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包包大公开⑤

流淌的生命
包包主人： 韩东吉，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
2016 年， 韩东吉成为湖北省第八批援藏干部与人才、 湖北省 “组团式” 医疗援藏队的一

员， 这是去年底韩东吉返回时包包的一角， 包含一本无偿献血证。
在救治藏族同胞的过程中， 韩东吉深刻地感受到了雪域高原临床用血严重紧缺， 萌发了在

雪域高原献血的意愿。 随后， 韩东吉通过了身体健康情况的评估， 在 1 年内先后为两名准备手
术的藏族妇女献血， 他把时间和流淌的生命都送给了西藏。

作者： 蔡敏 朱逸 来源： 健康报文化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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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告别》
·连载 30

������生活就是选择， 而选择无尽头。 刚做
完一个选择， 下一个选择又摆在了面前。

肿瘤穿刺结果显示我父亲患的是星
形细胞瘤， 这是一种恶化相对缓慢的癌
症。 身体复原以后， 本泽尔医生建议父
亲把结果给放射肿瘤医生和神经肿瘤医
生看看。 他们建议他做放疗和化疗， 治
疗可以使他保持能力达数年， 甚至可能
恢复一部分能力。 我父亲犹豫不决， 但
在家人和医生的劝解下， 他同意了。 可
是， 结果证明这些预测愚不可及。

他们给他做了一个身体模子， 让他
躺进去， 这样， 他每次治疗的时候都处
于一模一样的位置。 他要在那个模子里
躺一个小时， 脸上紧紧地套着一个网眼
面罩， 在放疗机咯哒着、 旋转着把每天
的伽马射线照进他的脑干和脊髓的时候，
他的身体挪动不超出两毫米。 然而， 随
着时间的推移 ， 他觉得背和脖子痉挛 、
刺痛， 这个体位一天比一天更难以忍受。
放疗也逐渐造成轻度的恶心感， 吞咽的
时候伴有尖酸的喉痛 。 在药物的作用
下， 症状可以忍受， 但是药物引起乏力、
便秘。 治疗以后， 他会睡一整天， 这是
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几个星期
的治疗以后， 他的味觉消失了， 他们没
有提到过出现这种后果的可能性。

到了冬天， 他的体重降到 120 斤左
右， 左手的麻木和疼痛没有减轻， 而是蔓
延到手肘以上， 下肢末端的麻木延升到了
膝盖上方， 耳朵里的响声伴发了眩晕感，
左脸开始下垂， 脖子和背部的痉挛继续
存在。 医生给他服用刺激胃口的和控制
疼痛的药， 而这些药使他产生幻觉。

我们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 专家一
直指望肿瘤会缩小， 症状也会随之减轻，
然而并没有。

术后半年的 MRI 复查后， 他和我母
亲打电话给我， 告诉我肿瘤长大了。 医
生建议我们找肿瘤医生做化疗。 几天后，
我去克利夫兰和父母一起去看病。 这位
肿瘤医生的风格属于资讯型， 10 分钟左
右的时间， 她就展示了八九种化疗选项，
即使作为一名医生， 我也听晕了。 她唯
一没有提出或者讨论的就是不采取任何
措施。

“此刻， 我觉得脑子一团迷糊。 我
耳鸣， 有放射状手臂疼痛。 我走路也有
困难。 这些就是我目前的问题。 这些药
会加重任何一种症状吗？”

她承认会加重症状， 但是还得靠药
物。 虽然我和我父母三个人都是医生，
但是我们都难以跟进讨论。 选项太多了，
每一种可能的方案都有太多的风险和好
处需要考虑， 而谈话一直没有涉及他关
心的问题———找到一条让他最有机会维
持他觉得有价值的生活的途径。 她只是
提供数据， 而我父亲得做选择： 他想要
红色药片还是蓝色药片？ 至于选项背后
的意义， 则一点儿都不清楚。

作者： 阿图·葛文德

������上午 10 点多， 李颖昏昏
沉沉地拖着像灌了铅的双腿，
一截一截楼梯地爬向五楼自己
的家。 她是北京市某三甲医院
ICU病房的一名护士， 今年 36
岁。 上午 10 点到家是因为她
刚刚上了从晚 8 点到早 8 点的
12 个小时夜班， 再加上上下班
路程、 交接班、 下班洗澡等时
间， 应该算是 15 个小时， 如
果赶上开科会、 培训等， 时间
就更长了。

四十岁左右、 女性、 上有
老下有小、 临床工作 10 多年，
在中国， 这样的护士群体有近
100 万人， 教科书上尊称她们
为高年资护士， 但她们自称老
护士。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接
触的很多老护士， 普遍存在一
种无力感 ， 既有来自眼下工
作、 收入、 身体、 家庭、 社会
的压力， 又有来自对自己前途
的迷茫。

青春饭、 收入低

大多数护士的生活有点像
大学生 ， 医院和家 ， 两点一
线 。 比如周一白班 12 小时 ，
周二夜班 12 小时， 周三下夜
班补一天觉， 周四休息一天，
周五白班 12 小时……一年 365
天循环往复， 除了春节可休息
四五天外， 其他节日与医护人
员基本无关。

这样的工作状态如果放在
夜班， 叫做 “瞪眼班”， 意指
需要睁大眼睛随时盯着， 以区
别于那些有事起床、 没事睡觉

的夜班。 由于是在 ICU 工作，
李颖面对的都是急重症病人，
经常会遇到抢救， 更加辛苦。

但护士的收入却普遍不高，
即使像北京这种首都城市中的
三甲医院， 也仅是从四五千元
到七八千元不等， 个别像协和
医院， 护士收入可以过万的，
毕竟凤毛麟角， 更遑论那些基
层医疗机构的护士了。 这一收
入水平在北京生存， 还要养活
一家老小， 压力可想而知。

上升路径狭窄

根据目前的职业路径， 在
中国的公立医院中， 护士存在
两条上升渠道， 第一条是从护
士进入管理岗 ， 即成为护士
长。 但这条路径注定仅是那几
个人的事情。 李颖告诉 21 世
纪经济报道记者 ： “我们科
100 多个人， 只有一个护士长，
没有几个护士认为， 在自己的
职业生涯中可以成为护士长。”
第二条上升渠道是职称晋升，
从低到高为初级护士、 初级护
师、 主管护师、 副主任护师、
主任护师。 每个职称均有年限
要求， 并需要考试通过。 一般
来说， 高年资护士大多取得了
主管护师的职称 。 越往上越
难， 而且职称与职位没有直接
关系， 与收入的关系也仅是两
三百元钱的差距。 因此， 职称
的职业晋升路径对改善护士的
实际境遇作用不大。

因此 ， 大多数年龄在 40
岁左右或以上的高年资护士，

都在护理部系统里排队等待调
换岗位， 如门诊护士， 以不上
或者少上些夜班。

被浪费的资源

其实， 高年资护士是及其
宝贵的医疗资源。 在 “2018 护
理创新发展论坛” 上， 国家卫
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表
示： “大概有 30%的高年资护
士在人员安置使用上存在浪
费。”

公立医疗系统内部， 也在
探索护士发展路径。 国家卫健
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去年 7 月
份， 协助安徽省卫计委将一些
高年资护士遴选出来， 经过培
训和资质认证后到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或乡镇医院去， 在庐阳
区、 芜湖市、 蚌埠市试点。

高年资护士到社区中心主
要发挥几个作用： 医联体连接
不实， 可通过一个高年资护士
做纽带， 促进联系； 第二是业
务指导， 特别是基层机构的感
染管理、 护理管理； 第三是开
设护理专科门诊， 重点是围绕
老高糖、 婴幼儿、 孕产妇。

专家表示， 可以去一个社
区中心担任社区中心的技术总
监， 也可以做专项技术总监，
特别是神经科、 内科、 儿科、
妇产科等。 老护士出路已经开
始了有益的探索， 只有让护士
“越老越吃香”， 护理事业发展
才能回到正轨。

作者： 陆宇
来源： 21世纪报道

高年资护士
是极其宝贵的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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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指导， 特别是基层机构的感
染管理、 护理管理； 第三是开
设护理专科门诊， 重点是围绕
老高糖、 婴幼儿、 孕产妇。

专家表示， 可以去一个社
区中心担任社区中心的技术总
监， 也可以做专项技术总监，
特别是神经科、 内科、 儿科、
妇产科等。 老护士出路已经开
始了有益的探索， 只有让护士
“越老越吃香”， 护理事业发展
才能回到正轨。

作者： 陆宇
来源： 21世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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