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2月18日  本版编辑／唐天喜  版式／王蕾
电话：0731-82333612  E－mail:tangtx@fengone.comA06 新闻·面孔

“进到重 症 监 护室的病人，
全 部的护理工作都需要护士完
成，家属不能陪同，包括吃喝拉
撒，而且常常有许多紧急情况需
要应对。可以说一般的护士是不
愿意来这里工作的。但龙利亚却
在这里成长为长沙第一医院唯一
被选送外出进修的合同制护士，
也是第一位被选为护士长的合同
制护士。”2 月 14 日， 长沙市第
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吕爱莲如
是评价龙利亚。

 正是因为龙利亚一直以来
的默默付出和卓有成效的工作，
2013 年，龙利亚被评选为“长沙
市首届十大最美护士”。2014 年
1 月，在长沙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市妇联开展的“十大最美
女性人物”评选活动中，龙利亚
再 次 入围。在一 个多星期的网
络投票中，她排名第 8，获得了

15.68 万多张票。
对此，龙利亚在表示感谢网

友的同时，并没有沾沾自喜。对
于最后能否当选为“十大最美女
性人物”，龙利亚并不在乎，她
说：“我常常觉得，我只不过做
了我作为护士这个职业最普通的
工作，但医院和社会却给了我这
么大的荣誉和肯定。我会告诉儿
子，希望他能记住爱，将爱继续
传递下去。”

她在艾滋病收治中心步步惊心那三年
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章清清

有人说，艾滋病人就像坐在高速通往死亡的列车上，这列车
还会不断停靠站，还会不断有人上来……而从事艾滋病工作的护
理人员就是列车上的乘务员，随时与死亡共舞。

在远离闹市的长沙市捞刀河镇就有一辆这样的“列车”，它是
一座不起眼的建筑，名为长沙市第一医院分院（又称长沙市第一
医院北院），这里有着目前长沙唯一的艾滋病收治中心。38 岁的
龙利亚在这当了三年护士长。继 2013 年被评为“长沙市首届十
大最美护士”后，2014 年 1 月，龙利亚又入围长沙市“十大最
美女性人物”。

2 月 14 日，龙利亚在长沙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聊起这三年里，
她和同事们见证生死，也历经生死的非凡经历。

艾滋病患者故意刁难
龙利亚 2011 年 1 月从长沙市

第一医院重症监护室调到位于长
沙捞刀河的第一医院分院的艾滋病
区担任护士长时，刚刚接受完乳腺
癌放化疗的治疗。

而艾滋病区，当时包括龙利亚
一共也只有 13 名护理人员，且大
都是“80 后”。

在踏进这个有着 70 多个艾滋
病住院病人，最高峰时有 1000 多
个建档的门诊病人的特殊病区时，
护士长龙利亚知道，前所未有的压
力和挑战已摆在了面前。

“我在艾滋病区担任护士长两
三年，刚来上班，就被一个病人刁
难了。”2 月 14 日，龙利亚向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回忆，那时，她化疗
的副作用还没完全消失，因此在接
触病人时，有时候会控制不住有恶
心呕吐的表现。2011 年 2 月中旬，
一名叫秦刚（化名）的 30 多岁的
男子住院进来，龙利亚在为他做护
理时忍不住呕吐了，不明真相的秦
刚误以为她是嫌弃自己。

艾滋病人本身心理承受力就比
较敏感和脆弱，特别害怕被歧视。
因此，秦刚从此就和龙利亚“杠上
了”。

“他经常故意丢很多脏东西在
床上，把病房弄得很脏。有一次，
还把大便解在洗手池里，这些都
要我来解决。做治疗时，他点名要

我做静脉穿刺。而且，做的时候故
意手抖一下，无形间增加了我职业
暴露的风险。当时我身体也不好，
可以说是步步惊心啊！”龙利亚向
记者讲述当年那一幕，如今已言语
轻松，但透过她无意间低头微蹙一
下的眉头仍可看出当年她承受的压
力。

长沙市第一医院北院（即第一
医院分院）艾滋病专科主治医生刘
意心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龙
利亚和同事都给这个男子做过很多
解释工作，但他都不信，直到有一
天龙利亚坚持工作晕倒在病房，这
个患者才感到了愧疚，从此不再刁
难龙利亚。

临时充当“心理医生”
每天和艾滋病人相处，面临的

复杂、危险情况可想而知。
“晚上，有些因为吸毒而患上

艾滋病的病人，如果毒瘾发作的
话，会守在我们的值班室门口要打
杜冷丁。因此，我们在这里上班，
一刻都不能放松。”龙利亚说，“有
时候碰到特殊患者，还要充当各种
角色。”

2011 年 11 月的一天，艾滋病
区有一位女性患者被正式确诊为
艾滋病。“我记得那个患者 50 多岁，
刚开始来还好好的，知道自己被确
诊为艾滋病后，她好像突然就神经
错乱了一样，疯狂砸烂东西，又胡
言乱语，不让人接近。”龙利亚说。

 龙利亚跟同事只好把这个女
患者暂时单独关在一个病房里。每
天和同事们轮流站在门口的玻璃窗
口外和她聊天，开导她，充当她的

“心理医生”，“她常常冷不防朝我

艾滋病区里的那些孩子
在龙利亚看来，照顾这些艾

滋病区里的患者固然有难度，可最
让她感到心痛的则是艾滋病区里
的那些特殊的孩子。

“有个小男孩，才七八岁，却
也是个艾滋病患者，父母都已经先
后去世了。被家里人带到这里后，
他的亲属趁医护人员不注意偷偷溜
走了，把孩子留在这里，两个月的
时间里，一直是我们在照顾着他，
没过多久，他的病情就恶化了，瘦
得不成样子，连活动能力都没有了。
走的时候，那个小手特别的冰凉。”
说到这里，龙利亚低下头深深叹了
口气。

在这个病区里，还有一个 3 岁

的女孩，曾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
当时，一对夫妻都已经是艾滋病晚
期，来到病区没多久夫妻俩就双双
过世了，留下年仅 3 岁的女儿。所幸，
小女孩并没有被感染。刚开始，护
士们给小女孩家属打电话，希望他
们能把孩子带回家，可家属们却再
也没有出现过。

长沙市第一医院北院二病室
艾滋病科主管护士周玲玲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 ：“最后，小女孩就
把病室当成了家。龙护士长有个 3
岁的儿子正好和她同岁，所以龙护
士长常常就把儿子的衣服玩具都
带过来给小女孩用，还每天给她喂
饭、洗澡。我们都说龙护士长又多

了个女儿，而这个小女孩也真的把
龙利亚当成了妈妈一样，别人给她
喂饭她都不吃。”

龙利亚说 ：“那对夫妻临终前，
孩子父亲可能料到了家人不会来管
女儿，所以就委托我照顾她。说实
话，我心里也很难受的，因为我的
儿子也没有爸爸了，而这个孩子的
命运更悲惨，所以我就希望能尽我
所能地好好照料她，完成她父母的
心愿。”这个小女孩在病室里住了
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找到一家合适
的收养家庭后才离开病区。“走的
时候，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了，龙护
士长还哭了！” 周玲玲说。

很多护士不敢告诉父母在这上班
龙利亚带领 13 人的护士队

伍，在时刻面临职业暴露风险的
艾滋病区工作了两三年，这期间
有不少同事因承受不了工作压力
而离开，龙利亚在自己身患乳腺
癌的情况下却一直坚守在工作岗
位上，直到因为工作需要被调离。

龙利亚说，自己能理解那些
离开女孩们的选择 ：“在这里工
作，我们很多同事连父母都不敢
告诉，甚至谈男友找对象都困难。
我已经结婚生小孩了，还有什么
理由不留下？”

今年 38 岁的龙利亚看上去
是个瘦小的女子，一头利落的短
发，说话时脸上总挂着和善的微
笑。但是翻开龙利亚的履历，却
不禁要对这个女子刮目相看。

在龙利亚来艾滋病区担任护
士长的前一年，也就是 2010 年
底，她的丈夫刚刚因为白血病去
世。“当时我丈夫正在治疗白血
病，后来我又被查出得了乳腺
癌，他知道这个消息后，没几天
就去世了，他是受不了这个打击
……”时隔多年，如今一提起丈
夫，龙利亚的眼角仍然泛起了泪
水。

实际上，龙利亚 2000 年进
入长沙市第一医院工作后，在护
理工作最苦最累的重症监护室曾
一呆就是 10 年，而每次出现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龙利亚总是被
抽调到了最前线。

2009 年上半年，甲流爆发，

长沙市第一医院组建了全市唯一
甲流病房，龙利亚因为在重症监
护室临床护理经验丰富，因此被
抽调到甲流病房工作，一呆就是
二十多天。当时，他的丈夫已到
了白血病晚期。

龙利亚同事、护士谢建平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当时，
我们大家都很恐惧，不知道是个
什么状态，其实根据她家里的情
况，她完全可以不去的，但她作
为护士长能和我们一起站在前
线，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
的鼓舞。”

甲流刚刚偃旗息鼓，手足口
病又开始肆虐。这是一种在 3 岁
以下儿童中传染性很高的流行性
疾病，一旦耽误治疗，则危及生
命。

龙利亚再次义无反顾地站在
了工作的最前线。彼时，她的丈
夫刚刚过世，她自己刚接受完乳
腺癌的放化疗的治疗，家里还有
一个 3 岁儿子，所有的伤痛来不
及咽下，甚至还要冒着会把病毒
带回传染给儿子的风险，很多人
都不理解龙利亚为了什么要这么
拼。

“我是觉得吧，在我丈夫生
病去世、以及我自己生病的时候，
医院的同事和领导给了我最大的
支持和鼓舞，没有他们我也许都
走不出这样的打击，当医院需要
我的时候，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出
现在那里呢？”龙利亚说。

被评“长沙最美护士”

们吐唾液，没办法，我们只能全副
武装。”

有一天，这个病人突然从病房
里消失了。“她趁我们不注意砸坏了
一扇窗户翻窗出去了。当时已是晚
上 11 点多了，我只好一边向上面汇
报，一边紧急组织手下护士到附近

去找。我们两个一组，打着手电筒
搜寻了很多地方，最后是在捞刀河
附近的河边发现了她。”

后来，龙利亚和护士们仍然坚
持和这名患者隔窗交流，鼓励她吃
下抗抑郁的药，这名患者的情况才
慢慢有所好转。

龙利亚细心地给病人输氧。

每天清早，龙利亚都要仔细检查给病人配的药。

专访“长沙最美女护士”龙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