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 21 日， 武汉封城即将满月。 当天傍晚，

由 50名精神卫生专业医生和心理治疗师组成的上

海第九批援鄂医疗队从虹桥机场出发， 飞往那个

没有硝烟的战场。

来自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吴荣琴、 施冬青、

刘亚良在列。 他们与上海宝山区精神卫生中心另

外两名同行一起， 被分配在援鄂心理医疗队第八

组， 驻守武汉江岸方舱医院， 吴荣琴任组长。

位于武汉市塔子湖体育中心的江岸方舱医院

于 2月 12日正式开舱使用， 分为四个区， 可容纳

1000余名病患， 主要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

彼时， 舱内约有 700余病人， 集中在 ABC 三

个区。

2 月 25 日上午 10 时， 在经过了理论及实操

培训后， 吴荣琴带着另外 4 名队员穿戴三级防护

后正式入舱。

“其实内心还是有点紧张的。” 吴荣琴这样形容

当时的心情， “毕竟我们不是传染科的医生， 从

来没有过类似经验。”

吴荣琴告诉记者， 正式入舱前要经过“三道

门”， “每关上一道门， 才能打开下一扇门。” 进

第一道门时， 为了缓解队员们的紧张， 5 个人是

手拉手一起进去的。 直到进入第二道门后， 才分

为了两组。 站在第三道门前时， 走在第一个的吴

荣琴深吸一口气， 拉开了舱门。 “我当时感觉人

比较多， 一股热气扑面而来。”

紧跟着吴荣琴的是施冬青， “进门后我脑子

好像有几秒是停顿的。” 施冬青解释， 因为穿上防

护服后， 整个人感觉有点“缺氧”， 透不过气。

入舱后， 队员们才看清： 里面的床铺一个挨

着一个， 也许是出于心理医生的本能， 施冬青

“感觉里面气氛其实是有点紧张的。”

入舱的“三重门”

令队员们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刚一进舱， 就

有“热情” 的患者围了上来。 “他们可能是看到

来了‘新人’， 有的是看到我们防护服上写着上海

医疗队”， 吴荣琴分析。

65 岁的刘军 （化名 ） 就是“热情” 患者之

一， 但脸上却显得十分焦虑： “医生， 怎么办呀，

我已经两次阳性了！” 一听两次核酸阳性， 队员们

尽管有点“紧张”， 但并没有丝毫退缩， 组长吴荣

琴主动“挑起了担子”。

于是， 首诊就这么在病床边上自然而然地开

始了。 “从心理学上来说， 对于焦虑情绪， 我们

首先要‘共情’， 也就是理解他的焦虑情绪是怎么

来的。” 吴荣琴首先通过聊天的方式了解了刘军的

大致情况。

刘军是武汉人， 彼时， 他住进方舱医院已经

整 2 周。 眼看着与他一同入院的儿媳妇已经好转

出院， 自己却两次核酸检测仍呈阳性， 内心焦虑

不已， 担心病好不了。

刘军并没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 不属于高危

人群， 症状也相对较轻。 “所以首先我再次给他

科普了一下新冠肺炎， 告诉他新冠肺炎与病患自

身免疫力有很大关系， 如果总是情绪紧张焦虑，

不利于免疫功能作用和肌体恢复。 再给他以信心

和支持， 只要积极配合治疗， 就一定能战胜疾

病。” 吴荣琴同时还教给刘军一些简单的心理放松

的方法。

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经过共情、 支持、 疏

导、 纠正错误认知后， 刘军的焦虑情绪缓解了许

多： “医生， 谢谢你啊！ 我相信你。”

“其实， 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们发现， 刘军的

情况很具有代表性。 病患大部分的焦虑都是来自

对病情的不确定和治愈的不自信”， 施冬青说。

几天后， 他遇到一个主动找上他的病人———

38 岁的李维 （化名）。 李维找到施冬青的那天，

与他一同进来的母亲刚刚出院。 但他因为核酸检

测复查没有通过， 未能出院。

“我那么年轻怎么反而还不能出院， 是不是

我的病情有什么问题？” 施冬青回忆， 当时李维的

眼神里甚至有些“恐惧”， 说“自己感觉特别无

力。”

施冬青一连三天给他做心理疏导， 缓解他的

焦虑情绪， 并鼓励他多与 6 岁的儿子视频聊天，

多与外面的家人朋友联系， 去阅览室看看杂志。

“有了事情做” 的李维， 看上去状态好了很

多， 心情也不错。 “我已经好很多了， 吃得下，

也能睡。” 李维由衷地表示了感谢。

在方舱医院里， 还有些“特殊” 的

重点心理干预对象。 对于这类病患， 心

理医疗队的队员们通常会重点备案， 特

别关注， 持续干预。

54 的警嫂胡萍 （化名 ） 就属于

“特殊” 备案人员之一。 就在她入院当

天， 她得知自己的警察丈夫牺牲在了抗

疫一线。 因为尚在隔离治疗， 她无法送

丈夫“最后一程”。

吴荣琴带着队员主动“上门” 时，

胡萍显得“很客气”。 “她看上去很平

静， 不仅对我们表达了感谢， 还说她没

事， 挺好的。” 吴荣琴回忆， “但从她

面部微表情看， 她其实处于‘心理防

御’ 状态。”

吴荣琴和队员们有些担忧： “亲人

突然离世， 她的悲恸可想而知， 却无法

送别丈夫， 也就无法将心里的哀伤情绪

充分宣泄出去， 一直压抑着。”

吴荣琴告诉记者， 这种情绪如果不

能“软着陆”， 逐步宣泄， 一旦出院，

心理情绪迎来爆发， “极有可能造成心

理应激创伤， 出现应激反应。”

为此， 吴荣琴和队员们制定了“对

症下药” 的诊疗方案， 每天跟进， 从分

享她原来的生活工作经历开始， 慢慢引

导胡萍压抑的情绪逐渐宣泄出来。 “她

渐渐比较配合， 希望我们能真正帮助到

她。”

60 岁的孙玉 （化名） 也是队员们

的重点关注对象。

孙玉的父亲因患新冠肺炎去世， 随

后她与老伴也相继感染。 老伴因为重症

在金银潭医院治疗， 自己则进入方舱医

院治疗。

“我怎么能不急，那么小的孩子一个

人在隔离点，我不放心啊。 ”除了担心老

伴的病情外，孙玉还有个最大的“心病”，

就是放心不下 10岁的孙子。

“为了缓解她的焦虑， 我给她讲了

一个真实的隔离点故事。” 曾参与过集

中隔离点心理治疗的吴荣琴， 刚好为一

个 10岁的武汉男孩进行过心理干预。

吴荣琴向孙玉描述隔离点里的情

况， 告知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照顾好孩

子， 减轻她的担忧。 同时不断给她信

心： “同样是 10 岁的武汉男孩， 他都

行， 你要相信你孙子肯定也行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疏导后， 孙玉

的焦虑情绪明显好转， 其老伴的病情也

正在好转。

首诊：“怎么办，我已经两次阳性了”

“特殊”备案的干预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昨天下午， 武汉市洪山体育馆武
昌方舱医院正式休舱 。 至此 ， 武汉

14 家方舱医院全部休舱。

3 月 8 日， 随着最后一批患者转

出， 武汉江岸方舱医院患者 “清零”，

在完成院内消杀工作后， 下午正式休
舱。 截至当日， 该舱累计收治新冠肺

炎患者 1011 例， 治愈 726 例。

从 2 月 25 日首日入舱至 3 月 8

日休舱， 作为上海第九批援鄂医疗队

第八组成员， 来自静安区精神卫生中
心的吴荣琴、 施冬青、 刘亚良在其中

驻守了 12 天。

在休舱前的这最后 12 天里， 他

们经历了什么， 见证了怎样的故事，

又听到了怎样的战 “疫” 心声？

记者独家采访了他们， 请他们讲

述这段 “特殊” 的经历。

“疫情过后， 当所有人都回归到正

常生活， 回归社区， 更加需要社会给予

更多关怀。” 在施冬青看来， 更大更深

层次的问题， 在于这些病患背后的家庭

上。 “有一些家庭有相互感染， 有家庭

成员去世的情况， 出院后的病人还将面

临极大的精神压力， 甚至出现焦虑、 无

助感。” 他认为， “针对这部分人群，

需要更加长期性、 跟踪式的心理干预，

越早介入越好。 如果不给予支持， 则极

有可能出现应激创伤反应。”

疫情终将过去。 如同任何一次灾难

和公共卫生事件， 如何让亲历者从冲击

下的应激状态中走出来， 怎样有序开展

紧急心理危机干预， 是疫情后必须面对

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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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岸方舱医院休舱前的12天

援鄂医生听到的“心声”与焦灼

抚慰伤痛 心理干预需长期性、跟踪式

12 天里， 吴荣琴带领的第八小组

每天穿上防护服一干就是 6小时， 浑身

湿透， 累了就到医生办公室稍微歇口

气。

尽管如此辛苦， 他们却说： “其他

医疗队的人员已经工作了大半月了， 比

我们更艰辛， 看到他们都还在坚持， 工

作的动力就又来了。”

事实上， 不仅仅是患者， 对于奋战

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说， 心理和精神状

态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

“天天穿这个 （三级防护） 太受不

了了。 ”这是一名护士的原话。 施冬青告

诉记者， 虽然方舱医院内以轻症患者为

主，但病人数量较多，医护人员工作量也

相对较大。而且，长期穿防护服会产生不

同程度的恶心、头疼、憋气等症状。

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主要来自天

津、河北、江西等地，6 小时轮班一次，时

间长了脸上都是戴口罩的压疮，一些“90

后”的护士有时会想哭。

“医护人员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失

眠。” 吴荣琴介绍， 由于在高强度、 高

风险环境下长期工作， 精神高度紧张，

作息紊乱， “睡眠问题” 成为一些医疗

队员的首要问题。

除了医护人员， 方舱医院内的公

安、 保洁、 行政后勤保障人员， 也同样

面临着压力。

对此， 吴荣琴和队员们会通过团队

治疗、 集体减压的方法， 为医护人员、

公安民警等进行精神和心理疏导。

此外， 记者了解到， 上海援鄂心理

医疗队还为医护人员、 民警、 后勤保障

人员等开通了“线上咨询”。 “他们休

息时间， 只要扫一扫二维码， 进行一次

评估测试， 我们后台看到后会视情况联

系干预。”

为“逆行者”解压：

睡眠障碍是主要问题

位于武汉市塔子湖体育中心的江岸方舱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