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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氏静卧养生法之静功，
是传统医学气功门类， 通过
练睡功而拥有良好的睡眠 ，
让能量在人体睡眠时对身体
进行调养， 对自我修护、 提
高身体素质大有裨益。

来源： 医影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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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告别》
·连载 12

������对菲利克斯·西尔维斯通而言， 管理老年生
活、 改变令人不安的现实是他终身的工作。 50 年
来， 他是全美老年病学的领头人。 但我认识他的
时候， 他自己也已经 87 岁了。 他感觉得到自己
的心智和身体在日渐耗损， 他花了一辈子研究的
问题， 到最后自己也难以幸免。

菲利克斯是个幸运的人。 即便 60 多岁的时
候发生了一次中风， 使他几乎丧失了一半的心脏
功能， 他还是无须停止工作； 79 岁的时候他差点
儿发生心脏停搏， 但他还是能继续工作。

到了 82 岁时， 他不得不退休了。 问题不在
于他的健康， 而是由于他妻子贝拉的健康。 贝拉
70 岁的时候， 视网膜病变削弱了她的视力， 10
年后， 她几乎完全失明。 菲利克斯觉得把她一个
人留在家里不再安全， 于是他于 2001 年放弃行
医。 他们搬到波士顿之外马萨诸塞州坎顿的退休
社区果园湾。 这里距他们的儿子更近一些。

果园湾是独立居住区， 服务包含做家务、 换
洗被子及提供晚餐。 一旦需要， 菲利克斯和贝拉
可以要求升为辅助生活， 包含提供一日三餐及每
天一个小时的个人护理。

这不是一般的退休社区， 而且即使一般退休
社区的一个房间每年的租金也达 3.2 万美元。 门
槛费一般是 6 万美元， 最高达 12 万美元。 而与
此同时， 80 岁以上老人的收入中位只有 1.5 万美
元。 一多半进驻长期护理机构的老年人花光了全
部积蓄， 只得依靠政府资助的福利才住得起。 最
终， 美国老年人失能并入住疗养院 （年花费比独
立生活多 5 倍以上） 的平均时间超过一年。 这是
菲利克斯拼命想要避免的结局。

作为一个老年病学专家， 他努力客观地记录
他所体会到的变化。 他发现他的皮肤很干燥， 嗅
觉退化了， 夜间视力变差了， 很容易感觉疲劳，
也开始掉牙齿。 但是他采取了所有他能够采取的
措施。 他使用润肤霜避免皮肤裂口， 他避开高
温， 每周骑三次健身脚踏车， 每年看两次牙医。
他最关心的是头脑的变化。 “我的思路不像过去
那么清晰了，” 他说， “我以前半个小时就可以
看完 《纽约时报》， 现在需要一个半小时。” 而且
即便如此， 他也不确定他理解的仍像过去那么
多。 “我已无法一边想事情， 一边穿衣服， 同时
确定衣服已经完全穿好。” 菲利克斯作为老年病
学专家的知识迫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衰老， 但并不
能使之更容易接受。

“偶尔我的情绪有些低落，” 他说， “我觉
得我有反复发作的抑郁。 它们还不至于令我丧失
能力， 但是它们……” 他打住话头， 试图找到合
适的词， “它们令人不舒服。”

尽管他有种种局限， 但是他的目标感给他以
鼓励。 他说， 那是与促使他从医同样的目标感：
在某些方面， 可以帮助到周围的人。 入住果园湾
才几个月， 他就协助指导健康委员会改善社区的
保健服务， 组建了一个退休医生杂志阅读俱乐
部。 他甚至引导一位年轻的老年病学医生完成了
她的第一个独立研究———调查居民对 “心脏骤停
时不做心脏复苏” 这一决定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 他对于子女和孙子孙女， 尤其
是妻子贝拉的责任感。 失明和记忆力问题使贝拉
变得极其依赖他人。 如果没有他， 那贝拉只好进
疗养院。 他帮她穿衣服、 监督她吃药。 他给她做
早餐和午餐 ， 带她散步 ， 带她看医生 。 他说 ：
“现在， 她就是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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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这两周， 我都在大
柳树医院待着。

这是一家民营的精神专科
医院， 在北京东四环再偏东一
点的位置。 跟大多数精神专科
医院一样， 它处在城市的边缘
地带。

这里比想象中宽松、 和
谐。 随意进出的大门， 让我卸
下了戒备。 没有那些所谓精神
病院奇观的东西。 一位女病人
正顶着略为夸张的妆容在厨房
准备这天的晚饭， 会五国语言
的男病人也正安静地坐着晒太
阳， 就在他坐的地方， 曾经有
位病人用粉笔在地上用 C 语
言写了一段程序。

在后来的日子里， 陈顺水
成为我在这里最好的朋友。

在我们见面的第一个小
时， 他就告诉我， “我不觉得
所有的疯狂都是不好的， 我的
一些疯狂帮我建立了我的生命
体系”。 我后来告诉他， 福柯
和他说过差不多的话， 福柯觉
得， 不应该把疯狂看成一种疾
病， 疯狂是人类真相的一部
分， 就像死亡也是人类在时间
领域的真相一样。

陈顺水是一个在 24 岁时
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
者， 他现在已经 47 岁了。 他
告诉我， 他的目标是， 未来他
能控制自己， 想出院的时候就
出院。

过去的 20 几年里， 陈顺
水在精神病院进进出出， 他始
终无法完全控制自己， 有一次
甚至就是在自己的生日派对
上， 亲戚朋友欢聚一堂， 他突
然就指着电视里的人物开始骂
起来。

生日之后， 他又被送进医
院。 这是人生中的第四次， 母
亲拿他没有办法。

陈顺水告诉我， 在这里的
很多病人并不遗憾自己这一生
与精神疾病相伴， 他们不追求
康复， 只追求找到自己的生
活。 但在中国， 很多精神病人
都没办法真正回到社会， 精神
病院有一道 “旋转门” ———住
院———回家———再次发病入
院， 无论是社区还是家庭都还
没有强大到知道应该怎么应对
精神病人。 人们是以一种更技
术化的方法来应对各种状况，
如果你 “发病” 了， 那你就吃
药或待在医院。

北京一家精神卫生防治
院曾对住院患者进行调查 ，
其中的一半人是符合出院条
件的； 医院召开家属座谈会
却发现， 家属全都坚决反对
患者出院。 有一些病人只有
靠死亡这种方式才能真正离
开精神病院。

医院里的陈顺水有一个
iPad， 一个 iPhone， 他用十指
撑地的方式做俯卧撑， 每天抽

两包烟， 和母亲视频一次， 在
手机上看节目， 打游戏， 拥有
一个原力觉醒机器人， 床头摆
着一本 《大江大海 1949》， 他
可以为医院的病友解决大部分
电子产品的问题。 他做了一个
时间修改意见书， 想要挑战现
有的时间制度。 在这个意见书
里， 他修改了现行时间的 24
小时制度， 也修改了每个小
时、 每分钟、 每秒的时长。 并
在一天早晨拜托外出的病友把
他的时间修改意见书带到邮
局， 寄给了 NASA （美国航空
航天局）， 向太空探索者发去
了他的意见。

修改时间制度， 意味着什
么， 会有什么后果， 我问过陈
顺水很多次， 可是我们也讨论
不出个结果来。

他把这个意见书打印复印
了上百份， 放在衣柜里， 遇见
值得信任的人， 他会毫不吝啬
将其作为一个礼物送出去。 而
在他的主治医生眼里， 陈顺水
的这项人生成果， 却只是一种
思维障碍。

陈顺水总不断向我重复一
句李宗盛的歌词， 他认为这是
他的人生写照 “一生涓滴意
念， 侥幸汇成河”， 时间修改
意见书让他这一生没有什么遗
憾， 如果下辈子也必须这么过
的话， 他也愿意。

来源： 公众号“偶尔治愈”

我在精神病院待了两周

������我曾应邀参加过几位移
植病人庆祝他们新生举办的
活动， “今天我 5 岁了！ 感
谢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这是
一位年过六旬的肝移植患者
在生日宴上说的第一句话 ，
其欢喜雀跃的神情犹如孩童。
看到移植患者类似这种结婚
生子、 驰骋职场的场景， 对
我们医务人员来说是内心最
为幸福欣慰的时刻。

几天前， 我一口气读完
了 《一碗阳春面的回忆》 这
本书。 本书作者是台湾中山
纪念医院安宁疗护病房的周
希诚博士， 他被贫病交加的
一家七口生死患难的亲情所

震撼， 带领他的团队细致入
微地进行 “全人、 全家、 全
程、 全队” 的照护， 积极救
治病人， 提高生活质量， 直
至病人有尊严地安详离世 。
一碗面的故事代表着生命中
永恒的价值———“爱”。 书中
的一句话我十分认同， 那就
是 “与生命沟通， 不只是一
种艺术， 也是一种态度， 一
种境界”。

周 医 师 在 书 中 写 道 ：
“每天累到睡死了， 但是睡醒
了又生龙活虎地去治疗与陪
伴被病痛折磨的患者。” 通过
辛苦工作之余用心记录下的
真实故事， 他希望把 “生命

之火” 点燃， 照耀出医学灿
烂光明的内涵。

当我们从选择白衣天使
这一神圣的职业那一刻起 ，
可能就要比常人多一份慈悲
悯怀 。 不仅要爱至亲的人 ，
还要对那些身患疾病， 因信
赖而求助于我们的人怀有同
情仁爱之心， 理解他们渴望
健康生活的心愿。 当我们尽
力帮助他们时， 生命会因我
们的抚慰而更美好， 我们的
生命和灵魂也将持续散发光
芒———照耀他人的同时 ， 我
们也将身处光明。

作者： 董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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