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遇见最美
的光” ———全国
医务人员摄影大
展， 是面向全国
各地的医疗卫生
工作者征集的以
光为主题的优秀
摄影作品。 医务
人员对患者努力
救治的工作瞬间，
让我们看到生命
最美的光。

我遇见最 的光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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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堂 《内科学》 的大课， 由武汉大学第
一临床学院呼吸内科学胡苏萍教授主讲。

胡教授走上讲台， 放下讲义， 并未打开。 她
首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暴风雨之后的傍
晚， 汤姆在海滩上散步。 那里有很多低浅的洼
地， 里面有积水， 成百上千条小鱼被暴风雨刮到
岸上， 在浅水洼地中挣扎， 可以预见， 这些鱼不
久将会干死。 突然， 他看见前方有个小男孩， 不
停地俯下身体， 掏起浅水洼地中的一条条小鱼，
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回大海。

汤姆对孩子说， “你这样做， 有什么用呢？
这么多鱼！ 谁在乎呀？”

孩子头也不抬地继续拾着鱼， “也许吧。 但
是， 对这一条、 这一条、 还有这一条， 它们在乎。”

故事讲完后， 胡教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们一
会儿， 就开始了 《内科学》 的授课。

19 年过去了， 胡教授讲的专业知识在我脑海
中日渐模糊， 但那个故事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
中。 尤其独当一面处理医疗相关事务工作以来， 我
越发体会到了胡教授的良苦用心。 在临床工作中，
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病人， 目睹了太多的生老病死，
不可避免会出现职业倦怠感。 每当此时， 我的耳边
都会响起胡苏萍教授讲的那个故事。 是啊， 人世间
的病人如同故事中的 “小鱼” 一样， 会有很多， 我
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去一一医治他们。 但是， 对于
我们遇到的每一个病人， 我们的工作便格外重要！
因为 “健康所系， 性命相托”； 因为 “这一条、 这
一条、 还有这一条， 它们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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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描述】

48 岁的闫大姐因盆腔可
扪及硬块、 伴有腹痛、 月经
量增多， 到所在城市的市人
民医院妇科就诊。 B 超检查
结果显示： 有多个大小不一
的子宫肌瘤， 符合手术指征。
接诊的尹医生建议患者子宫
全切。 闫大姐感到非常害怕，
尹医生安慰道： “这是一个
微创手术， 术后恢复快， 痛
苦小， 我们每年都做好多例
呢 。 放宽心 ， 不必这么害
怕。” 闫大姐的丈夫拍了拍她
的肩膀说， 听医生的。 随后，
患者办理了入院手续， 等待
手术。

子宫肌瘤手术进行得很
顺利。 术后， 闫大姐身体虚
弱， 也吃不下任何东西。 当
晚， 闫大姐就感到头晕， 血
压低， 下床上厕所， 就晕倒
在厕所门口了。

第二天上午， 闫大姐的
身体状况陡然恶化， 被紧急
转运到 ICU 抢救。 一个小时
后， 闫大姐的丈夫和独生女
小 悦 先 后 匆 匆 赶 到 医 院 。
ICU 的黄医生神情凝重地对
患者的丈夫和女儿说： “患
者病情十分严重， 大小便失
禁， 大出血， 目前处于休克
状态。” 小悦眼泪夺眶而出，
急迫地问道： “大夫， 我妈
妈什么病呀？ 怎么会这么严
重 ？” 黄医生轻声地告诉女
孩： “你妈妈现在疑似主干
肺栓塞 ， 一种致命的并发
症 ！” 待父女俩情绪略为平
静后 ， 黄医生进一步解释
道： “超声显示： 患者的右
心增大明显， 血液瘀积， 左

心受压明显， 收缩力明显下
降。 患者的心跳骤停了好几
次， 医护人员正在实施胸外
按压。” “如果溶栓， 可能还
有一线生机； 不溶栓， 可能
马上就不行了 。” 小悦与神
态慌乱的父亲简单交流了几
句 ， 随后明 确表示同意溶
栓。 一个小时后， 黄医生再
次从 ICU 出来向父女俩急速
地交代病情： “患者右心在
慢慢缩小 ， 说明溶栓有效 ，
但病情依然相当危重， 仍有
出血的风险 ， 最怕是脑出
血。” “心跳维持住了， 请了
心内科、 介入科会诊， 建议
继续目前疗法。”

转入 ICU 的第二天， 心
脏彩超的结果显示， 患者血
栓溶开了 ， 心脏恢复了正
常———这是主干肺栓塞患者
抢救能预见的最好效果了 。
黄医生向一夜都守候在 ICU
病房外的父女及时告诉了这
一好消息 。 但是到了晚上 ，
父女俩得到的消息却是： 病
人对光反射消失了， 自主呼
吸消失了， 疑似脑出血。 进
入 ICU 的第四天， 头 CT 显示
了闫大姐蛛网膜下腔出血 。
第五天清晨， 刚刚过完 48 岁
生日的闫大姐没有来得及与
丈夫和心爱的女儿做任何交
代就撒手人寰了。

事后， 小悦问当初给母
亲实施了子宫全切手术的尹
医生： “为何事先不告诉我
们会发生如此凶险的并发症？
早知如此， 我们就不做这该
死的手术了！” 尹医生一脸无
奈地说： “我们科室手术多
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术后主
干肺栓塞病例了， 再加上你

妈妈当时非常害怕做手术 ，
所以术前也就不 忍心告诉
她。”

【伦理评析】

案例中， 尹医生基于如
下两方面的考虑选择了不告
知患者存在肺栓塞的风险 。
一、 本科室多年没有出现过
子宫肌瘤手术导致主干肺栓
塞病例； 其二、 闫大姐非常
抵触做手术， 而告知她存在
着小概率但极其凶险的肺栓
塞风险信息后就很可能促使
她放弃对自身有益的手术 。
尹医生的 “不忍心” 在情感
上可以理解， 但在伦理上难
以得到辩护， 因为患者及其
家属因信息掌握不全而无法
做出最佳抉择。

该案例还揭示了一个临
床伦理中重要的风险感知问
题 。 风险是一个不良事件
（伤害、 疾病或死亡） 的概率
乘以该事件的后果。 闫大姐
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医生的手术风险感知出现偏
差。 尽管有大量文献报道了
在手术过程中肺栓塞发生的
概率及其后果， 但医生因本
科室未发生过严重不良事件，
而对这种 “可能性风险” 重
视不够， 甚至存在侥幸心理
而没有告知患方。

总之， 考虑到医学的局
限性、 不确定性， 以及医生
的风险感知和风险规避策略
的差异性， 医生要准确识别
风险类型、 严重程度和发生
几率， 让患者充分了解风险
信息， 实质性地参与到临床
方案的选择之中。

来源： 健康报

������ “周奶奶， 这是今天的药， 您老等下吃了饭
过半小时就吃啊， 别忘记了。” 湘潭市第三人民
医院九病区心内科陶伟恕医生查房时不忘叮嘱病
人， 几天后， 周奶奶出院， 她偷偷地找到陶医
生， 硬是塞了一个红包放到他的口袋里……

周奶奶的感谢是发自内心的。 心血管内科以
老年患者居多， 由于儿女工作忙， 很多时候都是
一个人住院， 儿女只饭点送饭， 下班来看看老
人。 老人家记性不好， 经常忘记吃药， 每次陶医
生查房的时候， 总是问他们有没有按时吃药， 会
打开抽屉看看药的分量， 计算自己是哪天开的，
吃了几天， 来推算病人有没有按时按量服药。 刚
出院不久的周奶奶就是这样的， 一个人住院， 因
为儿子媳妇要上班， 一般就是饭点来送饭， 下班
了来陪一陪。 有次陶医生查房的时候看到周奶奶
药没有吃， 而且应该是近两天都没吃， 就对周奶
奶说 : “您这几天都忘记吃药了， 不按时吃药 ，
是控制不好病情的， 您的药我收回去， 每次要吃
的时候我再给您送过来， 以免您忘记。” 就这样，
不管多忙， 陶医生都按时按量给周奶奶送药， 直
到她恢复出院。 周奶奶非常感激， 又想不出更好
地表达谢意的办法， 就准备了一个红包送给陶医
生。 盛情难却， 陶医生只好先收下， 最后周奶奶
出院结账时， 护士长将红包原封不动地退给了周
奶奶和家属。

一句有温度的话语悄然打开了冰封的心扉；
一双有温度的手抚平了满是创伤的心灵； 一个有
温度的眼神让绝望的人重燃希望的火花……一名
医生， 如果心灵有温度， 他的患者就会如沐春风。
陶医生就是这样一个有温度的人， 他是个细心暖
心的大个子， 他用专业的态度和过硬的技术， 诠
释着医生的神圣， 守护着每一个患者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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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概率事件
可以不告诉患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