老妈，我爱您！
爱您的佳佳

2020年3月4日晚
（作者为湖南省支援武汉第六

批医疗队队员、湖南省脑科医院心
身医学科心理咨询师徐佳佳）

（通讯员 石荣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3月5日 星期四 阴
凌晨3点过5分，第一遍闹钟如约

而至。
生怕自己睡得太沉，我设置5个闹

钟“连连响”，每2分钟一个。从被窝里
爬起，迅速穿衣洗漱。从驻地到医院，大
概需要20分钟，再预留30分钟做穿防
护服等准备工作。4 点接班，我们一般
提前1小时起床。

在车上，我偷空看了看手机。置顶
的“湖南援鄂大别山的医疗队 ICU 特
种部队”微信群里，大家讨论了科室负
责医护的几个患者的情况，并留言提
醒：谁要记出入水量，谁要注意输液滴
数，谁要翻身看看皮肤情况……作为重
症科护士，我们的工作琐琐碎碎，却每
一件都关系着患者的病情和预后，容不
得半点马虎。我“爬楼”浏览了一遍群里
的信息，对我接班后需要重点关注的事
项有了一个“预习”。

初春的黄冈有些凉意，车窗外是黑
色的夜空。在我眼里，这座小城干净美
丽，这里的人热情淳朴。我想，不用多
久，黄冈就会恢复勃勃生机。

和我一起出发的还有7个队友。我
们将从凌晨4点工作到上午9点。车子
停靠在医院前坪，顺着医务人员专用电

梯上到6楼，重症室里灯火通明。各组队
员工作有条不紊，仔细交接，相互提醒。

这一拨“换岗”的短暂热闹与一路
上的沉寂形成强烈的反差。呼吸机的报
警声，心电监护和输液泵的嘟嘟声，电
动负压吸痰的滋滋声，气管切开处喷飞
沫的呼呼声，队友们给患者翻身拍背的
啪啪声……好一曲ICU（重症监护）之
声！说来也奇怪，进入状态后，看着躺在
病床上的患者，我格外安心。

没错！这就是我，我要的就是这个
最熟悉的“人间烟火味”！

忙忙碌碌，到上午 9 点，交班给下
一班队友了。脱下3层防护服，从头到
脚都是汗水。从污染区、缓冲区、清洁
区，脱隔离衣、洗手、消毒，经过层层“卸
装”，到上午11点左右才能回到驻地宾
馆休息。

来到黄冈之后，这种扎实又忙碌的
“夜生活”，让我充实而笃定。唯独少了
一碗米粉的早晨，有些许遗憾，不过美
滋滋地补上一觉，那个熟悉的美小护就
满血复活啦！

湖南省人民医院支援黄冈医疗队
队员、呼吸内科护士 程薇

（通讯员 周瑾容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湘潭市永州市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全部出院

湖南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在院治疗81例，累计出院933例

连设5个闹钟，
好扎实的“夜生活”

鹤城区加强易感人群疫情防控，注重人文关怀与服务，用心用情——

为老人撑起防疫“保护伞”

年轻的时候不要怕
年老的时候不后悔

益阳护士累到坐地，
麻城大叔含泪拍了条抖音

3月 5日，湖
北省黄冈市大别
山区域医疗中心，
湖南支援黄冈医
疗队队员、湖南省
第二人民医院成
人精神科副主任
医师方政华在重
症医学科询问患
者治疗情况。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邹晨莹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