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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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惠芳

新冠病毒袭来之前，毕淑敏压根
儿没想到《花冠病毒》会火。这部小说
是 2012 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小说素材来自于作家采访的2003年抗
击非典。当时，读者反应有点冷。

抗疫战争打响，有人突然想起《花
冠病毒》来。小说描绘的场景，与眼下
的新冠肺炎带来的危害何其相似！毕
淑敏本人与读者都惊呆了。毕淑敏坦
言，惊闻新冠病毒“人传人”，《花冠病
毒》“成真”，她“痛不欲生”。难能可贵的
是，“痛不欲生”的毕淑敏，保持了一位
作家应有的清醒。她说：“大疫当前，一
定要保持坚定信心和良好情绪，多进行
正面积极的思维，让自己的心理能量温
暖饱满，它和药物治疗同等重要甚至更
加重要，要有永不放弃的信念。”

毕淑敏所言极是。
在灾难面前，一个人的格局，自觉

或不自觉地凸显出来了。是悲观绝望，
怨天尤人，畏缩不前；还是坚定信心，
挺身而出，敢于犯险。是在寻找正能量
之中，输出自己的正能量，激励所有投
身抗疫的战士；还是泡在负能量之中，
制造自己的负能量，惶惶不可终日。

无论是非典，还是新冠肺炎，没有
一个人能置身事外，没有一个人能独
善其身。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病毒
来袭，没有退路。只有顶上去，只有“亮
剑”，才能绝处逢生，才能最大限度地
减少牺牲。心理防线一旦崩溃，惊慌失
措，就会溃不成军。

毕淑敏所说不是一家之言，是共
识。一个人的精气神，一群人的精气
神，一个国家的精气神，一个民族的精
气神，是降伏病魔的不二法宝。

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如果你的亲
人，或父母，或子女，或兄弟姐妹，奋战
在生死攸关的抗疫一线，你会给他们
什么样的情绪传递，会给他们什么样
的心理暗示？你会没完没了地输送不
良、不安的情绪吗？你会将谣言、谎言、
臆想“打包”给他们吗？你会忍心搅乱
亲人的心智，在沉重的责任之上加上
额外的心理负荷吗？

抗疫之中，每个人的分工与职责不
一，能力也有大小。能尽心尽力更好，即
便不能尽力也应尽心。这份心，就是信
心。人与人之间，互相传导必胜的信心。

疫情，考量一个人的格局。格局大
了，信心足了，力量够了，疫情防控这
场大考，定会交出各自的满意答卷。

疫情，考量一个人的格局

湘水余波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3 月 7 日，是付敏难得的休息日。
凌晨1点多才下班，早上7点多她又准
时起床，查看驻地的消毒消杀工作，微
信群了解组员的身体情况，整理上传
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

2 月 8 日响应号召支援湖北武汉
同济医院中法院区至今，付敏已坚守
一个月。无论是在病房还是在驻地，付
敏都干劲满满地冲锋在前。既是随叫
随到的“付老师”，也是细心暖心的“付
姐姐”。

3 月 5 日，付敏获“全国卫生健康
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

上班第一天，就收治了
30多名患者

2月7日，元宵节前夕。农历正月初
二以来一直上班的付敏，这一天终于能
轮休一天，却接到了出征武汉的电话。

家人虽有担心有不舍，但都选择
了支持。7岁的孩子含着眼泪对她说：

“妈妈，我把我最爱的枪和奥特曼给
你，你去打败病毒，保护好自己。我等
你回来。”这一刻，感动和欣慰在付敏
心里蔓延。

这是一场硬仗。2 月 8 日晚，付敏
与战友们赶到武汉，第二天就接到了
收治患者的命令。

赢得时间就是赢得生机。作为第
一纵队的护理组组长，付敏在白天开
会培训结束后，就赶到了武汉同济医
院打前站。“等我们晚上 12 点来到病
房，看见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湘雅二
医院护师陈莉说，她还不知道付敏已
经在病房忙了四五个钟头。

“你好，我们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
二医院的支援队伍。我们是来帮助你
的，请你放心。”病房门打开，付敏暖心
的安慰，在寒冷繁忙的冬夜，让患者通
红的眼睛湿润起来。

“开门的刹那，我只看见黑压压有
很多等待的患者。当时，只想着要尽可
能快一点，再快一点……”付敏回忆

说，患者那一声声“感谢”，成了她“拼
命”的动力。

短短7个小时，付敏和她的团队，
就收治了30多名患者！其他组来接班
时，大家都疲惫得甚至脱不下防护服。
回到驻地，已是上午9点多了。队员们
赶紧上床休息，付敏却还在微信群把
收治经验和遇到的问题一一整理上
传，帮助其他组更好地开展工作。

此时此刻，付敏已连续工作24个
小时以上。

在病房，她像一个不停转
的陀螺

“付老师，有个患者的针打了好几
次没打进去。”有护士匆匆跑过来。

付敏二话没说赶过去。穿着厚厚
的防护服，戴着护目镜，手上有两层手
套，患者的血管又很不好找，平常的打
针变得极有难度。付敏凭借着丰富的
经验和过硬的技术，一针下去就扎到
了血管。

“付老师，那位 60 多岁的奶奶又
嚷嚷着要出院。”有护士小声告诉付
敏。

付敏笑眯眯地走进了那位奶奶的
病房。“奶奶，我来看看你。你今天好多
了呀，再过几天你就能彻底好了。到时
候，你回家开开心心的，也不用担心再
传染给家里的儿子孙子，你看多好。”
一番恳切的交谈，让这位奶奶眉目舒
展开来。

有一对七八十岁的夫妻，先后入
院治疗，病情有些反复。付敏想方设法
把他们调到同一个病室，让他们互相
鼓劲。眼看着，夫妻的病情渐渐有了起
色。

每次付敏进病房，都像一个不停
转的陀螺。看看患者有哪些需要，询问
吃饱了吗喝水了吗，多聊几句家长里
短，拍拍肩膀握握手。“有时是治愈，常
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

细心暖心，为队员们营造
一个“家”

危重患者多，护理工作复杂。不到
一周时间，付敏就整理出了《危重患者
护理流程》。“这个流程太好用了，我们
一接班就知道要做哪些事，不用再一
个个去问了。”小伙伴们都说。

医院换衣间过于狭小，队员没有
脱换工作鞋的地方。付敏立即招募心
灵手巧的志愿者，利用废弃的纸箱，在
两天的时间里，打造出一排漂亮的“鞋
柜”。

驻地没有专业的消杀流程，付敏
就自己查资料，咨询专业人士，两天时
间制定出驻地清洁消毒流程、划分出
医务通道与清洁通道、公共洗浴房间
的清洁维护等，为队员们营造了一个
安全的“家”。

医疗队后勤只有一位主管人员。
每到物资清点发放之际，付敏又是第
一个站出来。“每次我去装卸物资，总
能看到付老师守候在旁边登记清点。”
湘雅二医院护师赵志东说。

2 月 20 日是队员贺娜的生日。付
敏提前一天用心策划，为她准备了一
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没有蛋糕，她联系
酒店工作人员亲手来制作；没有家人
陪伴，她联系亲人、友人为她送上视频
祝福；没有鲜花、音乐，大家为她唱响
生日歌。“我们不仅是并肩作战的战
友，也是互相依靠的家人。这让我们的
工作充满了动力。”贺娜感动地说。

她是付老师，也是付姐姐
——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第三批支援湖北国家医疗队第一纵队护理组组长、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主管护师付敏

3月8日 星期日 小雨

凌晨3点，手机闹铃准时响起。起
床、刷牙、洗脸，换上手术服，戴好口
罩帽子，套上红色冲锋衣，快步走出
酒店，在马路边等待接我们去医院上
班的巴士。

夜风微凉，我感到略微有些乏力。
上了巴士，与其他驻地的战友微笑问
好，然后大家倚靠在座位上闭目休息。

我分管的患者中有一位老爷爷。
接班的时候，他并未睡着，瞟了我一
眼。眼神空洞，让人心疼。上夜班的同
事偷偷告诉我，他已经写好了遗书，
不愿与人多交流。我心头一颤：他多
么绝望啊！

我来到他的病床前，弯下腰凑近
他耳边轻轻地说：“爷爷，您好！我是
小龚，有什么需要及时告诉我，我会
陪着您的。”他只“嗯”了一声，没有说
话。“我帮您把房间的灯关掉，睡觉好
吗？如果需要小便，您叫我。”他又

“嗯”了一声，闭上了眼睛。
下半夜，他的生命体征很平稳，

持续高流量吸氧，持续泵入硝普钠降

压治疗。因小便醒来了两次。
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说肚子好

饿。食堂的早餐还未到配送时间。我
拿来牛奶面包，他摇了摇头说：“我不
吃这个，想吃汤圆。”想必是阖家团圆
的美好愿望吧。我有些遗憾，只好安
慰他：“爷爷，你喜欢吃汤圆啊，我也
很喜欢吃，但医院里暂时没有，我们
尽量去买啊。等您康复了，出院回家
了，就可以吃上汤圆了，好吗？”他脸
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您还喜欢吃别的什么东西吗？”
得知他想吃稀饭，我赶紧联系配送；
然后扶爷爷半躺在床上，帮他穿上衣
服、刷牙，一口一口喂给他吃。

一小碗粥、一份青菜、一个鸡蛋、
一个肉包，爷爷的食欲好了很多。

“昨天晚上没有胃口，吃不下饭，
睡觉的时候就饿了。这个早餐吃得真
好，谢谢你！”看他吃饱了的样子，我
很开心。

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队员、湖南
省脑科医院主管护师 龚丽娟

（通讯员 刘莉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看他吃饱了的样子，我很开心

3月3日 星期二 阴

明天下午，我将正式进入黄冈市
中心医院大别山院区了。这些天在黄
冈的所见所闻，让我深感作为一名医
护人员的重大责任。

疫情发生后，人们会出现心理应
激反应。心理救援是防控的重要组成
部分。我和妻子都是精神科医师。当
医院选派第一批去武汉支援的心理
医生时，我就报了名，可惜没选上。但
我没有放弃。第二批报名时，我主动
到院领导那里去请战，终于入选湖南
省医疗队，对口支援黄冈市。

2月28日出发那天，当我走进高
铁站，看到送行的家人，尤其是自己
的两个小孩，心里多少有些惆怅，有
些不舍。但家人一直给我鼓励和支
持，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后来，妻子告诉我，儿子说我是

他心目中的英雄。我感到既欣慰又惭
愧，没想到我在儿子心目中的地位那
么高。

到达黄冈后，每天接受培训，为
了更好地保护自己，我们要练习穿
3 层隔离衣，戴3层手套，从头到脚包
得严严实实。刚开始练习，我们很费
心费力，特别是戴了两层手套后，在
背后给口罩打个结，要花很多时间。
我们相互帮助，分享各自的小技巧，
指出对方的不足之处，共同提高。为
了早点通过考试，早点到抗疫前线，
我们经常练习到深夜12点，直到大家
都能标准、顺利地穿脱隔离衣为止。
最后，我们全部一次性通过了考试。

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队员、湖南
省脑科医院成人精神科副主任医师
方政华

（通讯员 石荣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算不上壮举
但对儿子的影响不小

一线战“疫”日记

湖南日报3月9日讯（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刘孝谊）抗疫时期，肿瘤患
者的就医需求能否得到满足？记者近
日从湖南省肿瘤医院获悉，为确保肿
瘤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该院 1
月 30 日开放了部分门诊，2 月 3 日全
面开放门诊预约诊疗。截至3月2日，
医院共接诊门诊患者 23353 人次，收
治住院患者6937人次，完成患者放疗
15519人次。

“医院是封闭式管理，全程我们都
需要佩戴口罩；每天监测体温，医院统
一订送用餐，不能探视，只留一个陪护；
病房之间不聚集，不串门。”患者蒋阿姨
是春节后来医院继续做化疗的，她表示
非常理解医院在疫情防控时期的管理
规定。

“疫情要防控，肿瘤患者的救治也
不能耽搁。医院参照国家标准，对不同
病区、诊室、岗位进行口罩、帽子、手
套、防护服、隔离衣等防护用品配置，
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省肿瘤医院
医务部负责人彭小伟介绍，截至目前，

医院已为595名肿瘤患者进行了手术
治疗。

“每天工作结束，我们会有专人
对病区、诊室、公共区域、反复使用
的医疗用品按要求进行空气、地面、
物表消毒，确保医疗质量和安全。”
省肿瘤医院院长肖亚洲表示，抗疫期
间，医院坚持抗疫抗癌两手抓、两手
硬、两不误，多措并举满足肿瘤患者
就医需求。

据了解，抗疫期间该院实行网上
分时段预约就诊。进入医院前，患者要
在预检分诊处出示预约信息和身份
证，工作人员询问疫情暴露史、接触
史、发热等情况，并测量体温。到达诊
室后，患者要再次接受体温监测和询
问，并填写“特殊时期知情同意书”。省
肿瘤医院胸部内一科陈建华主任说：

“医院制定了首诊首排制度，病人和陪
人是否有暴露史、疫区接触史，是否有
发热、干咳、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就
诊前我们必须先进行排查，并将结果
如实记录在病历中。”

通讯员 彭肖青 石荣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为了让宝宝吃到最安全最营养的
食物，许多职场妈妈都选择上班时带
上拔奶器等装备，奶胀时挤出来，下班
后再把母乳背回家喂宝宝。疫情期间，
很多复工的妈妈开始担心在乳汁的转
移、储存等环节，是不是容易被病毒污
染？如何才能保证乳汁的安全？有些妈
妈由此萌生出断奶的想法。

3月4日，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儿
科主任、主任医师薛亦男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介绍，如果妈妈的工作地点是接触
病毒的高危场所，比如医院的发热门
诊，建议妈妈可以手挤奶来维持泌乳
量，但挤出来的奶不能给宝宝吃了。当
然，如果妈妈所在的地方安全，周围同
事也没有疑似病例，就完全可以继续

“背”奶回家。妈妈要特别注意的是，拔
奶前后的洗手和消毒工作非常重要。

薛亦男提醒，妈妈需要找一间相
对比较干净的密闭空间，先通风10至

20分钟再进入，用酒精棉片擦拭放置
吸奶工具的台面。拔奶之前要用酒精
免洗洗手液，吸奶过程中不去触碰其
他物品，不要玩手机或者中途忙别的
事再回来，尽量一次完成吸奶。

拔好的奶放入干净带盖子的储物
盒，用流水清洗拔奶工具，用干净保鲜
袋装好，回家后对背奶工具充分的漂洗
消毒。消毒方式中，浸泡式的煮沸消毒
是最有效的，其次为蒸汽消毒。储物盒
可以用75%酒精擦拭后晾干，使用餐具
前再用温开水冲洗。此外，妈妈回家后
还要注意及时洗澡，换衣服再跟宝宝接
触，外面的衣服不要让宝宝接触到。

疫情期间，妈妈一方面要注意阻
断病毒传播，另一方面要增强身体抵
抗力。如果食材获取受限，不能获得多
样化的膳食，妈妈可以选择复合营养
素补充剂或配方奶粉加以弥补，维持
健康状况促进持续泌乳。如果条件限
制，无法坚持母乳，妈妈也不必为此焦
虑，为此纠结，沉着应对、积极处理，保
持健康的心态同样重要。

通讯员 李青霞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3月6日是“世界青光眼日”，3月8
日至 14 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青光眼
周”。今年青光眼周主题是“视神经一张
照，青光眼早知道”。全国防盲技术指导
组委员、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段宣初
教授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提醒：青光眼
致盲不可逆，五大类人群需注意。

五大类人群易患青光眼，
年过四十即需定期检查

青光眼的发病机制复杂，临床上见
到的青光眼类型繁多，临床表现也不一
样，大致分为4类：原发性青光眼（包括
闭角型与开角型）、继发性青光眼、先天
性青光眼和混合型青光眼。段宣初认
为，虽然青光眼致盲后不可复明，但如

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患者仍可最大
限度地保存有用视力，维持正常的生活
和工作。

段宣初教授表示，任何年龄都可能
患上青光眼。尤其是600度以上的高度
近视或远视、有青光眼家族史、心血管
系统疾病、糖尿病、40岁以上的这5类
人群属于高风险人群，应定期到医院做
青光眼的相关检查，以排除或早期发现
青光眼，及早治疗。

正常人35至40岁阶段至少进行1
次全面的青光眼检查，40岁以后每隔2
至3年检查一次，50岁后每隔1至2年
检查一次，60岁后每年检查一次。

头痛眼涨不能小视，
或是青光眼发作表现

“头痛难忍，以为是脑神经的毛病，
没想到是青光眼！”

“眼睛突然发红、涨痛、视力急剧
下降，检查发现是急性闭角型青光
眼！”

“居家时间长，烦躁易怒，没想竟诱
发青光眼！”

段宣初教授介绍，青光眼发作时主
要表现有眼涨、视力下降，严重者伴随
同侧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因有时发
病症状不明显，很多患者都错过了最佳
的治疗时机，从而丧失了一部分的视力
甚至失明，这是我们为医者最不愿意看
到的。”

目前，大众多居家防疫，段宣初教
授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测方法：通过自
己检查视功能，比较双眼的视野范围；
触摸一下两侧眼球的硬度是否一致和
相应青光眼发作的症状判断是否患上
了青光眼。

当 出 现 状 况 时 ，患 者 应 保 持 冷

静，避免情绪波动等加重病情；与此同
时，家属应该联系就近医院就诊；就诊
期间做好患者及家人防护，戴好口罩、
勤洗手。

青光眼患者居家：应保持
情绪稳定，适量运动

过分担心、忧郁、愤怒、紧张不安、
过度兴奋等情绪波动都是导致青光眼
的原因，青光眼患者居家一定要保持心
态平和，情绪良好。与此同时注意保持
良好的生活习惯，不抽烟、不喝酒、不熬
夜、不一次性大量饮水；每天做适量运
动，但要避免过分弯腰、低头、屏气、负
重等活动。

段宣初教授强调，青光眼患者还
应避免长时间在黑暗环境中看电影、
电视、玩手机或长时间持续读写，应
适当休息，用眼时保持充足光照，避
免由于暗环境瞳孔散大而激发青光
眼发作。

青光眼患者的家属也应提高警惕，
及时做青光眼检查，以排除患青光眼的
可能。

眼科专家提醒——

青光眼致盲不可逆，五大类人群需注意

儿科专家提示——

复工后，哺乳期妈妈无需“狠心”断奶
拔奶前后的洗手和消毒工作非常重要

付敏（左二）
在给同事讲解
工作注意事项。

通讯员 摄

湖南省肿瘤医院：

抗疫抗癌两不误

3月4日 星期三 阴转小雨

昨天是我来武汉的第12天。早上
刚醒来，就收到了刘阿姨音乐治疗后
的反馈。她说：“昨晚是我来方舱医院
后睡得最好的一晚。今天心情特别
好，抗击病毒更有信心了。真的特别
感谢你！”得到刘阿姨的肯定，我充满
了喜悦和成就感。

第一次接触这位刘阿姨，我了解到
她入住武汉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已有一
段时间了，情绪焦虑，有严重的睡眠障
碍。我了解到刘阿姨特别爱唱歌，是邓丽
君的忠实粉丝。我对刘阿姨说我是一名
音乐康复治疗师，提议和她一起唱歌。

刘阿姨一开始有些紧张，声音很小，
她的肺功能还没完全恢复。怎样调动起
刘阿姨的情绪呢？我选择了刘阿姨最喜
欢唱的《甜蜜蜜》，并进行了简单改编。

“甜蜜蜜，您笑得甜蜜蜜，好像把
‘新冠’全部消灭在春风里……”当刘
阿姨听到我把歌词改了后，笑出了
声，和我一起大声唱了起来。

刘阿姨说，真没想到还有这种治
疗方式。

湖南支援武汉第六批医疗队队
员、湖南省脑科医院心理咨询师、
音乐康复治疗师 聂斌

（通讯员 戴进军 石荣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我和患者在方舱医院
一起唱《甜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