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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贾忠英 通讯员 文春莲）
3 月 11 日下午，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召开第 43场新闻发布
会，分别介绍部分省（自治区）护理队支援
湖北抗击疫情的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
青海赴湖北护理队队员、青海省海东市互
助土族自治县中医院护理部主任羊赞措代
表青海护理队发言。

羊赞措在发布会上介绍，2月 4日凌晨，
接到紧急通知后，青海省在 7 小时内集结
25家医院的 102名人员，组成青海赴湖北护
理队赶赴武汉一线。青海护理队对口支援
洪山体育馆武昌方舱医院。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我省护理队
员在医疗救护中精心护理、细致照料，及
时给予患者心理支持，与医生一起为促进
患者康复、提高治愈率作出了积极贡献。
青海护理队在武汉一线充分展现了“敬佑

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
职业精神。同时，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提
供的医疗和生活物资以及关心与厚爱，更
加坚定了护理队打好武汉保卫战的信心
和决心。

据了解，青海护理队累计护理住院病
例 328例，其中重症病例 5例，累计出院 246
例。3 月 10 日 17 时，武汉洪山体育馆武昌
方舱医院举行休舱仪式。至此，武汉市 16
家方舱医院全部休舱。洪山体育馆武昌方
舱医院从 2月 5日 23时开始收治首批患者，
3 月 10 日 17 时休舱，共有 14 支医疗队在此
携手奋战。在武汉所有的方舱医院中，洪
山体育馆武昌方舱医院最早改造投用、最
早成立临时党委、最早有患者出院、最早开
始给予患者心理疏导、最晚休舱，实现了医
护零感染、患者零死亡、出院零回头的目
标。

35天，青海护理队累计护理328名患者

“患者需要我，我不能倒下”
青海护理队对口支援的是武汉洪山体育

馆武昌方舱医院。武昌方舱医院是首批建设
的方舱医院之一，早期医院条件有限，后勤保
障也不完善。刚刚进驻方舱医院的青海护理
队克服重重困难，队员们迅速投入到紧张的护
理工作中。

羊赞措说，刚开始，由于患者多，护理人员
工作量很大，平均每名护士要在进舱的 4小时
内完成近 30名患者的医疗护理、送饭、清理垃
圾等工作，加上穿脱防护服还需要两个小时，
进舱前，队员们都不敢喝水，有的队员穿上了
纸尿裤，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很大。穿着密不
透风的防护服工作，很多队员出现恶心、头晕
等不适，但没有一个人掉链子，队员们都抱着
一个想法“我在一线，患者需要我，我不能倒
下”。

作为护理队护理组和院感质控组的组长，
羊赞措肩上的任务更重，压力更大。“队员们来
自不同的医院，刚开始都不了解，为了降低感
染，相互之间也不见面，每天这 100 名队员的
排班怎么排合适呢？”由于出发匆忙，羊赞措没
有带电脑，只能用手机排班，每天仅给队员排
班就要两个多小时。除了完成进舱护理的任
务，出舱后，她还要完成护理质控和院感质控
的监督检查，进舱人员临时人手不足时，她第
一个顶上去。刚开始，她每晚的睡眠时间只有
三四个小时，有时候甚至熬通宵，这对于 45岁
的她来说，无论是体力还是心理，都是一项很
大的考验。

就是在这种工作压力下，青海护理队的队
员们不惧艰险，保质保量完成了护理任务。

真情实意赢得患者肯定
青海护理队刚刚开展护理工作时，很多患

者的情绪不稳定，处于焦虑状态，队员们精心
护理，细致照料，架起了护患沟通的心桥。

当青海支援湖北的物资分发到队员手中
时，队员们舍不得吃，把家乡的牛肉干、酸奶等

特产送给患者品尝，让患者感受到了浓浓的青
海情。有队员了解到，一些患者由于被隔离的
时间长，没有内衣可以更换，便将分发给自己
的内衣送给患者。

方舱医院主要收治的是新冠肺炎轻症患
者，护理队在做好专科护理的同时，加强对患
者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每天，进舱工作的
队员们手上脚下忙不停，嘴也不能闲着。

“多和患者沟通，才能了解患者的需求。”
当了解到六十多岁的张女士因为焦虑严重失
眠后，一名护理队员及时为张女士心理疏导，
并为患者做中医穴位按摩，几天后，患者的失
眠症状明显改善了。

护理队队员组织患者做广播操、跳广场
舞、练八段锦、宣肺操等，帮助患者保持良好的
心态，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青海护理队的队员们服务细心、周到、负
责任，向他们致敬！”青海护理队的队员们用质
朴的真情实意赢得了患者的肯定。

并肩战斗亲如一家
35个日夜，来自青藏高原的百人团队协同

作战，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相互之间缔
结了深厚的战友情谊。“面对困难和压力，大家
没有一句抱怨，同舟共济，共同抗疫，在并肩作
战的过程中经受住了考验。”羊赞措说。

护理队员来自青海省的 25家医院，岗位不
同、专业不同、职务不同，队员中，不仅有汉族，
还有回族、撒拉族、藏族、土族、蒙古族等少数
民族的队友，面对疫情，各民族队员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并肩战斗，亲如一家。

新闻发布会上，当记者问到“在护理团队
中，最让你们感到自豪的是什么？”羊赞措说：

“最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队员们迅速投入工
作，面对困难不退缩，吃苦耐劳，齐心协力，保
质保量完成了护理任务。特别是护理队的领
队和联络员及时协调各项工作，保障了护理队
的正常运转。”

青海护理队获得了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颁
发的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先进集体称号。“我为这样优秀的团队和队
友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羊赞措说。

土炕旁，桌子上摆放着课本。
桌子中间，是一盏老式台灯。横放
在桌面的手机屏幕上，一名老师正
在上英语课。

书桌旁，吉生祥正一边听课，一
边认真做笔记。16 岁的他，是大通
回族土族自治县朔山中学高一年
级的学生。

这是大通县向化藏族乡三角城
村的一个普通农家。

吉生祥的母亲彭世芳忙着手中
的家务。生炉子、扫地、收拾屋子，
她生怕影响儿子学习，干活时总是
小心翼翼。

八年前，吉生祥的父亲吉斌录
外出务工时，不慎伤了背，再也干
不了重活。吉斌录不能再外出打
工，家里收入明显少了。村委会雪
中送炭，招聘吉斌录为村里的护林
员。

这个家庭虽然不富裕，但生活
过得很幸福。

临 近 中 午 ，彭 世 芳 走 进 厨 房
准 备 做 饭 。 刚 上 完 网 课 的 吉 生
祥，跟着走进厨房，清洗妈妈放在
洗菜盆里的土豆，默契地开始做
午饭。

“儿子学习成绩很不错，为我们
争了光。他很少出门，做事很勤
快。”彭世芳说。

彭世芳两口子虽然大字不识，
但很重视儿子的学习。去年，吉生
祥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大通县朔山
中学。

12 时许，吉斌录巡完山回到家
吃饭，看到家里来了不少客人，一
进门就热情招呼。说起儿子，吉斌
录总是一个劲儿地笑。

自从吉生祥到县城上学后，吉
斌录每周会给儿子 20 元车费和零
花钱。

“每周他都会把剩下的 7 元钱

还给我，他的花销只用在了来回的
车费上。”吉斌录说，儿子从来不要
零花钱，从来不乱花钱。

全国上下共同抗击疫情，吉斌
录夫妇主动捐款 200 元，吉生祥也
在 学 校 捐 出 了 自 己 的 50 元 压 岁
钱。

吉斌录很少让儿子干家务和
农活，但吉生祥从不闲着，农忙季
节，他总是抢着帮父亲干活，看着
日夜操劳的母亲，他会帮忙干家
务。

“虽然我们不让他干，但他啥
都会干，还有一手好厨艺呢。”说起
能干的儿子，吉斌录笑得合不拢
嘴。

吉生祥是《西海都市报》携手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寻找的第七个

“西部好少年”。他的故事虽不惊
天动地，却特别暖心。

“我没想过要考哪所大学，也没
想过要去哪个城市读大学，但我一
定不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吉生
祥说。

我 们 也 为 每 一 名“ 西 部 好 少
年”招募“成长守护官”，成为他们
成长路上的同行者和守护者，在他
们遇到困惑或困难时提供适当的
引导和帮扶。如果您愿意，可以拨
打本报 96369 新闻热线报名。

青海护理队合影青海护理队合影。。

青海护理队交出闪亮答卷

3 月 10 日，武汉洪山体育馆武昌方舱医院休舱。青海赴湖北护理队在 35
天的奋战中，得到各方的高度肯定和认可，交出了一份闪亮的答卷。3 月 11
日，记者连线青海赴湖北护理队队员、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中医院
护理部主任羊赞措，听她讲述了护理队35天的工作。

本报记者 贾忠英
暖心少年吉生祥

本报记者 郭红霞 文/图

吉生祥在家上网课吉生祥在家上网课。。

工作中的羊赞措工作中的羊赞措。。

队员带领患者做操队员带领患者做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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