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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疗护：让患者温暖离世
点头 ，眨一次眼 ，意思是

“给我输液”。 生命最后
的 10 天，88 岁的张军（化名）在北
京市海淀医院安宁病房里， 这样
同医生交流。

自 2017 年 3 月正式启动至
今，作为全国首批安宁疗护试点
医疗机构之一，北京市海淀医院
安宁病房已接收癌末患者近 300
人次，送走病患约 200 人。

安宁疗护，旨在为疾病终末
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专
业医疗照护和人文关怀，帮助患
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 截
至目前，全国已启动两批安宁疗
护试点，累计服务患者 28.3 万人
次。 不过，我国安宁疗护机构数
量仍严重不足，难以满足老龄化
趋势下的迫切需求。

有尊严地度过最后 10 天

第 9 次化疗。 张军的身体撑
不住了。 他下定决心，不再住院。

2015 年 4 月，86 岁的张军被
确诊结肠恶性肿瘤。 9 次化疗之
后，在他的强烈坚持下，家人同
意让他回家疗养。

即便是身体情况急剧下
滑———不能独立行走、 饭量减
少，甚至全身疼痛，张军仍不同
意回到医院。 用他的话说，确诊
后从检查、治疗、化疗到转院，是
一个“无奈、无主、痛苦”的过程，

“疲于奔命更谈不上生存质量”。
而在家疗养，生存质量能有大幅
提升。

2017 年 4 月 24 日， 张军突
发全身疼痛，到了必须去医院打
止痛针的程度。 在剧烈的痛苦
下，张军不得不妥协接受急诊治
疗，入住了海淀医院安宁病房。

海淀医院安宁病房是北京市
安宁试点病房之一。2016年底，作
为试点地区，海淀区 29 家医疗机
构报名了安宁病房。次年，第一批
全国安宁疗护试点启动。

不同于普通医疗机构，安宁
病房的治疗理念，是为疾病终末
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
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和
人文关怀， 控制痛苦和不适症
状，提高生命质量。

“我们接收的患者，平均住
大概两周。 ”北京海淀医院安宁
疗护病房主任秦苑介绍，全世界
大部分安宁病房都是从癌症末
期病人照护开始的，因为癌末病
人痛苦症状最多，最需要医疗的
帮助。 另一方面，由于病房资源
有限，“压床病人”是“无法承受
之重”。

这样的理念令张军改变了
主意。 入住安宁病房 10 天后，张
军于 2017 年 5 月 4 日离世，享年
88 岁。

入住病房“并非易事”

在安宁病房最后的日子里，
张军得到了最大限度选择治疗
方案的“权力”。

秦苑及其团队会征求他的

意见。“他实际上是一位失聪老
人，每次我们都会把问题写在白
板上，让老爷子自己决定，比如
‘要不要输液’，他点头，眨一次
眼，手指在我掌心点一下就代表
同意……每次我们都是这样慢
慢跟他沟通的。 ”秦苑说。

家人也表示， 最后的日子
里，张军遵从自己的意愿，自己
选择治疗方案，“最后离开得很
安详、温暖、有尊严，这对所有人
来说都没有什么遗憾了。 ”

召开“家庭会议”，是患者入
住安宁病房后很重要的一件事。

秦苑介绍，家庭会议是由患
者及其家属、 病房医护人员、心
理师、社工等共同进行的一个会
议，目的在于让所有人了解患者
的病情、处境和期待，理顺一些
问题，“患者此前没有理顺的矛
盾，在他临终前都会集中爆发。 ”

此外，安宁病房对癌末患者
提供的照护包含了多个方面：控
制症状，减轻患者疼痛、呼吸困
难、呕吐等身体不适，“最大限度
降低身体上的痛苦”； 保持患者
皮肤完整清洁、呵护身体、芳香
呵护等方面的舒适护理；满足患
者心愿、安抚情绪等对患者与家
属的心理、 社会和灵性支持；善
终准备以及遗属哀伤辅导等。

“想让患者走得‘好’，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需要安宁
病房多学科全团队的支持。 ”在
海淀医院安宁病房， 有医生、护
士、心理师、社工，根据需要还会
有营养师、药师、康复师，还有数
量庞大的志愿者。 秦苑形容，这
是一个庞大的“作战”团队，缺一
不可。

不过，能入住安宁病房“绝
非易事”。

海淀医院安宁病房一共有
两间病房，男女各一间，每间病
房 3 张床。 此外，还设立了一个
单间，这实际上是一个“告别空
间”， 患者生命体征不稳定即将
离世时，医院会给患者及其家人
一个比较私密的空间。

从病床数量就能看出，病房
与患者之间构成了一个双向互
选的关系。 入住有两个“硬性标
准”———癌症末期、两周。

比“硬性标准”更重要的，是
入住前病房与患者及家属的晤
谈。“晤谈最重要的目的是了解患
者本人的真实诉求， 他到底想以
什么样的方式离世， 这实际上是
病房选择病人最重要的标准。 ”

从恐惧到尊重

两年多来，秦苑也经历了很
多与患者本人意愿相违的案例。

“有的家属不想再投入资金
了，患者感受到被遗弃；有的患者
不愿接受治疗想安详离世，但家属
绝不放手；有的患者一辈子都是一
个战士，他不想来安宁病房，想与
死神抗争到最后一分钟……”

像这样的问题和分歧， 会出
现在患者住院的各个环节。 分歧
出现的最主要原因，在秦苑看来，

是我国当下“生死教育”的不足，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没有做到位，
最后一个环节通常会很困难。 ”

接触安宁事业之前，对秦苑
来说，“死亡”是一个绝对的“负
能量事件”，是让人恐惧的，甚至
从来没想过什么是死亡，“以前
我们的理念更多的是‘生命不息
抢救不止’， 但自从接触了安宁
事业之后，才发现人生的告别可
以是温暖的、令人尊敬的。 ”

安宁病房的工作人员都曾
经历过类似这样对“死亡”态度
的转变。 很多新来的工作人员最
开始会觉得很害怕，尤其是看到
穿上寿衣后的病人时，无法面对
护理的病人的离去。

秦苑回忆，海淀医院安宁病
房成立初期，曾有一名新加入的
工作人员，完全无法接受其照顾
的患者离世，觉得“为什么刚刚
还好好的，现在就离开了我们”，

甚至在护理逝者的遗体时，出现
了严重抵触、恐惧的情感。

但是伴随着在安宁病房的
不断学习、认知，她开始慢慢认
识到，“死亡”并非此前狭隘的认
知。 后来，这名工作人员能够做
到，即便是有很深感情的患者离
世，她也可以很坦然地为其做去
世后身体的清洁工作。

带着这样的恐惧前行，秦苑
及其团队的每个人都开始真正
理解安宁疗护的真正意义，开始
理解了死亡实际上是自然生命
过程中的一部分。“死亡并不可
怕，每个人都可以温暖地、有尊
严地逝去。 ”

“面对死亡，我们从恐惧到
尊重。 ”这是秦苑及团队成员在
两年多安宁疗护工作中收获的
最大改变。

2017 年，第一批全国安宁疗
护试点除了北京市海淀区之外，

还包括吉林省长春市、上海市普
陀区、河南省洛阳市、四川省德
阳市。 经过一年半建设，形成了
医院、社区、居家、医养结合、远
程服务五种模式的基本体系。

世卫组织将一个国家的安
宁疗护体系分为六个层级，在最
高层级下，无论患者在什么地方
都能获得安宁疗护服务；安宁疗
护理念广泛普及，全民认知程度
非常高；安宁疗护在公共卫生政
策中得到充分体现，在国家政策
中有完整构架。

秦苑表示， 参照这样的标
准，我国的安宁疗护整体还有非
常多不足。 配套的财政、法规及
法律方面的支持， 学科人才建
设、准入标准、用药规范、培训课
程、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社会的

“生死教育”，现代的临终关怀理
念等，这些都才刚刚起步。

（据《文摘报》）

2020 年 10 月 10 日是第十
六个 “世界安宁疗护日 ”，今年
的主题为“我的照顾，我的安慰
（My Care, My Comfort）”。“世
界安宁疗护日” 由世界卫生组
织（WHO）发起，世界安宁缓和
医疗联盟（WHPCA）于 2004 年
在全球推行 。 “世界安宁疗护
日”的设立，对于提高对患有限
制生命疾病的人及其家人的医
疗、社会、实践和精神需求的认
识和理解有着巨大作用， 至今
已获得 77 个国家的相关组织
的积极响应与大力支持。

自 1988 年在上海南汇成
立了国内第一家临终关怀医
院———南汇县老年护理医院以
来， 上海安宁疗护服务已走过
30 余年的历程。 2019 年 5 月 ，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启动全国
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 上海成
为全国唯一整体开展试点的地
区。 一年来， 上海积极推进试
点，通过开展基线调查、制订服
务规范、实施能力培训、完善补

偿机制等方面， 有力推动了安
宁疗护持续、规范、高效发展。

目前， 全市 246 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已全部开展安宁疗
护服务，覆盖率 100%。其中 217
家依托家庭病床， 开展居家安
宁疗护服务；106 家开展病房安
宁疗护服务 ；98 家同时开展居
家与病房安宁疗护服务。 居家
与病房相结合的安宁疗护服务
体系得到基本建立。

除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外， 安宁疗护逐步向二三级医
疗机构延伸。 各区依托区内综
合性医院、护理院等，建设辖区
内安宁疗护中心， 强化安宁疗
护服务技术支撑和转介平台建
设， 畅通安宁疗护双向转诊渠
道。 部分三级医院融合安宁疗
护服务理念， 将安宁疗护融入
日常诊疗、住院服务中，安宁疗
护服务体系建设初具成效。

目前上海全市共有 8000
名专业人员从事安宁疗护服
务 ，普遍组建了医生 、护士 、社

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康复医
自 2019 年 9 月 至 2020 年 8
月， 全市共提供安宁疗护服务
1.16 万人次， 为疾病终末期病
人与家属减轻了痛苦， 带来了
关怀，送去了尊严，有效提高临
终病人和家属的生活质量 ，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对本市
从事安宁疗护服务的 274 家医
疗机构进行调查， 这些机构安
宁疗护病人人均出院医疗费用
相当于这些机构人均出院医疗
费用的 51%； 满意度测评结果
显示， 病人及家属的满意度均
保持在 98%以上。

安宁疗护是与人民生活密
切相关重大民生和公共服务 ，
已成为健康上海的重要组成部
分， 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与社会发展水平。 上海将继续
不断推进安宁疗护服务， 让安
宁疗护理念融入到越来越多医
疗机构、养老机构中，守护最后
一程，维护生命尊严。

（据央广网）

世界安宁疗护日：上海全面试点一年硕果累累

【相关链接】

2018 年 12 月 18 日，浙江宁波市鄞州区明楼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中心， 一位护士安抚
着一位患者，这样的抚摸让患者心理更舒适

2018 年 4 月 20 日， 山东青岛市交通医院的
护士正在护理一名 104 岁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