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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尽在《上游新闻》

在陈相莲的印象中，病人们的临终
心愿简单朴实，有的是去楼下花园走一
走，嗅嗅腊梅香，有的是能抱一抱孙子，
有的是回老家看看，“这些都是对生命最
后的留恋。一旦实现了小小的心愿，也
会帮他们减轻痛苦。”

曾有一位病人的临终愿望是去某地
旅游，但当时已无法下床，于是家人赶去
外地拍了一堆照片带回来。病人躺在床
上一张张翻看照片，露出满足的笑容，好
像自己就身在美景之中，最后笑着离开
人世。

巫如菊照顾过的一位女病人王梅
（化名）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从小觉得妈
妈偏心，一度关系很僵，王梅患病五年来
从没来探望过。王梅伤透了心，一再说
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这个不懂事的女儿。

一次，巫如菊一边帮王梅清洗溃烂
流脓的伤口，一边听她哭诉与大女儿的
恶劣关系。同样作为母亲的巫如菊，从
王梅怨恨的言语中听出了她的后悔，和
想见女儿的心愿。“如果她们不能互相原
谅，对两人来说都是一辈子的遗憾。”那

时王梅身体状况已非常差，巫如菊心想，
必须抢在死神前面达成王梅心底的愿
望！回来后，她和同事到处打听王梅大
女儿的联系方式，终于拨通了电话。

对于电话那头一开始的沉默，巫如
菊真诚地讲述了王梅的状况，以医务人
员和一位母亲的身份劝说道，“你以后想
再叫声妈妈可能都没机会了。其实她一
直非常爱你，哪个母亲不心疼自己的孩
子呢？她盼着你能回家，有你在，家才完
整。”

在巫如菊的努力下，相隔五年之后，
母女俩终于见了面。大女儿看到已经瘦
得变了形的母亲，再也忍不住，一下子把
母亲搂在怀里抱头痛哭，久久不愿分开。

在王梅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两个女
儿天天陪伴在她身边，一起反复翻看从
前的老照片，讲着只有她们知道的故事，
时而大笑、时而流泪。王梅说，这是自己
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幸福中的妈妈没有遗憾地走了。王
梅的丈夫和两个女儿专程来医院致谢，
三个人也没说过多的话，只是静静地、深

深地向医护人员们鞠了一躬。那一个鞠
躬很久很久，再起身时都已是泪流满面。

“当时我努力克制着，但泪水也止不
住往下流。”巫如菊轻轻拥抱了王梅的两
个女儿，感受着从王梅那里延续下来的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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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9日上午，难得的冬日阳光穿透重
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宁养院洁净的窗玻璃，洒
在一面卡片墙上。卡片约有150张，每张上面都写
着一个名字。

电话铃响，身穿白大褂的范小平拿起电话。“老伴上周走了，走得很
安静。”电话那头，老奶奶的语气舒缓而平和，“我替他向你们告别。感
谢你们几个月来的指导和陪伴，他才走得没有痛苦……”挂上电话，范
小平默默地将墙上一张卡片抽出来。墙上的空缺，又多了一个。

几乎每天，范小平和同事都会面对这样的离别。身为医护人员，她
们的工作不是救治病人，而是帮助被命运宣判了死刑的癌症晚期患者
面对死亡，安然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她们的工作也被称为——临终关怀。

■记者手记
尊重死亡 尊重生命

作为一个特别怕死的人，我多次想过自己会怎么死，然
后跑去问爸妈，“要是我哪天死了，你们…”只得到一个干净
利落的回答：“滚！”

死亡，是我们生活中害怕触及的话题。当我们谈着死
亡，其实谈的却是活着的问题。宁养院女医护工作者们身
上有一种特别积极阳光的东西吸引着我，那就是她们坦然
对待生死的态度，她们比我们更懂得尊重死亡。

尊重死亡，也就是尊重生命。当真正理解死亡是一个
自然会发生的、谁也无法逃避的自然规律后，活着就变得加
倍珍贵。现在的我依然畏惧死亡。不过，我已经知道，我最
该做的，就是好好活着。 本报记者 纪文伶

阳光与阴暗，情绪咋排解
阳光般温暖的笑容，是在这群女性医护人员脸上见得

最多的表情。她们对美和生活的热爱，不比其他女孩子
少。不管是去办公室，还是上门看病人，她们通常都会先照
照镜子，上个淡淡的妆，涂点口红，系一条鲜艳的丝巾，让自
己看上去更漂亮更精神。

但毕竟看多了生死离别，难免会有负面情绪，那该如何
排解？陈相莲的秘诀是通过运动宣泄，下班后去健身、游
泳、练瑜伽、打太极拳，甚至广场舞也去跳过，出一身汗，冲
个热水澡，将残留的悲伤情绪全部释放。此外，听轻快的音
乐也能让自己放松。

做临终关怀时间最长的医师何以鸿和护师巫如菊，在
入行之初，也曾有情绪波动的阶段。何以鸿解压的方式是
旅行，到户外走走，看大海的壮阔和星空的璀璨，人在大自
然面前的渺小，可以让她的心更宽广更坦然。她也经常与
家人分享病人的故事，在她的影响下，家人对生死都很淡
然。而巫如菊则通过唱歌、看书等方式消除心中的不适感。

年纪最小的“85后”范小平医师，有时会在朋友聚会时
给心情不好的闺蜜分享病人勇敢和病魔作斗争的故事，“人
家这么艰难都在努力活着，咱们有什么好想不开的！”

新生和离去，都同样重要
“治好病人是一种成就感，我们通过努力，送病人安详地

离开，是另外一种成就感。”在何以鸿看来，生与死，都令人敬
畏。新生儿的平安健康出世，和病人的平静离去，同样重要。

巫如菊说，虽然这是一个天天都会见到悲伤的工作，但
看到原本无助的病人，经过临终照顾，生理和心理的痛苦得
到缓解，没有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自己也能从中获得快
乐，“在目前医学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坦然接受死亡，以一种
不避讳死亡的态度来生活，是最好的选择。”

如何看待死亡？陈相莲说，其实自己也怕死，但这份职
业让自己认清生命的本质，正确面对死亡，“我们也会从病
人身上汲取力量，不断反省、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

“谁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呢。”范小平年纪最小，但她
也从病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乐观、坚强。“见多了痛苦，
教会自己更珍惜生活，不那么惧怕或早或晚来到的死亡。”
她说，其实很多病人一开始难以接受，但人是有韧性的，慢
慢地大都能够接受。病人去世时的状态，会影响很多身边
的人。病人走得痛苦还是安详，对家属未来相当长一段时
间的生活来说，是截然不同的。

“和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病人打交道，让我们有机会提
前思考人生。”罗琼医师认为，从出生时的狂喜，到最终的告
别，生命这场旅程都应该充满尊严。

当巫如菊看着病人的生命一点点地消逝，心里还是会
难受，但她知道，既有生的璀璨，就有死的苦难，这是生命的
过程，任何人无法选择。她们能做的，就是让这份痛苦少
点，再少一点。

从病人家里走出来，1月里少有的明媚阳光落在巫如
菊脸上。她淡淡一笑，说了一句：“生死两相安。”

本报记者 纪文伶

B面背后的生活

■相关链接

每年至少550人获临终关怀
2001年8月，宁养院由李嘉诚基金会与重医附一院合

作创办，旨在通过提供镇痛治疗、心理辅导等方面的照护，
最大限度地减轻晚期癌症患者的疼痛，舒缓患者及其家属
的心理压力，改善患者生活质量，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开。这
也是我市目前唯一一家免费为贫困癌症病人提供临终关怀
的机构，每年至少有550名重庆人获得了这样的临终关怀。

重医附一院宁养院主任黄华介绍，和一些发达国家相
比，临终关怀在我国刚起步，还在探索阶段，他们所做的都
是最基础的工作。但这将是未来一大趋势，越来越多人在
关注癌症晚期病人的感受。

我市贫困晚期癌症患者
可申请免费临终关怀

主城符合条件的晚期癌症患者都可申请免费止痛药物
和心理疏导等临终关怀服务。

所需资料：1.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原件及
相关疾病资料；2.居委会等开具的贫困证明原件；3.病人和经
办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4.病人户口本原件。

服务流程：家属带上资料到宁养院门诊，经工作人员审
核合格后，进行登记和相关资料的了解。宁养院工作人员
安排进行居家探访，家属则根据电话约定前来带路，医护人
员到病人家里进行评估、指导。家属每周按宁养院规定时
间到医院取药，并进行药物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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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面直面的生死

重医附一院三号楼的一端，和急诊室、住院
部不太一样，这里走廊上的水生植物长得青翠
繁茂，墙壁上贴着粉红色花朵和七彩斑斓的蝴
蝶剪纸，气氛温馨、宁静。然而，在这里工作的
六位女性医护人员，却随时都在直面生死。

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不断有卡片被抽
出，意味着一个个生命的离去，又不断有新的卡
片填充进来。宁养院为每位患者都建立了一份
档案，从2001年至今，共7765份。但除了墙上
现有的，其他的几乎都已变成“死亡档案”被封
存。

晚期癌症病人来到宁养院后，平均在世时
间只有104天。

在这里，医护人员的职责从“帮助病人恢复

健康”转向“减轻痛苦”。她们的工作，就是陪伴
帮助这些生死边缘的人平静面对死亡，帮助他
们的家人平静地接受亲人的逝去。

她们会从专业角度为病人评估疼痛值：1-3
分为轻度，4-6分为中度，7-10分为重度。手
指被割破流血的感觉通常是2-3分，在恶性
肿瘤终末期，八成以上病人存在中到重度疼
痛，有的甚至达到10分，超过了自然分娩。难
以忍受的痛，加上精神和经济压力，有时会让
病人陷入绝望而选择自杀。但受到临终关怀
的病人，疼痛程度有的会从9、10分迅速降到
1、2分。

因为临终关怀给予病人的，不仅是生理上
的药物止痛，还有生命最后的心灵抚慰。

生命最后的抚慰

45岁，超市售货员，离异，带着患老年
痴呆的母亲和20岁的女儿生活；去年1月
查出乳腺癌，做过手术，但无法阻止癌细胞
扩散，6月起回家休养……2018 年 1月 3
日，宁养院社工师陈相莲第五次上门为王
琴（化名）做临终关怀。

在万丰二村王琴的家，卧室被一张旧
床占了大半。包裹在被子中的王琴头发蓬
乱，干瘦的脸颊凹了进去，盯着天花板低声
呻吟，听到有人进来，才略微转动了一下眼
珠。

陈相莲径直走到床前俯下身，微笑着
轻呼：“王琴呀，又见面了哟。”听到熟悉的
声音，王琴啜泣起来：“好恼火哦，不想再活
了，活起太累了。早点解决了嘛……”

陈相莲没马上接话，一边听一边微微
点头，又靠近了一些，左手放在王琴手背
上，轻轻拍打着。过了片刻，王琴哭声渐
弱，合上眼，靠着枕头喘气。

见王琴停止了哭泣，陈相莲沉吟片刻，
温柔而清晰地又叫了一声病人的名字，轻
轻拉起女人的手说，“你看你这段时间表现
多不错的，家里人给你换药也换得非常
好。大家在想办法呢，都希望你好好
的。”顿了顿，她又问，“是不是遇到什么事
了？来，慢慢说。”

原来，王琴不久前摔了一跤造成小腿
骨折，现在无法动弹。陈相莲小心地掀开
被子，检查了病人有些浮肿的腿，提醒家属
得注意多帮着翻身。她查看了病人尿管里
尿液颜色是否正常，以及枕头高度，看病人
的姿势是否合适、舒服。

“王琴呀，我们知道你很辛苦。你非常
勇敢！要继续下去哟。你看，女儿每天都
来照顾你，老公（前夫）经常来给你拿药换
药，真的是很不错。开的止痛药你坚持吃
没有？”

“嗯，吃了不那么痛了。但晚上睡不
着。我害怕。”

“你在怕什么？”
“一想到自己的病，怕屋里人要遭累

惨。”
“王琴，你听我说，你现在最重要是照

顾好自己，不要担心他们。你想象一下，要
是现在躺床上的是你老公，或其他家人，你
得不得管？”

“要。”
“对了嘛。一样的道理，家里每个人生

病我们都不会抛下不管，所以你也不要有
任何心理负担，不用自责。你照顾好自己，
就是为家人分忧。”

“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要发生在我身
上，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婚也离了，活不了
多久，又骨折。”

“王琴，咱们不去看失去的，要看得到
的东西。你看你前夫这么贴心，完全是在
做他责任之外的事情。女儿也上班了可以
养活自己。没什么你不放心的。”

“现在这种状态不晓得还有好久哟。”
“恩，你放轻松，听点舒缓的音乐。随

着病情发展，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我
们要接纳它，心态放松了，就不一样。”

王琴渐渐安静下来，表情也平和了。
陈相莲发现给手机充电的插线板放在被子
上，就告诉王琴这样容易漏电不安全，嘱咐
家属替她拿走；又发现王琴手上还绑着不
再使用的留置针，为了让她更舒服，找来棉
签将留置针取掉。

陈相莲的手没离开过王琴，目光对视
中，一遍遍鼓励病人。“对了的”“很不错”一
直挂在嘴边。在王琴家探视的45分钟，陈
相莲和医师罗琼一共说了12句“你真棒”

“你真的很不错”。
两人给家属提出三个建议：一、买个气

垫床垫，多翻身，防止长压疮。二、卧室窗
户开大一点，让空气流通。三、想办法保证
病人大便通畅，使用开塞露、乳膏糖等，防
止肠梗阻。

清澈的眼睛，笑起来浅浅的酒窝，5
岁的晓晓（化名）乖巧又让人心疼的模
样，如今，护师巫如菊还会时常想起。

2017年4月，腹膜后神经母细胞癌
让晓晓不能站立和行走。第一次见面
时，巫如菊蹲在孩子面前，温柔地问：“晓
晓，身上哪里疼呀，指给阿姨看，好吗？”
虚弱的晓晓抬起瘦弱的手臂，指指腹部、
大腿、小腿，用稚嫩的声音哀求：“这里，
这里，还有这里，都有痛哦！阿姨你可以
帮我赶走它们吗？”

巫如菊评估了孩子的疼痛程度和身
体状况，请医师为他开了用于镇痛的
药物。晓晓的疼痛很快减轻，又可以重
新抱起毛绒玩具，咯咯地笑。

然而，随着病情发展，晓晓经常发
热、呕吐，腹腔的肿块逐渐长大，体重只
剩下十多公斤。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一个人时常会轻轻啜泣，然后问：”爸爸，
我的病会好吗？如果，不会好起来，那会
怎么样呢？妈妈，我好害怕……”

家人不知如何应答。巫如菊得知后

也思考了很久，该如何对一个5岁的孩
子谈论生死？

再一次来到晓晓家后，巫如菊坐到
晓晓身边，搂着他瘦弱的肩膀说，“晓晓，
你知道吗？树上的鸟儿会离开他的家，
鱼缸里的小鱼有一天会突然停止呼吸，
小花猫因为生病最后离开了妈妈。”说到
这里，她停顿了一下，故作神秘地问：“他
们，最后是去到哪里了呢？”

晓晓瞪大了眼睛，显得很迷惑。“他
们呀，是去了一个叫做天堂的地方！”巫
如菊指指头顶说，“那里没人生病，没有
疼，天蓝蓝的，空气特别芬芳！还有好多
新奇的玩具，想玩什么都可以……”

听到这里，晓晓眯着眼甜甜地笑
了。巫如菊拉着晓晓的手说，“晓晓呀，
要是有一天到了天堂，那里有最惦记你
的外公（在晓晓出生前已去世），他会笑
眯眯地看着你，陪着你一起玩各种玩
具。”

巫如菊悄悄观察着孩子的反应，又
继续说：“爸爸妈妈呢，他们会一直温柔

地看着你，给你祝福！等他们老了，也会
到天堂去找你哦……”孩子乖乖的似懂
非懂地点点头。

一个月后，晓晓去了巫阿姨描述的那
个美丽的地方，临终前，他已没那么恐惧。

静静握住她的手，就好

像这样上门探访患者，是临终关怀员日复一日的工作。临终关怀除了给病人做
疼痛评估，开合适的止痛药，还要为病人进行心理干预。陈相莲说，绝症病人遭受着
身体和心理双重压力，陪伴和倾听非常重要。在患者觉得安全的环境中，面对没有利
益关系的人敞开心扉，释放所有的情绪，或多或少能减少痛苦。与病人适当的身体接
触，能让对方感觉到关心，因此，久久地握住病人的手，认真、安静地倾听对方说的每
一句话，不断的鼓励，是最好的沟通方式。

她们说：

面对5岁孩子，该怎么解释生死

在巫如菊看来，教患绝症的孩
子面对死亡，是一件残酷的事，但无
法避免。像《寻梦环游记》那样温暖
的“死亡教育”对孩子来说很有必
要。她有一个念高一的女儿，从小
就用身边小动物的死亡为例，慢慢
灌输生死的概念。

研究过儿童心理学的巫如菊认
为，与其说是未知的死亡，不如说是
与亲人的彻底分离更让孩子害怕和
恐惧。因此要减轻他们的痛苦，首
先得让他们明白，即使是死亡，也不
会把一家人分开。

那一个鞠躬很久，再起身已是泪流满面

她们说：

巫如菊说，其实大多数病人都
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过如果亲
人不肯说，他们也就没捅破这层
纸。有的话老憋着，双方都不好受。
她建议，这种情况下，不适合一味给
病人说“你一定会好”之类的话，可以
说一些类似“你觉得自己情况怎么
样”的话，试探着了解病人的想法。

临终关怀工作者们清楚，癌症
晚期病人的病情随时可能会恶化，
如果有所准备，那么还有机会在病
人走之前完成一些心愿，尽量少留
遗憾。

她们说：

宁养院办公室病人卡片墙，每周都在发生变化。

陈相莲社工师与前来取药的病人家属交流，了解病人的最新状况，从而制定关怀计划。

巫如菊护师在病人家中进行护理和心理疏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