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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人民医院门诊换药室护士刘花菊：

护理伤口暖人心

■ 本报记者 郭畅

李春芳是临高县文澜江卫生院计免科
的一名工作人员，4年多来，她没有轰轰烈
烈的感人事迹，但她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
业业，用朴实无华的行动绽放白衣天使的
光辉。

计生工作，防重于治。在计免工作中，李
春芳始终把“一切为了群众的健康”作为理想
信念。

“计免工作应该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
来，用知识武装自己。我努力钻研计免防
疫知识，积极参加各个学术交流会、新课题
研讨会和免疫业务培训会，不断提高自身
的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努力让自己成为
一个业务熟练、医德高尚的医务工作者。”
李春芳说。

在临高县文澜江辖区，李春芳深知当地儿
童数量不断增多，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辖区
内各村对计划免疫工作还不够重视，普及度不
高，但她也深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李春芳常年在辖区各村委会办公楼前的
健康宣传栏处张贴疫苗接种知识，在流行病毒
的高发期，她还在辖区内学校开展卫生知识讲
座，发放疫苗接种宣传单，向家家户户传播健
康信息。

“特别是给辖区内的每个计划免疫对象填
表建卡，让电子信息数据标准化，这是一项十
分细致但非常重要的工作，它需要不断更新，
有时候联系不上接种对象，我就会根据建卡资
料保存的通信信息，上门了解情况，做好工作，
从不会敷衍了事。”李春芳说，把工作做细，才
能确保接种时不慌不乱，保证人、证、电子信息
管理系统100%相符。2021年度，该辖区内免
疫规划疫苗接种 20035 人次，接种率达
99.4%，合格率实现100%。

自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李春芳努
力做好接种点上的各项管理工作。“务必要做
好‘三查七对一验证’，严格按照规范做好安全

接种，遇到什么问题及时联系我。”这是李春芳
口中常念叨的话。

面对群众接种需求量和接种工作压力增
大，李春芳和同事们以满负荷的状态全力推进
接种工作，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截至2022年1月15日，文澜
江辖区顺利接种新冠疫苗65912剂次，覆盖了
辖区内4万多人。

“我的日常工作是极其平凡的，但我感到
非常充实快乐，能够为辖区群众撑起健康保
护伞，做好本职工作，就是一名好医护。”李春
芳说。

（本报临城3月31日电）

昌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控制科科长吉金花：

17年扎根防艾抗艾一线

临高文澜江卫生院计免科李春芳：

撑起群众健康保护伞

海口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

迎难而上的接种冲锋队

主办单位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承办单位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海南第一成美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阿公，您回去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和按时
作息，戴好头帽保护好伤口，来换药的时候要
让儿女护送……”3月30日上午，在陵水黎族
自治县人民医院门诊换药室里，护士刘花菊正
在给一位87岁患有糖尿病及高血压、头部伤
口感染的患者处理伤口，并向患者和家属交代
注意事项。

动作轻柔，快言快语，是她给人的第一
印象。

作为一名伤口造口失禁护理专科护士，刘
花菊自2018年以来负责该院门诊换药室工作，
创伤、皮肤炎症、烫伤、术后伤口愈合不良的病人
都会来此换药及处理伤口，同时也会有骨折病
人来进行石膏、夹板固定后的重新调整包扎等。

“别看只是一个局部的伤口，这可是项‘技
术活’，操作好了能促进愈合，处理不当很可能
影响全身。”在平时的换药中，无论伤口大小
轻重，刘花菊都认真对待。在她看来，换药就
是做好医生的后续工作，做好伤口处理，根据
伤口合理使用敷料，让患者恢复得更好更快。

在所有伤口中，换药难度较大的往往是慢
性伤口，它们大多都“面目狰狞”，久不愈合的
创面上交杂着新生肉芽、坏死组织、腐肉以及
分泌物等，让患者饱受折磨。

处理这种情况复杂的伤口是个“大工程”，
取出镊子、引流条、棉球、纱布等器械，刘花菊
聚精会神地对伤口进行仔细彻底的清创，有时
整个过程甚至要用上四五十分钟。经常处理
完一位患者，她已经是满头大汗。

与此同时，小小的换药室工作量也很大，

每天来换药的病人几乎是源源不断。刘花菊
告诉记者，自己每周当值五天，最多的时候一
天为40多位患者进行换药和伤口处理。长时
间的站立俯腰姿势和手部操作，让她回到家后
拿起筷子都有些手抖。

“随着繁忙的工作节奏，我说话也变急
了。”工作中，刘花菊仿佛有着操不完的心，把
每一位前来换药的患者都当成亲人，热心亲切
地“唠叨”着伤口的注意事项，为的就是让伤口
能够更快愈合。

细心娴熟的操作技术，耐心的伤口护理指
导，备受许多患者和家属好评。2018年 10
月，换药室收治了一名乳腺癌术后伤口感染患
者，伤口皮瓣坏死，经过输液及换药治疗一个
多月，伤口依旧无法愈合。

在刘花菊的护理治疗下，该患者34天进
行十次伤口换药后成功痊愈，并特意为刘花菊
写来一封感谢信。如今，换药室的墙面上挂着
多面患者送给刘花菊的锦旗，每次收到患者的
感谢，刘花菊的心中都涌上一股暖流。

在担任门诊换药室负责人的同时，刘花菊
还负责全院压疮监控工作。她利用下班时间
下病房协助医师处理压力性损伤伤口，指导病
区护士护理压疮患者，帮助患者减轻痛苦，促
进康复，极大地提高了护理服务质量。

一位瘫痪患者长期卧床不起，导致全身多
处压力性损伤。在她悉心护理下，指导患者家
属协助进行功能锻炼，同时带动科室护理姐妹
勤于给病人翻身。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患者在
出院前坐了起来。“能够看着患者早日康复，再
苦再累也值得。”刘花菊笑着说。

（本报椰林3月31日电）

自2014年以来，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成功举办了六届海南“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活

动通过广泛宣传，让身边好医护的事迹与故事走进千家万户，掀

起全社会对医护人员的学习热潮，进一步激发广大医疗卫生工作

者和各界投身自贸港建设的行动自觉和热忱，有力促进全省卫生

健康系统行风建设。

第七届《百姓身边好医护——寻找健康卫士》大型公益活动

于2022年3月23日正式启动，40余名好医护候选人的报道将陆

续呈现。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将以全媒体报道方式，介绍我省医护

人员的典型事迹和故事，弘扬他们勇于奉献、敢于担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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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珂 实习生 王菲

许多人对艾滋病避之唯恐不及，社会的恐
惧和歧视也成为艾滋病患者痛苦的来源。但
是，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每天和艾滋病患者打
交道，手机24小时为病人开机，九成通话时间
都留给了病人，他们扎根在抗“艾”一线，用爱
心、耐心、责任心温暖患者。

吉金花，昌江黎族自治县疾控中心传染病
控制科科长，就是这些艾滋病医护人员中的一
员。

2005年起，吉金花开始接手重大传染疾
病的防治与宣传工作。对艾滋病高危人群进
行一对一的宣传，做好艾滋病防治知识的科普
工作。

“一开始开展工作是很难的。”吉金花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许多高危人群并不愿意配合，
也不愿意向别人诉说自己内心最真实的一面，
想要建立信任，就要用真心与他们做朋友。“我
每次在外面碰到他们，都会跟他们打招呼，把
他们当我的弟弟妹妹一样。”

吉金花每次都会面对面为患者做心理疏
导。“看不到他们的表情，你都不知道他们的内
心想法。”她告诉记者，艾滋病患者往往在刚确
诊时内心是非常崩溃和敏感的，如果他们需
要，她就会找一些“借口”上门为患者提供帮
助。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患者的隐私，减轻他

们心理上的伤害。
在吉金花看来，对

患者进行救治的第一
步，是保护。保护他们
的隐私不被侵犯，保
护他们脆弱的心灵不
再承受大的负担。如
今，在每次的防治宣
传工作中，她都希望
大家能够正视艾滋
病，减少一些偏见和
歧视。

2020 年 1 月 22
日，昌江报告第1例新
冠肺炎疑似病例。标本
采集、消杀，病例流调……
作为传染病控制科科长，吉
金花第一时间参与到抗疫工
作当中。

“有时候想想虽然辛苦，但
有苦也有乐。”吉金花告诉记者，
每当昔日患者发短信给她说自己
身体越来越健壮，每当看到接受治疗
的病人再度绽开微笑，便觉得自己的付
出是值得的，“希望更多患者不被孤立
和歧视。”

（本报石碌3月31日电）

■ 本报记者 唐咪咪

“打针时没有很
痛，护士姐姐让我回去
多休息。”近日，在海
口市妇幼保健院儿童
保健科，来自华中师
大海南附中学生小雅
接种完成 HPV 疫苗
第一针后，护士们正在
嘱咐她接种后的注意
事项，并记录好第二针
接种的间隔时间。

今年，为海南适龄女
生进行免费 HPV 疫苗接

种，被列为省委、省政府为民
办实事项目之一。目前，海口

已陆续展开接种工作。预约登
记、接种留观、后续跟进……海口

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作为其中
一个固定接种点，正在有条不紊推进接

种工作。
该项工作顺利运转的背后，离不开该科室

51名医护人员，在将近一年时间的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中锤炼出专业的扎实和反应能力。

从2021年3月开始，该科室主动承担起
医院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此前，科室主要负
责儿童保健和儿童疫苗接种。

新冠疫苗怎么打？临危受命之下，专业培
训刻不容缓。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
主任邢增才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科室全体医护
人员需分别接受国家级、省级两个层面的培
训，每日课程结束后，大家会聚在一起分享笔
记，交流心得体验。“时间紧任务重，每个人都
憋着一股劲，不仅要完成它，还要干得漂亮。”
邢增才说道。

迎着这股迎难而上的劲头，在完成医院固
定接种点的工作之外，科室还承担了高校、社

区、机关、小学等外派移动接种任务。
科室护士长符丽英记得很清楚，4月份

接到任务，要前往桂林洋大学城为在校生接
种新冠疫苗。彼时的海口酷热难耐，部分接
种点设在体育馆内没有空调，身着全套防护
服的她们，一个小时不到就仿佛蒸桑拿一般，
又热又湿。

“中午吃完饭后，我们就抓紧时间在座位
上眯一会。”符丽英回忆道，那段时间每天早上
8时开打，晚上8时接种结束，“但大家没有丝
毫怨言”。

数据统计显示，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
健科为桂林洋4所高校共计接种新冠疫苗
72360人次，单日接种量最高达到4450人次。

实际上，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涉及多个流
程，前前后后还包括许多人们看不见的工作，
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邢增才回忆起一次紧急任务。“当时已经
晚上7点多了，临时通知我们前往海口美兰机
场进行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所有前期工作要在
第二天早上6时前全部结束。”

接到通知后，该科室联合医院其他部门
立即动身前往机场布点。“电脑什么时候能
运来？网线怎么拉？系统安装调试完成没
有？这些都是考验细节的工作。场地规划
必须做好，才能保证后续接种不出状况。”邢
增才说道。

第二天接种工作完成后，科室还要留下医
护人员，核对并上报当天的接种数据。一来二
去，又是几个小时的工作。

有一次，符丽英和另一名护士冯英忙到了
次日凌晨3时，结束后只能草草赶往附近的宾
馆短暂休息，6时又准时出现在接种点。

2021年，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
共计接种新冠疫苗150336针次，交上了出色
答卷，也锤炼出一支冲锋在前、迎难而上的疫
苗接种队伍。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

核心提示

李春芳在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吉金花（右）到患者家中做心理疏导。 受访者供图

海口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护士为学生接种疫苗。 受访者供图

刘花菊为患者处理伤口。 本报记者 王迎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