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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日，李桂林通
常会在 7：20 到达科室，开
始一天忙碌紧张的工作。
但按时上下班并非他工作
的全部内容。

“ICU 工作性质比较特
殊，如果有突发情况的话，
需要我在 10分钟之内从家
里赶到科室。”李桂林说道，

“有时凌晨4点钟也会有急
救电话，在半睡半醒中要迅
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快速
出发抢救。”

这种“不同寻常”的工

作 节 奏 也 得 到 了 他 妻 子
的体谅 ，“ 我的爱人也是
我们医院的护士，对我的
工 作 情 况 是 比 较 了 解 和
支持的”。

“她经常叮嘱我，要注
意安全。她关注的不仅仅
是我自己的安全，也叮嘱我
要注意患者的安全。”李桂
林说道：“我们俩不在一个
科室，接触的东西有所不
同，但我们常常能够相互
交流指正，有说不完的共
同话题。”

初见李桂林，他穿着整洁的
护士服，头发细细地藏进护士帽
中，光亮的眼镜后是一双坚毅的
眼睛，厚实的大手给人一种莫名
的安全感。

“我从业第一天就在 ICU，
到今天已经九年多了。”李桂林
说道。

第一天来到 ICU，李桂林接
到的任务就让他印象深刻。“当
时有一名小女孩，只有 9 岁，因
意外头部被撞抢救无效，基本确
定死亡，我的导师也很难过，跟
我说‘你去陪着那名小姑娘吧，
看一下她是什么时候走的’。我
当时什么都做不了，我不喜欢这

种帮不上忙的感觉。”李桂林哽
咽道：“我直到今天都还在想，
如果我当时有很高的水平，能
不能帮助医生一起挽救那名姑
娘，如果当时有先进的仪器她
会不会还能站起来，去读书去
玩耍。”

“这种对‘无力感’的厌恶鞭
策着我每天都要进步一点。”李
桂林只要有空就会对病患资料进
行复盘，并查阅了解相关文献。
如今，他已经可以为患者做很多
事情，甚至可以对医生的治疗方
案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会去尽量
改善患者的预后，延续患者的生
命，陪他度过最艰难的时光。”

“我不想再有那种无力感”A
据了解，南方医科大学附

属第三医院重症监护医学科
目前有 13 张床位，配有 20 余
名 护 士 ，护 士 比 例 远 比 普 通
病房要多。

“相比普通病房，ICU 护士
的工作要更繁琐，使用到的医疗
器械要更多些。”李桂林介绍。
以 ECMO（体 外 人 工 膜 肺）为
例，大部分病房并不会配备和经
常使用，但在与“死神”搏斗的
ICU，使用ECMO是常态。

“我们科室曾接诊过患者小
妮（化名），由于爆发性心肌炎导
致病毒侵袭心脏，她心脏停搏进
入濒死状态 140 多个小时。”李

桂林说道，“我们使用ECMO设
备将她的血排出体外，进行处理
后再重新灌注入她体内——也
就是说即使她的心脏不跳，我们
也可以在体外为她搭建‘机器心
脏’，让心肺得以休息，获得宝贵
的自愈时间。”

小妮经过 140 多个小时的
抢救，终于恢复了心跳。在看到
检测设备上小妮心脏跃动的曲
线，李桂林喜极而泣：“我们的工
作就是这样，走向黑暗，迎接黎
明。我们就是与患者一起并肩
对抗死亡的人，能感觉到自己为
患者做了一些事情，被患者信
任、被患者需要，真的太好了。”

“ICU 患者里有 1/3 需
要进行心理辅导。”李桂林
介绍，有很多患者在入住
ICU后病情已经非常严重，
不少肿瘤患者、慢性病患
者都会觉得死亡对他们来
讲是一种解脱，对治疗比较
抗拒。

“我们会鼓励患者家属
录制一些视频，给患者送来
他平常喜欢的东西，唤起患
者的求生欲。”李桂林介绍
道，“我们要像哄小孩子一
样去哄患者，去鼓励他，向
他介绍治疗的进程，让他信
任我们的治疗方案。”

据介绍，曾有一位小伙
子曾由于肝功能、肾功能受
损 ，造成了高血脂 ，进入
ICU 时血管已经大面积栓
塞。“他刚进 ICU 时备受煎
熬，非常抗拒治疗，但是在
我们耐心开导和护理下，他
开始信任我们，并配合治
疗，最终脱离生命危险顺利

出院。”李桂林笑道：“过了
一段时间后他又发生了一
些其他的情况需要再次住
院，一进我们科室就说‘兄
弟姐妹们对不起，我又回来
了 ’，整个人都乐观了很
多。”

据了解，在 ICU常有患
者家属担心家人的安全，不
理解医护人员的救治程序，
对医护人员抱有极大的抵
触心理。“曾有患者的家属
对我们整个救治过程意见
很大，我们也很委屈。可是
患者醒来之后跟家人说的
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怪医
生，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
他们尽力了。’”

“听到这话之后就觉得
很感动，直接流眼泪了，这
个患者的理解给了我很大
的信心，促使我愿意去承担
这一份工作，我的工作对他
们来讲真的是有意义的。”
李桂林说道。

“患者的理解给了我很大的信心”C

妻子是工作中最好的“战友”D

据新华社电 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日前联合发布通知称，为切实维护好计划
生育家庭合法权益，决定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扶
助标准。

为解决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的特
殊困难，自 2008 年，我国全面实施计划
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根据此次发布
的通知，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特别扶助金
标准由每人每月 450 元提高至每人每月
590 元；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特别扶助金标
准 由 每 人 每 月 350 元 提 高 至 每 人 每 月
460 元。

通知称，一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人
员特别扶助金标准由每人每月400元提高
至每人每月520元；二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
症人员特别扶助金标准由每人每月 300 元
提高至每人每月 390 元；三级计划生育手
术并发症人员特别扶助金标准由每人每月
200元提高至每人每月260元。

通知明确，调整标准所需资金由中央
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并按规定纳入年
度财政预算，中央财政按照事权与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方案分档安排补助资金。各地
要切实落实经费保障责任，加强资金管理，
确保及时、足额按照调整后的标准发放特
别扶助金。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亮，通
讯员梁凯涛、黄嘉荣报道：“各位
护士姐妹，值此第111个国际护
士节及广州医科大学本科护理
教育创办 20 周年来临之际，我
祝大家节日快乐，祝我们护理教
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5月11
日，5·12 国际护士节暨广州医
科大学本科护理教育创办20周
年庆祝活动在该校越秀校区举
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医教授
钟南山特意录制视频为护士们
送上祝福。

钟南山表示，他从事医疗临
床工作六十多年，始终坚信“医
疗离不开护理”“三分治疗，七分
护理”的说法。“在国内外抗击新
冠疫情的全链条战斗中，处处都
可以见到护士们忙碌的身影，你
们是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不可
或缺的中坚力量。医护人员团
结一心、并肩作战，践行人道、博
爱、奉献的精神，为健康中国的
建设做出积极的努力。”

钟南山指出，广医本科护理
教育创办 20 年来，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任务，培养了近4万名仁

心仁术的优秀护理人才。护理
学科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成为护理学一级学科的硕
士授权点、二级学科的博士授权
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的建设
点。随着广医入选国家双一流
建设高校，必将为护理学科在

“十四五”期间腾飞提供强大的
支撑。“希望护理学科把握机遇，
乘势而上，再创新的辉煌。”

广医党委书记唐小平认为，
广医系统护理工作者发扬南丁
格尔精神，以坚定的理想信念、
无私的奉献精神，唱响了一曲曲
青春之歌，为疫情防控工作做出
了重要贡献。经过 20 年的发
展，广医建立了本硕博多层次的
护理教育体系，在教育教学、学
科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绩，培养了具有精湛护理
技能和良好职业素质的护理工
作者。他提出，广医护理学院下
一步要在本科专业认证、一级学
科博士点建设、高层次人才队伍
引育、附属医院学科专业资源统
筹整合、高水平研究成果培育等
方面重点发力。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华、通讯
员粤卫信报道：“关爱护士队伍，
护佑人民健康。”5月11日，在第
111个“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
际，广东省庆祝“5·12”国际护士
节座谈会在广东省中医院召开。

据统计，新冠疫情发生以

来，全省近40万护士舍生忘死
挽救生命，1628 名护士英勇奔
赴湖北抗疫一线，占援鄂医疗
队的70%。疫情常态化防控期
间，抗疫一线80%为护士。不论
是抗疫一线，还是核酸采样，护
士们总是冲锋在前、昼夜艰辛，

发挥着抗疫“主力军”的作用。
据介绍，截至 2021 年年

底 ，全 省 注 册 护 士 达 40.2 万
人。省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实
现 优 质 护 理 服 务 100% 全 覆
盖。护士培训更加规范系统，
专科护理迅速发展。同时，“以

机构为支撑、社区为依托、居家
为基础”的长期护理服务体系
基本建立。2019年广东省率先
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
工作，对接高龄失能老人、康复期
患者等特殊人群的上门护理服务
需求。截至2021年 12月，全省

共186家医疗机构积极参与，从
业护士达11709人，提供“互联
网+护理服务”19万人次。

会议还指出，要高效配置
护理服务资源，特别增加从事
老年护理、社区护理、公共卫生
服务、传染病护理和安宁疗护

工作的护士数量，提升基层医
疗机构护理服务能力。

会上，全省南丁格尔奖章
获得者、省优秀护士、援港医疗
队护士等军地优秀护士代表参
加座谈，分享从事护理工作的
心路历程及抗疫故事。

羊城晚报讯 记者刘欣宇、薛仁政报
道：5 月 11 日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每年的
春夏季“代餐减肥法”尤其盛行，记者通过

“店怪兽”数据了解到，代餐产品单日销售
量甚至能达十万+，单价从 28-140 元不
等。不少尝试用代餐产品来减肥的网友
说，吃过好多代餐也都没瘦下来，还花了不
少钱。记者采访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邓宇虹，获得145名肥胖
人士的“代餐”数据，一起来看看代餐减肥
的真实有效性。

数据：
代餐对减肥确实有效果

邓宇虹介绍，在医院临床实践中，代餐
（以代餐粉为主）确实是一种辅助手段用于
减肥。

这一辅助手段也被她的团队完整记录
下来并发表文章在《中国全科医学》期刊
上，该团队以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
来院就诊的 145 例患者（男 36 例 ，女 109
例）为研究对象，平均年龄（34.2±10.9）
岁，体质量（81.09±15.84）kg，其中，44 人
体 质 指 数（BMI）被判定为超重（BMI 为
24.0~27.9kg/m2），101 人 为 肥 胖（BMI≥
28.0kg/m2）。

整个减肥实验期限为六个月，目的
是研究低碳水化合物过渡至高营养密度
的膳食模式的减重效果。其中，前三个
月采用低碳水化合物模式，即限制进食
米面及其他高淀粉类食物，为降低饥饿
感，遂配合使用“代餐粉”。三个月下来，
减重成功率为 60.0%，产生明显的早期减
重效果。

“无论是心理作用还是实质作用，从临
床观察来看，代餐发挥的减肥作用确实不
小。”邓宇虹进一步说明，首先代餐具有仪
式感，提醒自己“现在我在减肥中，不能多
吃东西”。其次，增加饱腹感，减少食欲。
代餐粉一般都添加了魔芋粉、乳清蛋白粉、
大豆蛋白粉、膳食纤维等，当然还有一些脂
肪和碳水化合物提供基本热量，吃完能抗
饥饿。

提醒：
长期盲目吃代餐存副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曾尝试在1年
后随访患者，但失访率过高。文中指出，患
者退出可能反映了患者对该膳食模式的不
耐受。邓宇虹也表示，其实在现实研究中，
减重项目失访率一直较高，变动在 15%~
50%之间。

邓宇虹表示，普通的均衡膳食模式是
国人的长期饮食习惯，一旦发生改变，如减
少主食，开始尝试“半代餐”（代替其中一
餐）甚至“全代餐”（代替所有正餐）。不耐
受程度越强，执行力相对就越弱，因为人天
生追求饮食多样化，且每个人的体质情况
也不一样，但商家的减肥噱头往往清一化
地“简单粗暴”。

“像是以前有一家公司做代餐食品，要
求每一餐必须吃代餐，一天只有700卡，还
必须吃上一个月，这当然会瘦。但问题是，
大多数人减重都会陷入‘悠悠球’效应，吃
代餐，总体摄入热量少了，体重下来了；停
了代餐体重又上去了。反弹带来的危害不
言而喻。”

医生提醒，教育群众的成本往往很高，
尤其是让大家知道肥胖的危害性以及普及
如何吃得均衡健康这都需要耗费时间精力
等，但不少商家往往跳过这一步，为达到利
润最大化，常常会利用人想要短期减重的
弱点，大肆宣传产品的减肥有效性，需多加
警惕，不建议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毕竟不
少代餐产品的热量非常少，长期来看存在
不少副作用，尤其女性容易内分泌失调、患
厌食症等。

医生建议，普通人可通过计算 BMI 值
和去医院 体 检 为 主 来 查 证 是 否 真 的 肥
胖，忽视这一步盲目跟风减肥，进而损害
原先可能比较优越的自身代谢率，反而得
不偿失。

计划生育家庭
特别扶助金标准
7月1日起提高

代餐食品
能成功减肥？
145 名肥胖人士的数据告

诉你真相

广东拟增加从事老年护理护士数量

成为挡在患者和“死神”间一堵坚实的墙

“感觉到自己有被需要”B

钟南山：

护士是打赢疫情防控战
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钟南山通过视频送上护士节祝福 学校供图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有
人曾写诗称赞护士“往返病房皆问
安，打针挂吊夜加班。透支不语寻常
事，道谢一声心自宽”。作为南丁格尔
精神的传承人，这些忙碌于疾病、死亡
与希望中的天使们，用自己的爱心、耐
心、细心和责任心去对待照顾好每一
位病人。

根据国家卫健委统计，在全国
500 多万护士中，男性护士占 3%。
李桂林就是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重症医学科的一名男护士。今年已
经是他工作的第九年。九年的 ICU工
作经历，让他从一个初入病房手足无
措的年轻护士成长为能独当一面
的小组负责人，成为挡在患者
和“死神”之间一堵坚实
的墙。

文/羊城晚报记者 薛仁政 通讯员 游华玲
图/羊城晚报记者 贺全胜

ICU男护士李桂林：

一封“迟来”的感谢信，传递浓浓医患情：

我真正地体会到

“亲爱的静雯姑娘您好：当您打开这封信的时候，我
已在天上向您招手微笑……您从不计较劳累，总是一丝
不苟，在我最后的日子里，……”近日，看到这封“迟来的
感谢信”时，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护士梁静雯双眼噙满泪水。

据悉，这封信来自霞姨，她是一位肺癌晚期患者。与
她在病房里相处的日子，梁静雯历历在目。

什么是 人 间 大 爱“ ”

文/

图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张
华

通
讯
员

伍
晓
丹

韩
羽
柔

让癌症患者感受到关怀
据了解，在 2020 年 5月，63 岁的霞姨反复咳

嗽、咳痰。在珠江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确诊
为肺癌。“晚期了，已转移到淋巴结、骨、脾等器
官。”接诊的副主任医师吴锡平表示，无法手术，首
选的治疗方式就是化疗。

突如其来的疾病打击以及对化疗的担忧，霞姨
情绪低落得很。细心的管床护士梁静雯看在眼里，
因此每次去打针时，总不忘温柔地问她吃得好不
好，睡得好不好，并教她一些应对食欲不振的方法。

对于癌症患者，心理护理很有必要，特别是陪
伴与心理支持。梁静雯护士说，“我陪她聊天，哄
她开心，帮她减轻压力、舒缓心情，还给她讲一些
成功抗癌的案例，帮她建立抗癌信心。”每次值完
班，梁静雯也不忘去病房看看霞姨再回家。

离世前特意口述感谢信

然而，多次积极治疗，并没有阻挡住病情的进
一步恶化。“我记得阿姨最后一次来住院是坐轮椅
来的，腹水特别严重。她痛得很厉害，上了止痛药
也没办法完全缓解，我就静静地握着她的手，陪她
坐一段时间，希望能给她一些安慰和力量。”梁静
雯说。

2020年 12月底，霞姨转院了。“很想知道阿姨
的情况，但我也不敢问。”梁静雯说，直到霞姨的先
生将这封“迟到的感谢信”送到她手中，才知道，转
院后的几天霞姨就告别了人世。离世前，特意口
述了这封感谢信。“转院前两天，您帮我打针，我看
见您的泪珠一滴滴地从您的眼镜片边缘掉下来，
我知道自己在世的时光已无多了！但又无法安慰
您，您善良的心灵深深地打动我……估不到，这一
别竟是永久！”霞姨满纸感激之情。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胡丽娟对羊城晚报记
者说，“对于末期的癌症患者，来自医护细心的照顾和
心理支持可帮助他们消除或减轻病痛。希望通过我们
的努力，帮助他们安详、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李桂林为患者
进行基础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