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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荣

□本报记者 白莹

将防艾变成“爱的事业”

还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
医院红丝带之家， 还是那件飘着红丝
带的藏蓝色外套……4年时间， 地坛医
院护士长、 红丝带之家办公室主任王
克荣似乎没什么变化。 一如第一次见
面时那样， 目光真挚、 话语轻柔、 两
个深深的酒窝， 就像邻家大姐。

4年来， 当选国家卫健委艾滋病医
疗专家组专家、 成为中国南丁格尔志
愿护理服务总队副理事长、 以她名字
命名的关怀艾滋病患者的 “王克荣创
新工作室” 挂牌……王克荣的工作多
了不少， 可她乐此不疲的工作状态一
点儿都没变。

艾滋病患者的知心大姐

提起王克荣 ， 或许有人不知道 ，
但若换另一种提法———艾滋病患者的
知心大姐， 很多人就不陌生了。

她是我国第一位荣获英国 “贝利·
马丁奖” 的护士， 2010年获得全国先
进工作者称号 ，2012年入选中国好人
榜，被评为北京市百姓爱心明星、受百
姓喜爱的白衣天使， 同年当选中共十
八大党代表， 2013年荣获第44届南丁
格尔奖， 2015年王克荣再次荣获全国
先进工作者称号， 并作为劳模代表接
受了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劳模证书，
2017年当选为中共 十 九 大 党 代 表 ，
2018年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这一切的荣誉， 来自于她35年的
坚守。

1984年王克荣来到北京地坛医院
（传染病专科医院） 工作， 先后护理过
肝炎、 痢疾、 水痘、 麻疹、 伤寒等20
多种传染病患者。 接触艾滋病， 是在
1997年。

王克荣还记得当时医务人员进入
病房时， 都要全副武装。 “其实， 我
们病房刚刚收治艾滋病患者时， 我也
很紧张。” 后来， 一位患者的故事让她

改变了想法。
患者老李是一个工厂的车间负责

人。 有一天， 车间着火了， 所有人都
往外冲 ， 只有他毅然逆行冲进火场 ，
关闭了可能会引起大爆炸的阀门， 但
自己却被严重烧伤。 在后来的治疗中，
他多次输血， 很可能是在某次输血时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王克荣被这名患者感动了， 从那
时开始， 她就想着要多为艾滋病患者
做些什么。 她发现， 艾滋病患者在身
体遭受痛苦的同时， 还面临着精神上
的痛苦， 仅在病房里关心艾滋病患者
是不够的， 他们在走出医院后， 心理
上以及融入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都需
要帮助。 于是， 王克荣的手机里渐渐
存上了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电话 ，
微信里面多了很多艾滋病患者和感染
者好友。 每天无论多忙， 晚上王克荣
还会腾出一段时间给患者。 她常告诉
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 “有急事就打
电话， 微信我一定回。”

王克荣的爱心和质朴深得患者信
任， 许多她护理过的病人都亲切地称
她为 “王姐”。

红丝带之家汇聚爱的暖流

从一名小护士到红丝带之家的领
头人， 这中间， 王克荣和她的团队经
历了十多年的努力。 王克荣说： “帮
助艾滋病患者， 仅靠我一个人的力量
是不够的， 需要更多人参与其中。”

2002年， 王克荣来到英国伦敦晨
曦医院学习了一个月。 休息日，同事们
约王克荣去郊外游览， 王克荣拒绝了。
她两次来到南丁格尔纪念馆学习 、参
观。 感受南丁格尔护士鼻祖献身护理
事业的精神实质“人道、博爱、奉献”，体
会着这位伟大的女性放弃优越的贵族
生活， 挑战自己， 在克什米尔战地医
院开创护理事业的创新精神。 她边看

边流眼泪， 深深地为这位伟大女性的
事迹而感动。 她下决心要好好地向这
位受人尊重的护理界创始人学习。

回国以后， 她将在英国学习到的
艾滋病护理知识 ， 结合国内的情况 ，
总结出了适合本国开展的新的艾滋病
门诊护理模式， 即： 艾滋病患者生理
支持监测———心理情感支持———社区
关怀管理的护理模式。 这种护理模式
改变了传统的医院艾滋病门诊护理模
式， 护士在承担治疗任务的同时， 还
履行教育、 管理、 咨询、 培训等职责，
成为密切联系医师、 药师、 心理咨询
师和社会志愿者的核心。 在这种护理
模式下， 艾滋病患者在接受治疗的同
时， 还得到心理支持、 药物使用、 家
庭护理、 社会救助、 同伴教育等多个
方面的帮助。

2005年1月6日， 北京第一家以关
怀 支 持 艾 滋 病 患 者 为 主 的 社 团 组
织———北京红丝带之家注册成立。 自
成立以来， 红丝带之家平均每年接待
来自全国各地的感染者、 家属1万余人
次。 为了满足患者的需要， 红丝带之
家还开放了周末活动室， 每周日向患
者开放， 为艾滋病患者及家属提供专
业医疗咨询等服务。

志愿者达到2万余人

2002年8月至2003年10月， 红丝带
之家在河南的一个艾滋病高发村建立
了医疗点。 王克荣先后14次到河南艾
滋病高发村， 每次去都是周五晚上出
发 ， 周一返回医院上班 ， 非常辛苦 。
从2001年至今， 王克荣先后50多次到
中国的河南艾滋病高发地区工作， 云
南 、 新疆 、 广东等艾滋病高发地区 ，
安徽、 北京、 上海、 湖南等省市中低
流行区也都有她的足迹。

王克荣从繁忙的工作中体会到 ，
自己能力再大也是微小的， 必须要让

更多的人加入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 。
在她的影响下， 丈夫、 女儿都成了艾
滋病工作的志愿者。 她深入30家学校、
社区、 工地进行宣传， 受益人数高达
数万余人。 红丝带之家的志愿者也从
几个人发展到两万多人， 在册登记的
志愿者就达到1000余人。

截至目前， 北京红丝带之家志愿
者团队的志愿者累计已超过2万人， 注
册志愿者1000余人， 其中有医护人员、
大学生、社会工作者、心理医生、修女、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等等。

近年来，王克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
是推广“艾滋病个案管理”，即“从患者
新确诊时就开始提供支持，进行治疗前
咨询准备和服药依从性教育，等病情稳
定后再进行长期管理”。以前，一名艾滋
病患者从最初确诊到最终服药，需要患
者在医院确诊后，先到所在区的疾控中
心申请， 区疾控中心要报市疾控中心，
市疾控中心批准后，才能到定点医院取
免费药。

王克荣积极在全国推广国外先进
的艾滋病个案管理经验———专职人员
作为个案管理师，可为新确诊艾滋病病
毒阳性的感染者或患者进行为期3个月
的治疗前咨询和准备、 服药依从性教
育，然后转入红丝带之家，进行长期管
理。 过去，艾滋病患者确诊后要去疾控
部门申请审批，再回到医院治疗，这个
过程往往要花费一个半月时间。 自从
有了个案管理的绿色通道， 病人从发
现确诊艾滋病病毒阳性到治疗的时间
大大缩短， 最快只要6天左右。 王克荣
说， 个案管理模式让病人更好地在医
院接受长期随访， 好好吃药， 不仅很
好地抑制了病毒， 病人还能正常生活
和工作。

“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关爱艾滋
病患者的行列， 我愿做一辈子爱的使
者！” 王克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