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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苑 通讯员赵润五

12 月 1 日是第 32 个“世界艾滋病日”，
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社区动员同防艾，健康中国我
行动。 11 月 30 日，桂林市副市长兰燕到市第
三人民医院感染科看望慰问在该院接受治疗的艾
滋病患者，同时也向为防治艾滋病工作辛勤贡献
的医务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

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是一个让人敬畏又心
生温暖的地方。这里就像是艾滋病感染者的一个
家。这里每天有白衣天使的微笑，他们既是艾滋
病感染者的救治者，又是这些特殊患者的保姆、
朋友、心理咨询师。他们用爱心、勇气和青春，
守护着每一位感染者，诠释了一个医务工作者的
职业内涵，也点亮了每一位感染者心中的灯。

始于初心 臻于匠心
赢得患者真心

初春的一个深夜，一阵阵警铃声打破了夜的
宁静，一辆警车载着一位女性艾滋病患者来到了
桂林市第三人民医院。车一停稳，几位身着警服
的警察便带着一位戴着手铐的艾滋病女患者来到
了感染科，原来这是一位艾滋病合并躁狂型精神
病患者。

到了病房，解开手铐，改用约束带约束后，
患者开始狂躁不安，用尽全身的力气，挣脱约束
带，疯狂地掀床褥、砸门窗、歇斯底里的喊叫，
随时都有伤人的可能。面对这样的危险，医护人
员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每天为她买来吃的、喝
的，不厌其烦地为她更换弄脏的被褥，顶着恶
臭，一遍又一遍地清理一地的大小便， 24 小时
守护在她的病房外，以防她有自伤的举动。有一
天，患者用从墙上抠下的瓷砖不停地割手腕，在
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医护人员只好紧急求助消防
部门，在消防人员的帮助下，用约束带重新将患
者束缚在床上。即便如此，医护人员没有丝毫抱
怨，每天一如既往地为她换洗、擦身、喂食、喂
药，一连 42 天，直到患者好转出院。

在患者住院的 42 天中，医护人员的每一次
走近，都有被打伤、抓伤和感染的危险，常有病
人问他们：“每天护理这样一个躁狂的艾滋病
人，怕不怕？”他们总是淡然一笑。交谈中，一
位感染科的护士吐露心声：“其实我们医护人员
也是血肉之躯，有的家中有嗷嗷待哺的孩儿，有
的家中有年迈多病需要照料的父母，能不怕么？
但是，既然选择了医疗救护事业，就有一份责任
去做，并且应该竭尽全力去做好。”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工作中，感染科的
医护人员不但对专业技术精益求精，做到因病施
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努力减轻患者的负
担，而且廉洁行医，视病人如亲人，积极为病人
排忧解难。

为了让县里来的病人能及时看上病后赶路回
家，医护人员几乎每天都加班加点，很晚才下
班；他们经常为生活困难的患者购买饭菜及生活
用品；为远道而来的患者资助检查费、路费；为
儿童患者过生日，购买新衣、玩具；经常为门诊
就诊的患者免费提供早餐；为住院患者免费赠送
奶粉和营养汤；对吸毒或对免费政策和治疗程序
不理解，对医护人员进行人身威胁的病人，他们
以德报怨，用爱心去感化病人，让病人感激不
尽。据统计，近年来，感染科医护人员共为贫困
患者捐钱捐物价值 1 万余元，减免治疗费用 10
余万元，深受病人好评。

曾经，一位 40 岁的女性艾滋病患者患病后
被其丈夫抛弃，入院时身无分文，生活不能自理，
且带着一个 3 岁的小女孩。医护人员考虑到患者
的实际困难，决定对其免费救治。经过医护人员的
精心治疗和护理，患者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病
情得到有效控制。出院时，患者激动地握住医生护
士的手说：“你们不是亲人胜
似亲人，是你们给
了我第二次
生命。”

前不久，病房收到一名“三无”艾滋病病重
患者，病人进院时灰头垢面，臭气熏天，旁人看
了惟恐避之不及。这时候，护士小赖来了，端着
大盆的温水给病人擦身，一遍又一遍；没有衣
服，她从家里拿来给病人换上；没有亲人护理，
她到食堂买饭，一口口地喂给病人吃。“放心，
有我们在，一切都会好的！”真情的话语热彻心
扉，病人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掉，半天才吐出一
句：“没想到，你们会这么好……

直面风险 默默奉献
用无畏守护生命

安静的病房里，女孩小林（化名）正平静地
躺在病床上输液。一位女护士守护在她的身边，
轻声地对她说着话，还不时给予她鼓励的拥抱。
也许是护士的话语和行动触动了小林的心弦，她
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时光回溯到半年前，小林刚刚得知自己成
为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只有 20 多岁的她无法
接受这个事实，精神几近崩溃。被送到市第三
人民医院后，她就再也联系不上她的家人。恐
惧和孤独让她狂躁不安，之后又陷入抑郁。命
运虽不公，但让小林没有想到的是，当走进三

医院感染科病房的那一刻起，她对生命有了
新的理解。在小林住院治疗期间，医生和护
士们每天除了给予她科学的治疗和悉心的护
理外，还像亲人一样给予她心灵上的关爱。
医生和护士经常像朋友一样与她谈心，慢慢
把她从阴霾中拉出来，让她重拾起了面对生
活的勇气。

这样的温暖故事在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
病房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艾滋病感染者是
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需要我们付出更多关
爱。”一位年轻的护士认真地说。

如今，艾滋病已不再是陌生的名词，但对
于不少市民而言，“闻艾色变”依旧是普遍的
反应。然而，当人们对艾滋病心怀恐惧时，那
些每天与艾滋病感染者打交道的医护人员却用
行动直接面对，用心中的无畏与大爱默默守护
着一个个脆弱的生命。

记者在市第三人民医院采访时，该院相关
负责人坦言：“我们医院的医护人员，尤其是
感染科的医护人员，他们每天比其他医院医护
人员承受着更多的辛劳与风险。”

在艾滋病房里，护士们每天都是一手推着
治疗车，一手推开病房门，热忱地问候每位患
者。“现在给你治疗，你昨晚睡得怎么样？体
温怎么样？咳嗽严重吗？肚子疼吗？”他们一
边治疗一边笑着和患者聊天。把药递到患者手
中，精心擦拭患者身体，帮患者盖好被子……
这些动作他们已重复了上万次，每次做得都很
专心很细心。

“对于这些特殊患者，护士需要救治的不仅
是他们生理上的疾病，更要消除他们心理上的
自卑，帮助他们融入社会，过上正常生活。”

桂林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士长蒋娴告
诉记者，大部分患者刚得知自己患上艾滋病
时，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有的患者情绪变得
特别暴躁，有的患者一下子就抑郁了。他们往
往最先想到的就是自杀，根本不配合治疗。但
经过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慢慢开导，有的患
者不仅病情控制得很好，而且还跟医护人员成
为了好朋友。

大医精诚 肩负责任
为艾滋病患者撑起一片“晴空”

今年 11 月 7 日至 8 日，桂林市 2019 年
艾滋病及传染病诊疗防控知识培训班成功举
办。本次培训班由市第三人民医院承办，来自
六城区及各乡镇卫生院的相关专职人员 160
余人参加了培训。本次培训班总结了艾滋病管
理及临床诊疗工作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提高我
市医务人员对艾滋病的诊疗能力和水平，对规
范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起了积极作用。

作为我市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市第三人民
医院在艾滋病的防治、宣传和科研领域都肩负
重任。

据了解，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于 2007
年底成立，如今，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感染科
已成为桂林市重点专科、医院的特色科室，对艾
滋病的诊断、治疗技术达到区内领先及国内先
进水平。科室开放床位 48 张,现有医护人员 31
名，其中 3 人是桂林市艾滋病治疗专家组成
员。科室由病房和抗病毒治疗门诊组成，是全市
成立早、规模大、诊疗规范，集医疗、科研、教学
为一体的感染性疾病科室。

该科主要收治各种艾滋病机会性感染的患
者，至今已累计收治住院患者 8000 余人次，
晚期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连年下降，危急重病
人的抢救成功率逐年上升，收治的艾滋病患者
也从桂林市扩展到了周边省市县。抗病毒治疗
门诊目前在治患者 2755 例，同时抗病毒治疗
的管理水平在全区也是名列前茅。

一片冰心，悬壶济世。由于工作出色，市第
三人民医院感染科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
体”、“全区防艾攻坚工程集体奖”、桂林市“工人
先锋号”等多项荣誉称号。

如今，随着第 32 个“世界艾滋病日”的
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理解并接纳艾
滋病感染者。而作为每天与艾滋病感染者并肩
作战的人，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从未停
止过奋斗的脚步，他们怀揣着“初心”和“希望”，
用心为艾滋病患者撑起一片“晴空”。

（本版图片由桂林市第三人民医院提供）

世界艾滋病日

关爱艾滋病患者 他们惧怕病魔 可更害怕冷漠

为“艾”守护 点亮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灯”
走近桂林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

▲为提高艾滋病诊疗整体水平，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向医务人员提供专家学习、加强合作的平台，确保我市圆
满完成第二轮艾滋病防治攻坚工程各项任务指标，11 月 1 日，市
第三人民医院成功承办 2019年艾滋病诊疗新进展培训班。

▲ 2019 年 4 月 16 日，一位
艾滋病病友为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
科全体医护人员送上锦旗表示感
谢。

▲桂林市副市长兰燕鼓励艾滋病患者要树立信心，积极配合治疗，并为他们送上牛奶等营养品。

 在
“12·1”世界
艾滋病日来临
之际，市第三人

民医院感染科对
110 余名患者进

行依从性教育，并为
每一位感染者发放食

用油、牛奶等生活用品。

为进一步优化医院、基层医疗卫
生、疾病预防控制衔接机制，加强艾滋病

防治专业队伍建设，提高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疫情
分析和整体防治水平，11 月 7 日至 8 日，市第三
人民医院成功承办 2019 年艾滋病及传染病诊疗防
控知识培训班。

为帮助
艾滋病患者减
轻思想负担，
重建面对生活
的勇气，感染
科护士们经常
与患者谈心，
并认真记录好
患者的诉求。

▲ 11 月 30 日，桂林市副市长兰燕（前排右三）到市第三人民医院慰问奋战在“防艾”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市卫健委主任蒋平华（前排
右四）、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张朝阳及市第三人民医院领导班子陪同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