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8

健康周刊

2017 年 12 月 7 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周华岚 执行主编：符王润 美编：张昕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2017年度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大型公益活动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尊重每一位精神疾病患者
教会更多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普通人挽救生命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每张患儿照片后都有动人故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多干一点，患者用血就多份保障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海南省卫生计生委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联合推出

推荐方式
组织推荐或个人推荐

支持单位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恒大健康产业集团
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

“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

海南省平山医院康复部团队。
图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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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部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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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贾磊

付杰（右）在为市民讲解急救知识。
图为受访者提供

候选医护：付杰

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培训科科长

11 月 20 日，海南省平山医院康复部的
几位医生早早启程，赶往屯昌县。他们要去
探访一位曾经的患者。
“ 阿芳已经出院一年
多了，不知道现在境况如何。”康复部主任李
经缙说。
一年多前，阿芳因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
症，
被送到平山医院康复部。
“当时阿芳患有严
重的幻视幻听，
行为功能紊乱，
入院前还在家
里用开水壶伤到自己的孩子。
”
李经缙回忆道。
“当时她的家人近乎绝望，她也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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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隔绝，有时候会大叫发泄。”康复治疗
技术师李光葵告诉记者，他和同事们一起为
阿芳制定适合的治疗方案与康复计划。经
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好转后的阿芳得知
自己伤到了孩子，始终无法原谅自己。康复
部的医生苏珊市得知此事后，积极对她进行
耐心开导，并及时与家属联系，最终帮助阿
芳解开了心结。
在康复部团队的帮助下，今年 3 月，阿
芳顺利出院了。
“家里人来接她时，她激动地
抱住孩子一边哭一边道歉。家属从最初的
绝望到牵着手高兴地领着她一起回家，我们

康复部所有同事都被感动了。”李经缙说。
帮助精神疾病患者恢复他们的自理能
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引导他们回归社会，融
入社会，这是康复部团队 18 名医护人员每
天所为之努力的。在他们眼中，这些被普通
人所不理解甚至是歧视的精神疾病患者，是
一个应该被尊重、被关怀的群体。
2015 年，有 20 年精神病史的符华（化
名）被送到平山医院时，总是一个人默默地
蹲在角落，任谁和他说话都不搭理，有时会
情绪暴躁。
“ 刚开始我们的治疗师便和他一
起蹲着，边和他说话，边仔细观察他。我们

12 月 4 日下午 1 时许，龚石送走了上午
门诊的最后一个患者，终于松了口气。有些
疲惫的他，利用午休的一点时间接受了记者
的采访。
“这是 3 个月大的童童（化名）6 月 22 日
拍的照片，这里有一个拇指大的白斑，这就
是白癜风的脱色症状……这是接受治疗以
后，7 月份拍的，患病部位已经有明显复色
……这张是 8 月 24 日拍的，白斑基本没有了
……这是最后一次治疗，11 月 22 日拍的，白
斑全部消失，
算是治愈了。”
他翻出纪录童童治疗过程的一张张照
片，给记者讲起儿童白癜风的发病诊疗情
况。当翻到最后一张童童康复的照片时，龚
石脸上的疲惫瞬间烟消云散，嘴角泛起了一
丝欣慰的笑容。
像童童这样的病例，龚石在门诊中经常
碰到。龚石说，我省白癜风的发病率是千分
之二，几个月的宝宝也可能患病。但因我省
一直以来没有儿童皮肤病专科门诊，患儿年
纪太小，皮肤科医生如果缺乏对儿童皮肤疾
病的诊断经验，经常会耽误患儿的最佳治疗
时间，有的家长不得不带着孩子到岛外求
医。
为了填补省内儿童皮肤病科的空白，去

年 3 月 1 日，海南省皮肤病医院小儿病区正
式开业。但谁来挑这个担子，却成了一个棘
手的问题。行内人都知道，这是一块“烫手
山芋”。由于孩子无法描述自己的病症，儿
科一直被称为“哑科”，儿童皮肤病更是“难
诊断，不好用药”。面对这个挑战，不少人望
而却步。龚石却主动请缨，
挑起这个重担。
谈起这 1 年多来坐诊儿童皮肤病科的
酸甜苦辣，龚石坦言：
“ 给孩子看病，说实
话，真累！但是也真开心！”
孩子得病了，大人们最着急。龚石经常
遇到四五个大人带着一个孩子来看病，一个
小病号看诊的时间顶四五个成人病号。在
龚石的门诊中，许多是不会说话的小孩子，
病情只能由父母描述。因此，他宁愿晚点下
班，尽量多问几句，把病情尽可能地了解清
楚再做诊疗方案。
患儿家长拿了药后，龚石也要手把手再
教 几 遍 ，让 他 们 口 述 一 遍 才 放 心 让 他 们
走。“对于小儿皮肤病来说，遵医嘱服药太
重要了。”龚石说，小儿皮肤科的用药需更加
谨慎。因为患儿太小，一旦用药过量，副作
用可能会影响患儿生长发育。
白天出门诊，给患者做治疗，已经忙得
晕头转向，晚上龚石还要加班，把患儿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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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他的兴趣点后，便试着和他聊天，一
点点接近他，走入他的内心。”李经缙回忆，
一个多星期后，符华终于被治疗师打动，开
始开口与人交流。两个多月后，他在治疗师
的引导下，慢慢融入了群体活动。
“对待每一位患者，我们都要将心比心，
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如果你真心对待
他们，他们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也会有所
回应。
”
李经缙说。
而除了耐心，
对待医院的患者，
康复部团
队的医护人员还需要付出巨大的爱心。一些
接受康复治疗的患者经常狂躁不安，随时可
能出现暴力行为。不开心时，会直接把饭菜
撒在地上，
更严重者对医务人员漫骂殴打。
“被患者打，这样的事我们每个人都遇
到过。但我们理解他们，知道他们并非有意
要伤害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努力
疏导他们，他们大多数时候也都会很配合我
们的。”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李经缙和同事们
都会毫无怨言地把地面打扫干净，依然对患
者笑脸相迎，
像哄小孩子一样哄他们。
由于很多患者无法自理，为患者洗澡、
理发、喂饭、剪指甲，这些都成了康复部医护
人员的日常工作。
“ 他们就像我们的兄弟姐
妹，像朋友。虽然护理他们很辛苦，但是每
次看到他们能够顺利康复融入社会，我们心
里的那种自豪感是什么都无法替代的。”李
经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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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君穷

海南省皮肤病医院
小儿病区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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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单位）：
海南省皮肤病医院
投票编号

52

■ 本报记者 侯赛

海南省皮肤病医院小儿病区主任兼物
理治疗科主任龚石的手机经常被提醒“内存
不足，请及时清理”。占据他手机大量内存
的是上万张患儿病情的照片。而在每张照
片上，都有一串数字编码。每串数字编码的
背后，都有一个患儿诊疗的详细过程，被归
档在一本厚厚的患者病情档案手册里。

李彩荣在和献血的学生聊天，驱散他的紧张感。
本报记者 孙婧 摄

没有急救任务的时候，海口市椰海大道旁的市 120
急救中心大院显得十分宁静，但在一楼枕戈待命的急
救车却在宁静中透露出紧张气息。11 月 28 日上午，走
进急救中心大楼四层最东边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了海
口市 120 急救中心培训科科长付杰。
“12 月 4 日我们中心承办第六届全国急救中心急
救技能大赛，我刚刚一直在打电话忙这个。”说起大赛，
头发略见斑白的付杰显得十分高兴。他介绍，国家级
的急救技能大赛能在海口进行，充分说明全国同行对
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工作的认可，同时也能让急救知
识为更多市民所了解，有助于提高海口的急救知识普
及率。
传播急救知识，编织普通市民的生命守护网，这是
2010 年付杰来到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培训科工作以来
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
“2003 年毕业后我进入海口市人民医院工作。有
一次出车急救，我赶到现场时患者已经因为心肌梗塞
去世了，他的妻子一直在现场哭泣，手足无措。如果她
能稍微懂一点急救知识，也许就能挽救自己的爱人。”
付杰说，这件事情对他触动很大，他也萌生了向普通市
民进行急救培训的想法。
“评估现场环境，判断有无意识，指定一人呼叫
120，检查呼吸和脉搏，摆正体位，胸外按压 30 次……”
今年 4 月份以来，如果没有急事，每周六的上午付杰都
会到海口万绿园，和志愿者一起为市民进行急救知识
的义务培训。
“付杰老师上课十分严谨，动作要领讲解很细致很
到位。”曾上过万绿园
“急救微课堂”的市民高子耀说。
“严谨是必须的，因为我一旦把动作教错了，或者
没教到位，学员以后施救时就可能出错，不仅救不了
人，还会出现把肋骨按断之类的失误。”付杰表示，他也
要求急救中心培训科所有导师认真对待每次教学。
“我国目前的急救知识普及率较低，和发达国家比
相距甚远。而我们培训科正式的培训导师只有 5 名，要
更好地普及急救知识，我们就得创新形式。”为此，在付
杰及同事们的推动下，原本局限于内部的海口 120 急
救志愿服务队在 2016 年开始向社会招募志愿者。
“现在志愿者队伍已经发展到 323 人，做了 200 多
场志愿培训。”付杰表示，志愿服务队成立的初衷就是
发扬志愿服务精神，把更多急救知识带到市民身边，让
大家知道“急救”不只是 120 急救车，而是每个人需要
具备的技能。
尽管付杰把自己的工作状态描述成严谨、创新，但
是在培训科的导师卢欢看来，付杰在工作中也有温情
一面。
“前不久，我们的一位志愿者在外地的一次徒步活
动中，因客观条件没能将一位猝死的患者抢救过来，这
位志愿者的情绪很低落。付杰老师知道后，就在微信
群里发起接龙，让大家用温情话语鼓励这位志愿者，重
新树立起他对急救的信心。”卢欢滑动手机屏幕向记者
展示微信群，温情的鼓励话语后有上百人的签名。
“因为市民周末才有空，所以我们的急救培训一般
也安排在周末，这使得培训导师以及志愿者放弃了许
多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付杰认为，普及急救知识，让知
识守护生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同样需要坚持与奉
献精神。

候选医护：龚石

候选医护：李彩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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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婧

11 月 20 日，一辆献血车开进了三亚城
市理工职业学院校园。从下午 3 时到天擦
黑，陆续下课主动来献血的学生们，在车前
排起了长队。这让采血的医护团队又忙碌
又开心：充实了血库储备，不少临床患者就
有了更多应急保障。
指导填表、
检查、
抽血……在一帮忙碌采
血的年轻护士当中，一名年纪稍长的女护士
引人注意。她就是海南省血液中心三亚分
中心副主任李彩荣。
“把胳膊伸出来，不怕，阿姨扎针多年
了，不疼的啊！”察觉到眼前这名学生有些紧

张，李彩荣一边麻利地拆开抽血工具，一边
与对方轻松说笑，
“阿姨的孩子满 18 岁就来
献血，支持我的工作，你也和我的孩子一样，
谢谢你……”眼看着献血者逐渐放轻松，李
彩荣笑眯眯地与他闲聊起来。
也许是有多年儿科护理工作经验的缘
故，李彩荣身上总让人感觉到一股亲和感。
这让她总能很快和献血者熟悉起来。加之
对献血者献爱心的感激，李彩荣每次都会花
些时间与他们拉拉家常。如果得知对方有
困难，
李彩荣也经常热心肠地提供帮助。
有一次，一名年轻小伙想来卖血，被李
彩荣劝说之后转而无偿献血。但在交谈中
李彩荣得知了小伙子卖血的原因，是需要

500 元押金来保住他好不容易找到的新工
作。
“愿意无偿献血的人都有爱心，小伙子上
进，应该帮他。”收入并不高的李彩荣，当场
就拿出 500 元给他渡过难关。
凭着一腔爱心与真诚，李彩荣收获了不
少献血者的信赖。但要做好采血工作，仅有
亲和力是远远不够的。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前来三亚
旅游、休闲度假人数不断增多，临床用血量
也在逐年提升，这需要更多人加入献血队
伍。
自 2010 年负责三亚分中心的采血招募
工作以来，李彩荣就踏上了“寻找爱心血”之
路。
“每天早上 7 点半，我的手机就会收到全

龚石（左一）在查房。

本报记者 侯赛 摄

张张病情照片整理出来，制作病情档案，定
期对患儿进行回访。
“ 以后如果患儿疾病复
发，就可以把初次患病时的病情档案调出
来，采取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尤其在用药
剂量方面，就更好把握了，既让治疗有效，
又不会用药过量对患儿产生副作用。”他
说。
虽然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可龚石还是
一如既往地坚持收集整理病例。他说，自己
所做的这些，是向着一个梦想在不断迈进
——让海南皮肤病患儿不出岛！

省血库存量的提醒，只要血库储量不够，我
就坐不住。”李彩荣没用什么捷径。她只是
反复登门拜访，用医学知识来说服各个单
位负责人，不断开展无偿献血知识讲座。
“定期适量献血能够刺激骨髓造血，促
进血液的新陈代谢；降低血液黏稠度，从而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献血后大约在
半个月的时间内就可以恢复到献血前水
平。”李彩荣把这样的医学常识挂在嘴边，
传递所到之处、所遇之人。
一月月、一年年，大众对无偿献血的认
知在提升，从政府部门到企事业单位、从高
等院校到军警部队、从社区到农村……三
亚分中心的献血应急单位名单也在不断增
多。今年 1 月至 9 月，已有 138 家单位加入
了这份名单，最多的一次集体献血人数达
到 217 人。
“ 采集到的血液越多，我就感到
越安慰，患者临床缺血，我就没法心安。很
庆幸家人很支持，我才能全心投入工作，其
他的困难对我来说都不算事。”李彩荣说。
“她总是用自己的行动调动新老员工的
工作积极性。她常说，
力气是用不完的，
咱们
多干一点，患者用血就多一分保障。”常与李
彩荣搭档工作的工作人员秦瑶觉得，李彩荣
在做人、
做事方面，
都有很多值得同事学习的
地方。
此外，身为血液工作者，李彩荣也多次
挽起袖子献血，至今献血总量达到 23600 毫
升，荣获过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荣誉。
但面对大家的称赞与肯定，李彩荣却不好意
思地说：
“我做得还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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