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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下午，省妇女儿童医
学中心急诊输液大厅输液台上，
一个约2岁的患儿哭闹挣扎不
止。

“医生，事先跟你说，我孩子
血管不好找！”家长焦心又顾虑
地“叮嘱”眼前魁梧的白衣男医
务人员。“家长按住孩子！”说时
迟那时快，男子已经将输液针头
迅速扎进了患儿纤细的血管，一
次命中！

“太厉害了！谢谢医生！谢
谢医生！”上一秒还充满不安的
家长，此时只剩下连声的道谢。

这位被家长喊成“医生”的
人，是门急诊科的男护士王肖。
被错认，已经是王肖工作12年间
习以为常的事情了。

今年 35岁的王肖，当初选
择学习护理专业，是受身为助产
士的姐姐的影响。2008年，他
成为海南省人民医院第一批录
用的男护士之一，被分到急诊科
工作。

“当时科里只有两个男护
士，遇到一些醉酒患者、重症患
者，男护士需要冲在前面，担负
起背病人、搬运病人、帮病人翻
身、做心肺复苏按压等重体力的
工作。”王肖说，在急诊科，有很多
女患者拒绝男护士护理，还有一
些患儿的家长总觉得男护士打针
不知轻重，提出换女护士来。

“你说委屈吗？其实也不觉
得，我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好
了。”王肖说，抱着这样的心态，
自己专注工作，慢慢练就了娴熟
的护理技术，尤其是打针的手
法，又快又稳，这让他渐渐赢得
了患者和家属的信任，“有些家
长觉得我打针准，每次带孩子来
的时候，都会主动喊我去打，挺
有成就感的。”

2月19日，王肖作为海南第
六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成员，
在武汉市肺科医院照顾新冠肺
炎重症患者。“最长时间需要穿
防护服在重症病房工作6个小
时，虽然辛苦，但我适应得很快，
看到患者病情好转就是我最高
兴的事情，每到这个时候，我就
觉得自己选择这份职业没错。”

耐心和细心，是护理人员必
须具备的素质。王肖坦言，这份
职业也改变了自己的性格。“其
实我以前脾气有点暴躁，但从
事护理工作这么多年，我越来
越淡定了，遇到患者冲我发脾
气，我也都习惯了，我相信慢慢
说，好好解释，总能解决问题
的。”他说。

海南日报记者对王肖的采
访是在医院一间空诊室进行
的。每当有患者敲门询问，王肖
总是习惯性从椅子上“弹”起来，
立即去处理患者的事情，采访的
过程被这样打断了四五次，“嘿
嘿，不好意思啊，要先解决患者
的问题。”

这次抗疫期间，让王肖这个
“85后”欣慰的是，他看到了许多
年轻男护士的身影。“护理队伍
需要男护士这份力量，我特别想
和未来要从事这份职业的男孩
们说，入了这一行，不要忘了我
们的初心，保持对职业的热爱，
为患者提供帮助。”王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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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护士，人们脑海中首先
会浮现出头戴护士帽、温婉亲切的
女性形象。而开创了现代护理事
业的英国女护士弗罗伦斯·南丁格
尔，更是让“南丁格尔”“提灯天
使”，成为女护士以及护士精神的
代名词。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护士队伍
里男性面孔越来越多。在面对男
护士时，不熟悉的患者难免会产生
不适应与顾虑。

“你打针会不会很疼？”“我不
想让男护士护理！能不能换成女
护士？”……

其实，男护士们体力好、抗压
性强，能如壮士扛起重活、累活，也
能如天使给患儿“温柔一针”。这
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海南援鄂医
疗队中，就有46名男护士奔赴抗
疫前线，表现出了男儿的勇武和
“白衣天使”的担当。

目前全国在职男护士已超过
10万人。在我省，从2004年首次
招聘男护士以来，全省现已有男护
士350人。在5月12日“国际护士
节”到来之际，海南日报记者走近3
名“男丁格尔”，看看男护士们，是
如何用实力与“铁汉柔情”为自己
正名的？

2月22日，海南援鄂医疗队“90
后”队员、省中医院手术室护士陈锦
王因大脑动脉瘤破裂出血，在武汉
当地入院接受紧急手术。他的病情
牵动了众多海南“家人”的心。

如今，病情平稳后的陈锦王已
经结束任务返回海南岗位。经此一
疫，且经历生死，他说自己更加热爱
护士这份职业。

1992年出生的陈锦王，从事护
士工作已经10年了。因为家人从
事医疗行业，他也选择报考护理专
业。“那时候学校里护理专业一届12
个班那么多学生，总共只有7个男
生！”陈锦王说，更“稀罕”的是他毕
业后进入海南省中医院，成了医院
里招收的第一名男护士。

“进医院工作后，护理部的领导
和科室里的护士姐姐们都特别照顾
我。”陈锦王笑着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由于男护士在体力上相对有优
势，重活累活都能扛，他所到的科室
都把他当“宝贝”一样。

10年后，凭借过硬的技术和对
操作流程的熟悉，陈锦王已经是省
中医院手术室腹腔镜组的组长。

陈锦王也有着男生爱钻研器械
的天性，所以他对腹腔镜等器材特
别熟悉，一些器械方面的小问题，
他自己都能动手搞定。“叫陈锦王
来看一下！”省中医院手术室护士
长冯秋颜说，陈锦王动手能力强，
日常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都喜欢喊
他来解决。

2月4日凌晨，一条信息把陈锦
王的睡意打消了——海南正在组建
援助湖北护理专业医疗队，准备于
当天下午赴鄂支援。

“我是护士，而且是一名男护
士，武汉肯定有很多需要我们出力
的地方！”陈锦王没有片刻犹豫就报
了名。

当天下午，陈锦王就随同医疗
队赶赴武汉，2月 5日深夜接受培
训，成为第一批进入武汉市江汉方
舱医院工作的援鄂医务人员。

当时，方舱医院刚刚投用，护士
们要身兼多职，除了输液、发药、测
量体温、采集咽拭子等护理工作
外，还要兼任后勤人员，帮患者搬
行李等。

陈锦王是医疗队里为数不多的
男护士，遇到一些重活、累活，他总
是第一个冲上前。一晚上下来，光
是帮患者拎行李、送病情资料，他就
要在接收点和病区之间、在医院门
口和各个病床之间来回奔波数十
趟。每到饭点，陈锦王都会主动承
担起给患者运送和分发饭菜的任
务。为确保送到患者手中的饭菜依
然是热腾的，他穿着闷热的防护服，
总是步履匆匆，仿佛不知疲惫。为
此，有些患者亲切地称呼他为“小铁
人”。

“我永远记得到武汉后的那天，
路上空无一人，看着心酸。我也永
远记得，在方舱医院每一个带着笑
容出院的病人。那时我有一种说不
出的骄傲感。”陈锦王说。

2月6日，一张发白起皱的“战
疫之手”的照片，被海南日报刊登
后，又被各大媒体转载。这双手的
主人，是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
士叶长江。

疫情暴发初期，他主动申请到
抗疫一线工作，在省传染病医院的
负压病房护理重症的新冠肺炎患
者。“最难克服的是穿着防护服的
闷热感觉！”叶长江要给病人上血
滤机，需要在不同的病房穿梭，穿
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这样来回小
跑着，经常会有心慌、想吐的感
觉。而照片中的这双手，就是在他
穿戴密不透风的防护装备、经过连
续5个小时高强度的工作后，被汗
水泡到褪了色、走了样。

在负压病房坚持工作了17天
后，叶长江被轮换下来隔离休整，
但这个25岁的年轻人也没闲着，

“那时候看到网络上有一些抗疫的
歌曲，感触很深，自己也想试试改
编一首。”

“你就是那道光，会穿越黑暗，
身先士卒坚定守护，你我平安，哪
怕要逆着光……”叶长江曾经是学
校的乐队主唱，隔离期间有了更多
时间，他就改编歌曲《你的答案》，
随后又组织科室里的同事们分别
演唱录制，剪辑成合唱版本，没想
到被媒体关注后爆红网络，受到了
网友的广泛关注。

5月6日，海南日报记者在省人民
医院见到叶长江时，他穿着黑色工装
裤、黑色宽松T恤、一双滑板鞋，酷帅十
足，很难让人把他和男护士联系到一
起。在工作之余，他喜欢用一些有趣
的方式，展示自己的职业和生活。“或
许我们唱得并不是很专业，但也想通
过这种方式，将海南抗疫医护们的心
声和故事告诉更多人。”提起自己意外

“走红出圈”，叶长江笑着说，他会继续
用自己热爱的、年轻人喜欢的方式，
让大家更了解医护人员。

和王肖、陈锦王不同，叶长江
2017年参加工作时，科室里已经有
八九名男护士了，所以他从没有觉
得“孤单”。

“随着社会和人们认知的进步，
男护士已经被更多病患接受和认
可。”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手术
室护士、海南省男护士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应尧认为，男护士们在
急危重症的岗位上有着更强的抗压
能力，在临床的工作中也能迸发出
更多创造性的思维，“未来希望男护
士的工作能得到更多人的理解，他
们也可以提供无差别的护理服务。”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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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护士和统
计学家。在克里米
亚战争爆发期间，
她主动申请担任战
地护士，为降低伤
员死亡率做出杰出
贡献，后又开办世
界上第一所正规的
护士学校，是现代
护理事业和现代护
理教育的奠基人。
由于南丁格尔的努
力，护士的身份成
为崇高的象征，“南
丁格尔”也成为护
士精神的代名词。

“5·12”国际护士节
设立在南丁格尔的
生日这一天，就是
为了纪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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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门急诊科护士

王肖——
凭实力“圈粉”

海南省中医院
手术室护士

陈锦王——
方舱医院“小铁人”

海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护士

叶长江——
改编歌曲意外“出圈”

·延伸

扫一扫看视频
男护士有多难

“你会不会打针？”
“你打针会不会很疼？”

作为一名男护士
不时会遇到这样的质疑

他们到底有多难
这出情景剧

演出了他们的心声

扫一扫看视频
医护版《你的答案》

逆着风奔赴江城
勇敢地向前走
白衣天使的光

会越过黑暗
战胜疫情打破恐惧……

这首火爆网络的
医护版《你的答案》
由海南一位男护士

改编演唱
来听一听
它有多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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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长江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韦茂金 摄

王肖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陈锦王（受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