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

谈

Special Interview

建设紧急医学救援护理专业团队
发挥护士多重作用
—— 访浙江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陈肖敏
本刊编辑部 贺欣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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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突发公共事件日益呈

下简称救援队）。救援队自成立以来，已

的核心目标是“挽救生命，减轻伤残”。

现出频次高、规模大、影响广泛、损失

成功完成了浙江省余姚水灾的紧急医学救

毋庸置疑，救援工作对于灾区人民犹如

严 重 等 特点，2001 年 美 国 的“911” 事

援与菲律宾风灾国际紧急医学救援任务。

雪中送炭。但据介绍，在余姚水灾任务

件、2003 年的 SARS、2008 年汶川地震、

那么，在紧急医学救援过程中护士能够

中，救援队刚刚进入灾区的时候，很多

2011 年日本东部地震和海啸，以及近期

做些什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带着这

灾民却抱着怀疑的态度并且存在抵触情

肆虐非洲的埃博拉病毒，无一不对人们

些问题，本刊采访了浙江省人民医院护理

绪。这是救援队始料未及的。
“由于刚发

的生命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如何及时有

部主任陈肖敏。

生灾难以后物资极其匮乏，灾民担心那

效地进行紧急医疗救助，使突发公共事
件对生命、健康的危害减低到最小程度

临危受命，一专多能
医学救援中的护理工作是在复杂、

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2014 年 7

特殊环境下与多学科协作完成的，需要

月，主题为“机遇、减灾、发展——为了

根据灾情的不同类别采取针对性的应对

一个目标”的第三届世界灾害护理大会

措施，这就需要拥有一支具有医学救援

在北京召开，来自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

能力的专业护理队伍。目前，医院救援

表围绕灾害护理救援、灾害护理能力建

队护理专业队伍有护士长 2 名，成员 18

设、灾害护理管理、灾害护理心理等热

名。他们平时分散在各护理单元从事不

点问题进行了专题讲座和交流。可以看

同的护理工作，突发卫生应急事件时，

出，灾害的预防与应对已经成为各国政

就会在短时间内迅速集结，赶赴现场执

府关注的重要议题。

行紧急医学救援任务。在执行救援任务

针对频发的公共安全事件，2010 年

么大一支队伍会动用他们仅有的一点资
源。”经过充分沟通，救援队不仅为灾民
提供医疗方面的帮助，还会提供心理疏
导，甚至提供经济上的支援，使得灾民
对救援队的信任度增加，主动配合救援，
到最后，灾民都发自内心地感激救援队。
所以，
“主动沟通很重要，心理疏导也必
不可少，实际上护士在这方面发挥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

德才兼备，勇于担当
2013 年医院接到菲律宾风灾救援任

时，护士主要负责对伤病员的检伤分类，

务时，负责救援队护理分队工作的急诊

以来，我国已陆续组建了 35 支国家级应

配合医生进行紧急救治，轻、重伤员的

科护士长还在外地开会，接到任务后连

急队伍，初步形成一套布局合理、反应

留治观察，伤病员的运送准备工作，等

夜返回，凌晨 2 点回到医院便立即参与

迅速、平战结合、立足国内、面向国际

等。护士除了扮演好医疗救援者角色外，

准备救援方案，至凌晨 8 点救援队就完

的紧急医学救援机制，护理人员在灾害

还承担了前期物资准备、路途物资管理

成了整个救援计划并上交主管部门审核。

救援中的突出贡献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

和搬运、营地搭建、生活保障、后勤卫

医院要建立如此训练有素、来之能战的

认可。浙江省人民医院是集医疗、科研、

生服务、沟通等职责。陈主任说，
“虽然

护理队伍，就需要有明确的组织架构并

教学、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大型

护士只是救援队中的一个分子，但是从

进行严格的人才遴选。护理部遵循“人

综合性医院，隶属于浙江省卫生和计划

大事到小事，从治疗到后勤，从整个救

员结 构 合 理、 政 治心理 素质过硬、 年

生育委员会。医院非常注重公立医院应

援任务的前期准备到后期梳理工作，护

龄适中、身体健康、训练有素、一专多

该发挥的作用，多次参与紧急医学救援

士都起到了核心作用。尤其是对于前期

能”的原则，组建国家级的救援护理专

工作，于 2008 年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

物资准备工作，要根据不同的灾情准备

业团队。根据队员意愿、年龄、身体状

医药卫生先进集体”
“浙江省援外医疗工

物资，包括医用物资和生活物资，还要

况、救援队专业构成等 3 年进行一次动

作先进集体”。2011 年，医院承担了国

规划和计算需要哪些专业的人员、执行

态更新，符合条件的可继续留任。据陈

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项目建设任务，至

任务的天数等，都需要在去之前就列好

主任介绍，遴选队员采取报名与推荐相

2013 年 3 月筹建工作完成，正式建立了

清单，护士做这方面工作是最细致的，

结合的方式。具体要求 ：年龄 30 ～ 50

华东地区第一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以

因此也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医学救援

岁，有 5 年以上临床护理经验，能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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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某个专科的护理工作，热爱医学救

法，驾车、游泳以及野外条件下的炊事

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他们的生理极限，

援事业，忠实履行职责和义务；具有奉献、

烹调技术等多种技能。随着灾害救援国

但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为灾民提供更多

敬业、团队合作精神 ；接受过紧急医学

际合作与交流不断增多，语言沟通能力

更好的医疗援助，这是国际人道主义精

救援技能的培训和救援医学护理专业的

的强弱将直接影响救援工作的成效。因

神以及大爱的体现。队员们的表现感动

继续教育，并具有一定的英语水平。团

此，应密切结合救援工作实际，加强救

了当地民众、医院工作人员和军队，当

队成员包括护士长、急诊科护士、ICU

援护士的外语培训。

救援队离开时，当地民众自发形成了欢

护士、外科护士、内科护士、手术室护

据陈主任介绍，救援队除了平时系

送队伍。与此同时，医院领导也非常关

士等，具备专科护士资质的人员可优先

统化、标准化的培训，执行任务之前也

心救援队，并且建立起微信群，随时关

加入。陈主任说，
“最重要的是他要有参

要进行集中培训，到了救援现场还要再

注紧急救援的情况以及队员的健康。为

与救援的意愿和激情。”

次进行培训。日常培训的形式也是多种

保障队员们在救援期间安心工作，解除

多样的，既有“纸上谈兵”的桌面演练，

他们的后顾之忧，医院领导在工作之余

也有装备齐全的现场演练。即使是在执

对队员家属的关心慰问也从不间断。救

行任务时，救援队也要每天开会进行总

援任务结束后，他们还亲自去迎接队员

结和培训，并与医院进行互动，根据实

们的胜利归来。这在无形之中激励着队

际情况不断进行改善。

员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因为救援队

多元培训，不断改进
由于人类面临的灾害复杂多样，再
加上救治环境恶劣、条件简陋、物资药
品匮乏、任务紧迫，同时救援队还要面
临很多突发事件和不确定因素，因此培
训与演练是救援队形成战斗力的唯一途

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出色地完成了菲律宾风灾救援任务，他
们获得了浙江省政府集体一等功，浙江

径。因此，医院高度重视救援队伍的定

在救援队赴菲律宾之前，由于对环

期培训和演练，认为应在演练中发现问

境的不确定，对护理人群的不确定，对

题，及时修改，为实战做充分准备，真

病种的不确定，护士们心里非常紧张、

正做到
“呼之即来、来之能战、战无不胜”。

压力很大，也存在一些困惑。陈主任逐

陈主任继续介绍到，
“虽然队员来自不同

个给护士打电话做工作、进行安慰。她

谈到救援队今后的工作设想，陈主

科室，但首先要强调全科意识，对全部

还记得有位男护士晚上临时接到通知要

任说道 ：
“面对当前国内外灾害救援的不

队员进行急救技能的培训，当对专科业

去参加任务，当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了，

断发展，建立紧急医学救援护理培训基

务有特别要求时再让专科护士进行专科

但领导和同事都不知道。他的妻子也是

地，建立现代化的救援物资信息管理系

培训。日常通过考核及演练，培养护士

一名护士。在他询问妻子意见时，妻子

统，制定全方位、实操性强的医学救援

在紧急情况下处理问题的综合能力。陈

毅然决然地对他说 ：
“你去吧”。直到那

专业护士培训纲要，增加国内国际学术

主任认为参加救援任务的医生是有限的，

位男护士从菲律宾回来以后，陈主任看

交流，加强区域间及国际间联合演练，

这就要求护士反应快、判断能力强，在

到她妻子才知道这件事，这让她非常感

培养既懂灾难救援又懂灾难管理的复合

医生未到场的时候就可以优先进行判断

动。据介绍，救援队在执行菲律宾风灾

型护理专业人才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开

及处理，尤其是检伤分类工作。灾害事

的救援任务时，主动放弃了条件相对较

展的工作。”她期望通过完善应急救援

件不仅给灾民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对

好的城市，选择了灾情严重的阿布约。

护理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建立救援护

救援人员的心理也是巨大的考验。需要

陈主任说，
“当时救援队要出海到一个小

士的认证机制，让救援护士亦能“持证

对这种长时间痛苦的情绪反应有相应的

岛上实施救援，只有一条能坐十几个人

上岗”。目前，护理部正在申请紧急救援

训练，否则队员无法胜任救援护理的任

的小船，并且由于气候条件恶劣，随时

护理的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希望将经

务。医院特别邀请心理专家为队员授课

会有沉船的危险，但是大家怀着强烈的

验分享到全国，让全国的护理同仁不用

并组织演练来消除护士的紧张、恐惧、

责任感和使命感，都将生死置之度外，

再“摸着石子过河”。

急躁的心理。同时，陈主任还强调，
“如

众志成城 在 第一时间赶 赴救 援现场。”

果护士只有救援能力，没有野外生存能

由于灾区交通状况差，大型仪器和大量

生的合作者，更是“管家婆”“多面手”。

力，那么救援只能是空话。”由于灾情变

的救援物资均要靠队员们多次搬运，女

面对灾害，我们需要准备，我们要有愿

化的不确定性，救援中可能会遇到各种

队员们抱着乐观的态度，克服了生理上

景，要不断思考怎样让救援护理更科学、

意外情况，如与团队失去联系、深陷危

的困难，成为救援队中不可或缺的“女汉

更规范、更现代。相信在陈主任的带领

险中等，所以培养救援护士的自我保护

子”。在阿布约，队员们没有水洗澡、每

下，这支朴实、勇敢和顽强的护理队伍

和生存能力非常必要，如寻找水源与通

天只能吃速食品，再加上蚊虫叮咬、中暑、

将掠过闪电，冲破乌云，飞往更加广阔

讯联系的技巧，最大限度保存体力的方

感冒、皮肤晒伤、皮疹、湿疹、浮肿等

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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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医院 2013 年“感动省人医”集体
荣誉奖。

未雨绸缪，展望未来

在紧急救援任务中，护士不仅是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