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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守着着你你
□生活日报记者 秦聪聪

摄影 生活日报记者 王鑫

盛夏时节的省城济南，流金铄石。
黑色口罩遮住口鼻，熙熙的脚步踱到了位于经

十路22029号的济南市传染病医院。从医院大门进
去往西走，一处不起眼的平房，就是熙熙的目的
地——— 济南市传染病医院皮肤病性病门诊(爱心门
诊)。

窗外的绿叶雀跃着耀眼的光，这间看似简陋的
诊室，是他走出黑暗后最放松的地方。但即便如此，
他也没摘下可以让自己藏起来的口罩。

熙熙是一名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
艾滋病，多少人闻之色变，又唯恐避之不及。不

过，总有一些人，他们无法亦不会逃避，因为他们的
主要工作，就是为这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
病人提供管理和治疗。

7月3日-7月5日，生活日报记者秦聪聪蹲点济
南市传染病医院，走进济南市艾滋病诊疗中心，记
录站在防艾抗艾一线医护人员的日常，揭秘他们游
走在距离艾滋病最近地方的高危幕后。

患者：
公平就医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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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管理到自我管理：

苦口婆心督促给了

他们好好活着的机会
寒来暑往，转眼六年。
从2013年至今，王春梅和她的同事

们，一直保持着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
艾滋病病人不分昼夜、不分节假日的共
处模式。

“肮脏的、致命的，很多人想到HIV，
就是这两点。”王春梅告诉记者，HIV是
一种病毒，而不是一种罪恶。这些年来，
她看着越来越多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和艾滋病病人，在自己的世界里选择坚
强，与艾滋病病毒抗争。

“没有人不想活，没有人不怕死。”
王春梅说，发现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就
要开展抗病毒治疗。目前国家提供免费
药物，如果早期发现并坚持规律治疗，
就能延缓发病，几乎可以不影响寿命。
像熙熙这样，始终坚持规范服药、定期
复查，他体内的病毒含量其实已经检测
不到，可以像健康人一样生活。

但是，也有些患者对病情漫不经心，
或抱着放弃治疗的消极想法，这样容易
产生耐药性。为此，定期为感染者进行依
从性教育，也是王春梅工作的重要内容。

“遇上不听话的，王主任会真的发
脾气。”华天告诉记者，王春梅的不停督
促，给了很多感染者好好活着的机会。
同时，部分感染者主动成立了志愿服务
队伍，通过网络提供心理疏导、新人防
艾知识培训、服药依从性教育。

今年，王春梅53岁了。她逐渐开始考
虑，退休后，这些感染者是否能继续规范
服药，于是越来越多地强调自我管理。

让她欣慰的是，即便手机还是24小
时开机，但已经不会有人连续打十几通
电话，不会有人深更半夜多次联系只问
一句“在不在”，她也不用再跑到黄河边、
立交桥下，游说那些要轻生的患者……

“CD4值上来了，你活过来了！”7月4日，看着妻子欢呼雀跃
的样子，艾滋病病人秋霖红了眼眶。

他的感染源于一次高危性行为，因为愧疚，以致迟迟没有干预
治疗，直到发病。

难以想象他的妻子经历了怎样的折磨与煎熬，但她最终原
谅了他，并陪他一起到医院治疗。

但是，真的有点晚了。
济南市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宋修光告诉记者，艾滋病病毒

主要攻击的是人体免疫系统中最重要的CD4+T淋巴细胞，病
毒大量破坏CD4+T淋巴细胞，使机体免疫功能受损、缺陷，机
体免疫监视、防御功能衰竭，终致发生致命性的感染性或肿瘤
性疾病。我国将HIV感染分为急性期、无症状期和艾滋病期，进
入艾滋病期后，普通的感冒都可能导致死亡。

一开始，秋霖也以为自己患的是感冒。低热，咳嗽，继而呼吸困
难。到医院就诊时，被诊断为卡氏肺孢子虫肺炎。这种病很危险。宋
修光说，这是艾滋病病人最常见的机会性感染与致死的主要病因。

就诊的第一家医院称床位已满，第二家说能力有限……秋霖
和家人心里清楚，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秋霖患艾滋病的现实。

济南市传染病医院感染二科对外开放30多张病床，主要收治艾
滋病病毒感染合并机会性感染的艾滋病病人，如今住了20多例艾滋
病病毒感染合并机会性感染的艾滋病人，秋霖也是慕名而来。

在宋修光及其团队的努力下，秋霖奇迹般一天天好了起
来，一个月后出院。

“如果你是医生，你愿意给感染者治病吗？”对于就医“被
拒”的经历，秋霖倒是挺理解的。

“艾滋病在一般的生活接触中不会传染，工作中稍注意些就行
了。”宋修光说。查房、看诊，只要身上没有伤口，她都不会刻意戴手
套。宋修光脑海中常想起一名19岁的艾滋病患者病重时的一句话：

“我是犯了一个错误，但为什么这个错误的代价这么大……”
“病人承受的痛苦确实太大了，病痛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已经够

多了，希望我们的工作会给他们带来些许温暖，我们愿给他们一个
微笑、一个拥抱、一个没有歧视的、公平的就医条件。”宋修光说。

“危险”的手术：

既然不能退，那就勇敢往前冲
职业暴露，应该是医护人员尽力避免又无可回避的一大危

险。尤其面对目前尚未被攻克的艾滋病病毒，自我保护式的“拒
诊”，似乎也是人之常情。

然而，这一群人不会。
7月5日上午10点，一台结肠癌根治术在济南市传染病医院手

术室进行着。手术的特殊之处在于，台上的患者，是一名艾滋病病
人。在经历系列消毒、防护之后，记者有幸进入了手术室。

氛围并没有想象中紧张。
医院外科负责人赵承乾带领手术团队，开腹，切除病变组织，

送病理，重建消化道，一切都在有序进行。
仔细观察，他们的防护比普通手术多一些：防水的手术服、遮

面面罩、双层手套，以及脚上的防水脚套。抛除内心深处多加的一
分小心，这几乎就是他们所有的防护。

其实，一个月前，赵承乾刚停了艾滋病病毒阻断药。
5月7日，他曾为一名确诊两年的艾滋病病人进行股骨头置

换。在收尾阶段关闭关节囊时，缝针意外扎在了赵承乾左手上。
患者病毒载量很高，赵承乾倒吸一口气。尽管如此，他还是有

条不紊地结束手术，并对自己的伤口进行处理，“毕竟不是第一次
了。”赵承乾说，发生艾滋病病毒暴露后，要在72小时内开始使用
抗反转录病毒药物，持续28天，以预防感染。服药2个月、4个月、6个
月后检查血液病毒含量，如无异常，才能真正放心。

赵承乾的上一次职业暴露，发生在今年1月13日。
从事艾滋病外科，不止是作为主刀医生的赵承乾遭遇过艾滋

病职业暴露。团队除了新来不到一个月的年轻同事，无一幸免。
不过，即便有风险，赵承乾团队成员的意志都很坚定，“国内

能给艾滋病病人做手术的医院不过十二三家，既然不能退缩，那
就勇敢往前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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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在王春梅和她管理的诸
位小“病友”之间，社会公众对于艾滋
病的那堵歧视之墙，是不存在的。

“很多小伙子都喊她‘王妈妈’，这
是一种绝对信任。那些不能和家人、朋
友说的话，跟王妈妈可以说。”今年52
岁的华天是王春梅首批接手的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之一，他至今仍记得第一
次见王春梅的情景。

在王春梅接手前，华天他们归区
疾控部门随访、发药。对公开身份的恐
惧，让他们一开始还有些抵触。没想到，
第一次见面，王春梅竟准确无误地说出
了每个人的感染事件、CD4值、病毒载
量和用药情况。“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
医生，那时候，很多人激动地当场哭
了。”华天回忆说，“你一定要好好吃药，

这是你活下去的唯一一条路。”这句话，
华天铭记于心，严格遵守。“这应该要感
谢我超强的记忆力。”王春梅开玩笑说。

当时，首批转过来198份档案，对应
着198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
人，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患者，也为了
取得他们的信任，三天时间，王春梅竟
将这198份档案熟记于心。

三天后第一次查体，本就背负着
太多沉重的他们，泪洒当场，似乎也就
不足为奇了。只是，他们不知道，那年
夏天，王春梅的儿子第一次离开济南，
踏上去外地上大学的旅程，离别的车
站里没有妈妈的身影。

她在忙，为了他们。即便日后每每
提及，王春梅都会感觉对不起儿子。岁
月总是波澜不惊，偏爱的还是有心人。

她是他们的“王妈妈”：

为了信任 3天熟记198份档案

7月3日下午，应山东省警官总医院
相关负责人邀请，王春梅前去医院，为
里面的部分艾滋病患者会诊。

这种会诊大概每年一次。机会难
得，记者跟随王春梅同行。

拿到会诊患者病情记录的她，悄悄
告诉记者，其中两人应该是她曾经管理
和治疗过的。而王春梅脱口而出的病
史，再次让在场的医护人员赞叹不已。

仔细查问病史，查看病历，王春梅
的认真严谨，并没有因为他们犯了错误
而打折扣。

在王春梅看来，即使眼前的他们走
了歧路，也还是拥有活着的权利。

“怎么想不治就不治了呢？好好活
着总比直接病死好吧！”听闻一位患者
如今要求放弃治疗，王春梅有些着急，
嗓门明显大了起来。

其实，王春梅也多多少少了解艾滋
病病人自暴自弃的想法。尤其是他还合
并了肺结核、肝炎等疾病，本人求生的
欲望日衰，也不足为奇。

但是，王春梅认为他还有机会。调
整了治疗方案，王春梅又和其主治大夫
细细交待。会诊结束后，王春梅又给现
场的医护人员就抗病毒治疗的耐药问
题进行了培训，对他们在临床中遇到的
问题一一解答。

结束半天工作，已是下班时间，王
春梅还是回到了门诊。

“没想到济南的医生这么好说话。”
拿到治疗方案，来自聊城的方菲再三道
谢。这是一个不幸的女子，被丈夫传染
了艾滋病病毒。来济南之前的千万种担
心和疑虑，在王春梅这里得到了解答。

业内影响不断扩大，帮来自外地的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制定治疗方案，也成
为王春梅工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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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歧视走弯路的人：

人都有活着的权利
不穿白大褂的大夫

“王妈妈，我又来啦！”身影
快速闪进诊室大门，声音从口
罩里飘出来。

“熙熙来啦！最近怎么样？”
熙熙口中的“王妈妈”，是济南
市传染病医院皮肤科主任王春
梅，也是山东省首位艾滋病治
疗专职医生。她抬起头，像见到
多日不见的自家孩子，嘴角弧
度上扬，眉眼弯弯。

今年23岁的熙熙，是一名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每隔三个月，他都要到这
里复诊、拿药。抛开这个隐秘的
身份，他看起来和同龄人没什
么两样，眼神清亮，活泼有趣。

王春梅喜欢熙熙的明快。
毕竟，不是所有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都能有这样的心态。
抬眼望向门外的时候，王

春梅有时会想起飞翔。
第一次出现在王春梅面前

的飞翔，其实已经诊断HIV阳
性五年有余。他把自己囿于自
我的黑暗里，不出门，不见人。
他并不愿意接受治疗，死死抓
着门框不肯进门的他，是被父
亲和姐姐一前一后推进来的。

王春梅反复劝说，他接受
了抗病毒治疗。只是，维持了不
过两天。

第三天一早，王春梅接到了
飞翔姐姐的电话，说他真的“飞”
了出去，从高楼之上。痛惜之余，
王春梅更加确定，她必须做这些
孩子的“大树”，保护他们。

诊室里，来找王春梅的患
者接踵而至。他们多是像熙熙
一样二三十岁的年轻小伙子，
那单薄不经事的肩背，似乎还
不足以背起“艾滋病”这个沉重
的词语。然而，他们的身体已被
病毒打上烙印，再苦再痛再悔，
也没有机会再摆脱。

他们或相约而来，或意外
相遇，彼此聊聊过往，谈谈现
在。医患间的关系，也比普通门
诊更亲昵。

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中的
大多数仍戴着口罩，习惯性地
想要藏起来。

也是为此，王春梅的隔离
衣多数时间都是搭在椅背上。

她不想，让这身象征医生
身份的白大褂，一再提醒着彼
此身上的标签。

赶不走的老病号

“对我们这些男同来说，艾
滋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远。”熙
熙坦言，他的感染，就是当初的
伴侣传播的。因为先前有一定了
解，所以当自己出现经常性发
热、腹泻时，他就怀疑自己染上
了艾滋病病毒。网购了很多种试
纸，结果有好有坏。犹豫挣扎了
一周时间，熙熙硬着头皮，迈进
了当地疾控中心的大门。

结果不出意料，HIV阳性。
15天后是六一儿童节，那

天，熙熙来到济南市传染病医
院，开始抗病毒治疗。

“都过去啦，现在吃着药，
能像健康人一样活着。”问诊结

束后，熙熙冲记者摆摆手，轻车
熟路地去做检查。

王春梅告诉记者，艾滋病
传播途径包括血液、母婴和性，
其中，性传播的艾滋病病例所
占比例在逐渐扩大，其他传播
途径的比例在逐渐缩小。

与熙熙不同，贺泽并不喜
欢男生，只是他也不清楚自己
是何时何地染上的艾滋。“2012
年吧，有次出差突然发高烧，在
医院被发现HIV阳性。”贺泽
说，他只能模糊地判断，那些年
他从事销售工作，频繁出入各
种娱乐场所，不小心就中招了。
贺泽说，每个感染者都会经历
一段生不如死的心灵炼狱，而
他幸运地遇到了王春梅，“像在
黑暗里伸出的一双手，我抓住
了。”

如今，贺泽已不在济南工作
生活，可每隔三个月，他还是会坐
夜晚的火车赶过来。

“我们这种情况，换别的医
生，会很麻烦。”贺泽说。

“艾滋女”最后的心愿

济南市传染病医院，亦是
济南市艾滋病诊疗中心所在，
承担着济南市五区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管理和
治疗工作。

如今，王春梅平均每天50
人次左右的门诊患者，99%以上
都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
病病人。

时间倒回到2013年。
那一年，济南市传染病医

院成为济南市艾滋病抗病毒治

疗定点医院；那时候，这还是一
个“谁都不愿意干的活儿”。

王春梅也不例外。
从最初的些许排斥，到勇

敢扛起这重任，中间有一个带
着血和泪的故事。

就在王春梅犹豫不决的时
候，医院来了一位艾滋病终末
期的病人。

辗转多家医院都没住下，
那名女子一见到王春梅，就哭
道：“我知道我不行了，您把我
收住院吧。别让我死在马路上，
让我有尊严地死啊……”

至情至性之人，大抵都逃不
过自己的心动。女子的眼泪，打动
了王春梅。被收治入院的女子当
晚就离开了人世，翌日，她的婆婆
却找到王春梅，“扑通”一声跪了
下去。

老人家万分感谢，只因王
春梅成全了儿媳妇最后一桩心
愿。

“这些病人太可怜了，需要
有个人站出来。不仅是身体上
的治疗，还有情感上的沟通。”
王春梅接手了当年济南市几百
名抗病毒治疗感染者的管理。

结果，丈夫大怒，“非接不
可？非得是你？”就这样，向来恩
爱的夫妻俩陷入了冷战。直到
王春梅在给一位感染者打针
时，意外被针头扎伤，发生了职
业暴露。

服用阻断药物一个月后，
复查病毒阴性，王春梅回家抱
着丈夫号啕大哭，才将此事坦
白。抹干她脸上的泪，丈夫没说
话，却将关心与支持，替换了曾
经的反对和不解。

蹲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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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蹲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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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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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不想强调身上“医生”和“患者”的标签，王春梅很少穿白大褂坐诊。

外科主任赵承乾(左二)在术前与患者交流。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所有患者姓名皆为化名。）

为为艾艾滋滋病病病病人人做做手手
术术，，除除了了手手术术操操作作
的的绝绝对对规规范范，，还还需需
要要一一些些特特殊殊防防护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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