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莹与老人

手牵手与伙伴机构联合举办的“死亡艺术节”的“休息一下”体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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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汶川到上海

出生于一个普通温暖的四
口之家，王莹笑称自己从童年到
青年时期都很“乖”。 艺术设计专
业毕业后， 她顺利进入广告行
业， 几年打拼后做到了客户经
理，年收入超过 30 万。 生活像一
艘行驶在平静湖面的船。

直到 2006 年， 王莹被告知，
母亲罹患癌症、生存期限可能不
超过一年。 当时的她“感觉自己
掉进了一个很深的深渊”。

一直以来，母亲在王莹心中
都是传统观念中“贤妻良母”的
典型，“很内向、很温和，没什么
大主意”。 然而，在陪伴治疗的一
年多时间中，王莹目睹母亲展现
出的强大而决断的力量，“觉得
重新认识了她（母亲）”。 王莹自
己也亲历了重症病患家属都可
能经历的情绪起伏和抉择拷问。

这份深刻的经历没有吓退
她，反而让她心生好奇。 母亲病
情得到控制后，2007 年， 在学医
的弟弟的建议下，王莹报名了华
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师资格证
培训班，结识了一批新伙伴。

2008年 5月 12日，汶川地震
爆发。上海市社区心理健康专委会
主任刘素珍组建志愿者队伍前往
灾区。 5月 28日，在当时的课程同
学、后来的创业伙伴和人生伴侣黄
卫平的鼓动下，王莹加入了第二批
志愿队伍，赶赴四川德阳灾区。

回到上海，王莹的心久久无
法平静。 什么都好，她和黄卫平
都想要做些什么。

在尝试了一段时间面向老
人的社会服务后，同伴黄浩提到
了成文武教授。 时任上海肿瘤医
院综合治疗科主任的成教授是
上海临终关怀服务项目的先行
者， 从 2005 年起便在院内试点
临终关怀病房。

“当时我们就也是很热血，
（和成教授）说你已经做了三年，
我们一起来再给你做三年！ 就这
么开始的。 ”

2008 年年底，王莹与黄卫平
联合发起了上海手牵手生命关
爱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手牵
手”），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第一家
在临终关怀领域进行创新探索、
社会动员的社会组织。

三年之后又三年，王莹也没
料到，自己竟一做 12 年。 奔波在
家、 办公室和医院等场所间，见
证衰老和死亡成为了王莹和伙
伴们的日常。

分床睡、西双版纳和烤串

“通常你听说某个人患上绝
症， 你对待他的方式就马上会发
生变化，就仿佛他马上就要死了，
或者已经死了。 ”王莹说，特别是
癌症患者，在确诊后、身体指征断
崖式下降前， 他们中的不少人还
会度过一段并不短的岁月。

“他说这样还不如死了算
了。 ”一位手牵手的伙伴提起自

己服务的一名癌症晚期中年男
子，患者睡眠状况不佳，妻子担
心影响其休息而选择分床睡，这
却刺痛了这位男士的内心，“他
还没死，他有对情感、陪伴，包括
亲密的身体接触的需求。 ”

实际上，在感知到自己大限
不远的时候，当事人的反应常常
不会是千篇一律的。 有人希望知
道自己的真实病情，有人选择拒
绝； 有人对死亡抱有强烈的恐
惧， 有人则看起来平静得多；还
有人会愤怒，会坚持争取着作为
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权利。

把他们当作一个活着的
人———“让他们在最后的阶段减
少痛苦、保有尊严。 ”在今年 1 月
的一场培训课堂上，王莹面对台
下的几十名志愿者学员，反复提
到“尊严”二字。

接受理论和案例的系统培训
后， 志愿者才能进入合作医院的
病房展开每周一次的临终关怀服
务。这些年来，手牵手团队发展了
超过 2000 名志愿者， 服务超过
8000人。志愿者中 95%为女性，而
在社会中， 女性也通常被认为是
临终人士的主要照料者。

即使受过专业培训，许多第
一次进入临终关怀病房的志愿
者，往往还是会被眼前的情景冲
击，也出现过志愿者受不住崩溃
的情况。“我们只是处在（人生）
不同的阶段而已，早晚我们也要
走到这一步的。 ”王莹告诉志愿
者，“保持自己自然真实的状态，
诚实地告诉患者，告诉他自己的
紧张、忧虑、或是害怕。 ”

“你这样才是个人。 你不是机
器， 你也要把对方看作一个人，而
不是一个快死的人。 ”把对方和自
己都当作一样的人，是与病人产生
联结、获得信任的第一步。

王莹在服务中看到， 不少照
料者在承受可能失去亲人之痛的
同时，还几乎失去了自己的生活、
背负道德和舆论的压力。 更有照
料者在家人去世后， 长时间无法
走出愧疚和哀伤。“所以要让家里
人明白， 他们曾经的付出被看到
了。 这对活着的家属很重要。 ”帮
助活着的人在巨大的悲伤下如常
生活，也成了她的目标。

也有临终希望志愿者协助
自己完成最后的心愿。王莹回忆
起，一位病人在临终前强烈表达
了去西双版纳的愿望，因顾虑身
体， 他的愿望遭到了家人的反
对。王莹和团队希望能够帮助病
人达成愿望，他们开始一边安抚
家属， 一边帮病人策划行程、提
供专业的行前关怀，甚至联络了
途经各地的应急处理部门。 然
而，在一切准备就绪、启程前的
一周，病人溘然长逝。 家人对王
莹表达了感谢，王莹却还是觉得
遗憾。

“通常情况下病人的心愿都是
比较小的。 ”王莹用吃烤串来举例，
“他想吃烤串， 但是他的身体条件
不允许，怎么办？很简单，可以买。”
愿望是吃烤串的人，也往往知道自
己无法畅快地吃了，但他也许在意

的是吃烤串的感觉，或是某个和烤
串相关的珍贵回忆。

“烤串只是一个物件，事实
上他讲的是一个感受、 一个情
绪。 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找到这
个感受。 ”

“临终关怀时常是病人意志、
家人意志和社会意志的对抗，很
多时候我都听到人说， 如果我们
之前讨论过这个就好了。 ”

于是，从 2015 年开始，除了
病床旁的照看陪护、哀痛和丧亲
辅导，手牵手团队也更多地转向
生死教育， 开启死亡咖啡馆、死
亡艺术节等活动，为公众创造讨
论生命、死亡，分享思考、疑惑和
自我价值信念探索的空间。

王莹感叹，“死亡”这个在中
国传统中很少被拿上台面的话
题，是时候被“前置”了。

挣出的一片空间

“临终关怀” 概念在上世纪
70年代后期传入美国，80 年代来
到中国。 1988 年，天津医学院建
立临终关怀研究中心， 自此这个
词语正式在大陆地区得到应用，
后又逐渐延伸至“安宁疗护”。

现实比定义更复杂，王莹在起
初投身临终关怀实践事业时，并未
预料到自己会面临何种挑战。

以志愿者身份在肿瘤医院
病房进行服务的前四年，上海市
在官方层面并未出台支持临终
关怀服务的政策。“那时你想做
再多服务，没有医院开（病床），
医保什么也都谈不上，人只能去
急诊，急诊只能处理一些急性的
问题，甚至可能连癌症病人身体

疼痛的舒缓都没有办法满足。 ”
想着上海每年 4万可能因癌

症去世的患者， 和他们背后的 20
万到 30万家人，王莹憋着一股劲，
想要争出一片空间。她开始找人大
代表、政协代表，请他们写提案，也
自己爬上网络平台大声呼吁。

2011 年，王莹在公益展台上
遇见了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俞
正声，并抓住了介绍的机会。“上
海经济搞得这么好，但上海人也
有苦恼。 医生没有（临终关怀）这
个概念，没有病床，要继续用很
多药、过度治疗的话，其实最后
病人是很痛苦的。 ”时任上海市
民政局局长马伊里也在场，随后
组织了相应部门展开调研工作。

2012 年 1 月，上海市开始出
台关于临终关怀领域的相应政
策，并将此类关怀定名为更易让
人接受的“舒缓疗护”。 同年，上
海市开起 18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舒缓疗护病床试点。

这些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机
构都配备了掌握相关知识、 技术
的医护团队， 受上海市卫计委管
理和监督。 对于希望安度最后时
光的末期病人， 他们几乎不再使
用手术、放化疗、心肺复苏等较为
激进的治疗方式， 转而选用疼痛
管理、症状管理、心灵关怀、家庭
支持、娱乐文化支持等方案。

几年之后，临终关怀阶段的
支持费用，也逐步纳入上海市居
民医保体系。 截至 2018 年，上海
76 家医疗机构开展相关服务、
200 余家医疗机构注册了临终关
怀科，累计拥有超过 900 张机构
床位、 超过 700 张居家床位，累
计服务临终患者 2.87 万人次。

前路

作为大陆地区第一家专注临
终关怀服务的社会组织， 已经走
过 12 个年头的手牵手在整个公
益体系内的同路人仍是寥寥。

资金是最大的挑战，但资金
短缺的背后还是理念上的抗拒。

“我们以前有时候会觉得很孤
独， 为什么没有什么人做这个。
有的人就很坦诚地和我们说，害
怕，做不了。 ”

面向企业的募捐更是难点，
相比教育、环保等领域，临终关
怀、安宁疗护服务机构并不受到
青睐。“企业捐款也还是要讲一
个吉祥如意的吧，捐给你们都是
死啊死的，不吉利。 ”王莹笑着解
释。 目前，手牵手主要依靠个人
捐款和基金会维持运转。

2016年， 王莹开始在自己的
左脸上摸到小肿块，并未在意。 两
年后， 她被确诊为淋巴上皮癌 II
期。“如果活下去，我不希望有一半
脸失去功能；我更不希望死的时候
脸上有难看的疤。 ”明晰了自己的
意愿后，王莹选择了姑息治疗。

所幸的是，治疗中最为艰难
的时刻已经过去。“这样的共同
经历带给我的服务对象很多信
任感，我们都是病友嘛。 ”一边说
着，她又爽朗地笑了起来。

创业初期， 除了机构没有资
金、政策无保障外，家人也并不理
解她为什么辞去体面的工作，选择
了这条听起来有些“晦气”的路。而
到后来自己面临治疗方案选择时，
家人已坚定地站在了她这边———
她清晰地记得那个转折点，“几年
前，我爸的一位同事在电视上看到
了我，回头和我爸说，你女儿做的
这个事情是积德的事啊！我爸就记
下了，回家一想，好像的确是这么
回事吧。 ”

家人的支持与十多年间一
线的积累，让她对于这份事业多
了一份信心，一份淡然，也多了
一份坚定。

如今， 尽管资金还是紧张，
但上海的政策开口已初步打开，
手牵手与同行者们和医疗系统
也在不停积累经验、刷新认知。

2019 年起，手牵手继续与几
家上海医院合作，将服务人群从
高龄老人， 拓展至重症青少年、
儿童。 上海之外，王莹也在各地
尝试培训临终关怀社会倡导志
愿者、参与疫情期间的特殊援助
和丧亲指导等，在为有需要的群
体服务的同时，也希望提高公众
对临终关怀的认知和接纳度。

12 年的探索和尝试，面临传
统和现实的双重挑战，王莹依旧
坚信，每一位临终者，都拥有不
孤独地死去的权利，拥有不被欺
骗、保持尊严、尽量避免痛苦的
权利。 每一份手牵手的培训手册
上，都印着 1976 年出版的《癌症
护理》的病人权利清单，其中第
一条就写道：“我有权利———被
当作一个活着的人对待。 ”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王莹：“他们有权利被当作一个活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