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④敢与死神赛跑的人

生命， 需要罗拉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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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告别》
·连载 35

������我是一个肿瘤科医生， 每天都接
触很多的坏消息。 所谓坏消息， 就是
与我们期望值相反且使人悲伤的消
息。 医疗上的坏消息有很多， 包括癌
症、 截肢、 瘫痪， 以及各种各样的功
能障碍等。

在我国， 对于坏消息的告知， 一
般都是实施保护性的措施。 我刚当医
生的时候， 老师就跟我说， 不要把坏
消息轻易地告诉患者。 而在美国， 医
生一般都是直接告诉患者坏消息的。
现在， 我国的 《执业医师法》 要求医
师应当如实地向患者或家属介绍病
情， 但是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良
的后果。 作为医生， 怎么能把坏消息
告诉患者， 又让患者不受刺激， 这其
实是很难把握的一件事。 我认为有几
个点需要把握：

第一， 正确的时机。 医生要充分
了解患者的病情， 选择合适的时间点
把坏消息告诉患者。 我们绝不能是在
病房里走着， 甚至还抽着烟， 来这么
一句 “你这病理结果出来了 ， 是癌
症”， 说完就走了。 而是要先对患者
的状况进行评估， 如果病人本来就很
脆弱、 非常敏感和紧张， 你就要掂量
掂量， 这个坏消息能不能告诉他。

第二， 正确的对象。 一般来说，
医生可以选择患者家庭里很重要的家
属作为告知对象。 我们一个学生， 跟
患者的亲属谈了一个小时， 最后发现
对方根本就不是家属， 而是他亲戚的
一个朋友。 一般我在跟患者家属谈话
时， 一定会先问 “您是谁， 您是家里
什么人 ？” 另外 ， 要注意的一点是 ，
当要告知的是特别重大的坏消息时，
一定不要当着所有家属的面宣布这个
坏消息， 而应该找这个家中的关键性
人物， 跟他认真地谈这个事儿。

医生能否直接和患者谈坏消息
呢？ 我认为， 未尝不可， 但最好找一

个安静的环境、 一个独立的空间， 来
告诉患者坏消息。 为此， 医生一定要
做好充分的准备， 比如， 对于直肠癌
患者， 他能不能保肛， 愈后是什么样
的， 这些医生心里都要有个底， 然后
才能去和患者谈。

把坏消息告诉患者的时候， 一定
留出充足的时间， 进行充分的沟通。
我根据自己的经验， 总结了三个基本
点 ： 一是问患者 “你想知道什么 ”。
如果患者说 “我想知道我这病严重不
严重”， 说明他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对自己的病不知情。 二是看患者 “已
经知道了什么”。 如果患者说 “哎呀，
我已经看到化验单了， 是胃癌”， 说
明他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三是告诉患
者 “我有办法”。 比如， 我会这样说，
“你现在是一个晚期的患者， 我会想
办法来帮助你”， 这样患者就不至于
在知道坏消息后绝望。

向患者本人告知坏消息还要因人
而异。 每个人对坏消息的承受能力是
不一样的。 有的患者特别敏感， 医生
就要非常谨慎。 我出门诊时遇到这样
一个患者， 他在门口徘徊了半天， 然
后手脚冰凉 、 浑身冒着冷汗地进来
了。 对于这样的患者， 医生在告知坏
消息时， 一定要避重就轻， 不要说得
太严重 。 “你的病情有点复杂 ” 、
“我觉得这个不像良性的”， 给他一个
缓冲的空间。 如果在患者没有任何思
想准备的情况下， 医生直接说 “你这
就是癌症” “你这个癌是晚期”， 那
对患者来说， 无疑就是晴天霹雳。 他
没有办法面对， 甚至可能想要自杀。

尽管对于心理脆弱的患者在告知
实情时需要注意策略， 但不要告诉他
“你没事”。 其实， 绝大多数的癌症患
者， 到最后都知道自己是什么病， 所
以瞒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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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初春他接受善终服务以来， 我的父亲好像到达了一个
新的、 不完美但是还可以把握的稳定状态。 靠着我母亲和她请
来的各种助手及他自己钢铁般的毅力， 他过上了数周的好日子。

的确， 每一天都有痛苦和屈辱。 他每天都要使用灌肠剂，
会把床弄脏。 他说镇痛药使他的头迷糊、 混乱、 沉重， 他对此
非常讨厌。 他不想 “被镇静”， 他希望能够见人、 跟人进行交
流。 然而， 疼痛毕竟是更糟糕的事。 一旦减少用药剂量， 他的
头就痛得厉害， 脖子和背也会刺痛。

然而， 够好的状态还是可能达到的。 在整个春天和初夏，
他都还能举办晚宴， 并坐在首座主持。 他为印度的大学制订了
新楼修建计划。 尽管难以控制他无力的手， 他每天还是发出十
多封邮件。 他和我母亲几乎每天晚上一起看电影。 我妹妹把新
男友带回了家， 觉得他可能是 “那个人” ———他们后来真的结
婚了， 我父亲为此高兴极了。 每一天， 他都会发现一些值得为
之而活的时刻。 几周变成了几个月， 似乎他可以将这种状态一
直维持下去。

如今回想起来， 当时其实是有征兆表明他不会维持很长时
间的。 他的体重持续下降， 他需要的镇痛药剂量不断增加。 通
电话的时候， 他的语速慢了， 句子之间有长长的停顿。 他解释
说他有时候觉得糊涂， 交流出现了困难。 他的世界的大门正在
缓缓合上。

8 月 6 日早上， 我母亲惊慌失措地给我来电话， 说： “他
没醒来。” 他有呼吸， 但是她唤不醒他。 我母亲解释说， 头天晚
上， 他坚持要吃一整片丁丙诺啡 （一种麻醉药片）， 而不像过
去， 只吃半片。 她劝他半天， 最后他都发火了。 他说， 他不想
痛。 现在， 他醒不过来了。 作为曾经的一名医生， 我母亲检查
了他的瞳孔， 瞳孔显示出麻药过量的特征。 我们决定等待， 等
麻药过效。

三个小时后， 她又给我打电话。 她叫了救护车， 而不是善
终服务机构。 我母亲说， 现在医生问要不要给他插管、 静脉滴
注维持血压、 转到 ICU。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个人的生命走
到尽头的时候， 也就是做决定的责任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的时
候。 我们很大程度上已经为这一刻做好了准备， 我们已经做过
艰难的谈话了， 他已经明确交代过他希望如何书写故事的结
尾———他不希望用呼吸机， 不想受罪； 他希望待在家里， 和他
爱的人在一起。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不遵循固定的方向， 这对代理人的心智
构成很大的困扰。 仅仅在一天以前， 他都还好像可以再活几个
星期， 甚至几个月。 我母亲的心都要碎了。

“怎么会这样？” 她问道， “我们确定他不能回到昨天的状
态了吗？”

我说： “看来不太可能。” 家庭所有成员对这类情况看法一
致的情况不多。 我第一个意识到我父亲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
我最担心犯下延长他痛苦的错误。 但是， 我妹妹， 特别是我母
亲， 觉得完全不确定他已经到终点了， 他们最怕犯的错误是可
能没有足够长地保持他的生命。 但是， 我们一致同意不让医院
采取任何进一步措施让他心脏复苏， 虽然希望渺茫， 我们还是
希望他可以坚持到我和妹妹赶过去见他。

那天上午稍晚， 我在机场登机口等候的时候， 接到我母亲
的电话。

她欣喜若狂地说： “他醒了！” 而且还认识她， 他甚至敏锐
到询问自己的血压情况。 可当我来到他床边的时候， 发现他对
于在医院醒来既警惕又不高兴。 他说， 谁都不听他的话。 他醒
来后痛得不行， 但是医务人员怕他再次失去知觉， 就是不给他
足够的镇痛药。 我请护士给他在家里使用的剂量， 但她必须得
到值班医生的允许， 而医生只同意给一半的剂量。

到凌晨 3 点时， 我父亲终于受够了。 他开始大声喊叫， 要
求他们给他取掉静脉注射， 让他回家。 “为什么你们什么都不
做？” 他吼道， “为什么你们让我遭罪？” 他已经痛得语无伦次
了。 他的夜班护士终于获许可以给他静脉注射大量的麻醉剂。
疼痛开始缓解， 他平静了下来。 但是他还是想回家。 置身旨在
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活命、 除此之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医院， 他
明白自己永远说了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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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坏消息
医生该如何跟患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