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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患者及家属经历患病、 受
伤、 悲痛、 甚至临终时， 如何为
他们提供专业的临床心灵关怀，
帮助其调整情绪， 改变认知， 树
立信心， 积极配合治疗， 活出生
命的价值？ 自 2007 年我院率先
在全国成立首家临床心灵关怀部
以来， 我们一直在实践探索， 特
别是针对晚期癌症患者的心灵关
怀服务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
义。 下面是一位临床心灵关怀师
引导意欲安乐死的临终患者转变
死亡态度的故事。

赵阿姨是接受居家宁养服务
的一位患者， 64 岁， 退休教师。
2016 年 6 月行胃癌手术及化疗，
2018 年 4 月胃癌转移， 腹部胀痛
加重。 赵阿姨丈夫 2016 年喉癌
去世， 她现居在女儿家， 长期卧
床， 需要女儿照顾。 赵阿姨因为
腹痛不适， 生活质量非常差， 加
之害怕拖累女儿， 因此有了安乐
死的想法。 赵阿姨女儿前来寻求
帮助， 希望母亲能够打消这种想
法 ， 安心养病 。 了解具体情况
后， 心灵关怀师对赵阿姨进行了
干预。

心灵关怀师首先会与患者沟
通交流， 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
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 让患者乐
意敞开心扉交谈， 这会让心灵关
怀探访事半功倍。

“我真的受够了， 死了就解
脱了。 医生， 你们就让我安乐死
吧!” 赵阿姨痛苦地请求道。

“您现在感到很痛苦， 并且
觉得安乐死可以让您摆脱痛苦，
是吗？” 心灵关怀师的眼神流露
出关心， 并给予赵阿姨肢体的抚
触， 藉此安慰她。 同时告诉她医
生会制定合适的止痛方案， 解决
她的疼痛困扰。

“如果疼痛缓解了， 您还会
有这个想法吗？” 心灵关怀师进
一步了解赵阿姨想要安乐死的深
层原因。

“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 赵
阿姨流泪道： “我的命运太坎坷

了， 丈夫喉癌刚过世， 我就得了
这个病。 我们愧对女儿， 我死了
她也解脱了。”

心灵关怀师仔细聆听赵阿姨
的诉说， 点头表示理解， 也给予
充分时间让她平复情绪。 随后，
心灵关怀师寻找积极的话题 ：
“我听说您以前是教师， 教书育
人桃李满天下， 真是令人尊重，
所以您把女儿也教育得这么优
秀。” 赵阿姨听了之后， 痛苦的
神情缓和许多， 并开始分享以往
的一些事情， 说起女儿也是特别
欣慰。

“我女儿负担太重了， 我对
不起她， 还不如快点死了算了。”
患者拉回现实， 黯然落泪。

“您觉得如果您提前结束生
命， 对女儿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
呢？”

“她可能会接受不了吧。 她
尽心尽力照顾我， 就是希望我能
好好地活着。”

“有没有想过其他人的看法？”
赵阿姨沉默一会后， 说道：

“可能别人会觉得女儿对我不好，
不想照顾我了吧？ 她一定很难解
释清楚。”

“您最放心不下的是女儿 ，
您如果提前结束生命， 最受影响
的人也是女儿。”

“你说得有道理。” 赵阿姨陷
入沉思。 停顿一会后， 她说道：
“可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您有什么心愿吗？” 心灵关
怀师予以引导， 帮助赵阿姨找寻
生活的目标。

“我孙女到过年的时候就满
6 岁了， 她好可爱好懂事， 我痛
的时候她会给我抹眼泪。 真舍不
得啊， 要是能撑到那个时候走，
我就没有遗憾了。” 赵阿姨期待
道。

“您孙女知道您这么勇敢地
跟疾病作斗争， 她以后的人生要
是遇到困难 ， 她也会积极面对
的。” 心灵关怀师鼓励道。

“是啊 ， 物质上太愧对她 ，

精神上不能再愧对她了 。 为了
她， 我也要坚持下去。”

“相信您可以的。 我们先把
这个设定为您目前的目标好吗？
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会一直陪伴
您的。” 心灵关怀师引导赵阿姨
发现了生之希望， 赵阿姨也非常
乐意接受心灵关怀师的建议。

结束与赵阿姨的交谈后， 心
灵关怀师与其女儿单独沟通， 告
知赵阿姨的想法， 同时了解女儿
的想法。 女儿认为母亲辛苦了一
辈子， 孝敬母亲是应该的， 有母
亲在也是幸福的。 只是女儿从来
没有跟母亲讲过自己的想法。 心
灵关怀师把女儿带到赵阿姨面
前， 鼓励她们直接沟通， 说出心
里的话。

“妈， 您把我养大， 我现在
照顾您是应该的， 这不是负担。
您在 ， 我就还有妈妈 ， 您不在
了， 妈妈我都没得叫了啊！” 当
女儿说出这话时， 赵阿姨非常激
动： “女儿啊， 我对不起你。 我
和你爸爸生病的日子里， 为了照
顾我们， 你付出太多了， 你受苦
了。” 赵阿姨拉着女儿的手， 说
道： “还好有你， 妈妈谢谢你！”

在交谈过程中， 心灵关怀师
在旁边适时引导和鼓励， 让赵阿
姨说出了心中的担忧和愧疚， 让
女儿表达了对母亲的爱， 通过道
爱、 道谢、 道歉， 双方充分表达
了内心所思所想 ， 也释然了许
多。

心灵关怀师是沟通者， 是患
者与亲人之间心灵桥梁的架构
者。 临床心灵关怀项目负责人刘
晓红女士曾说过： 心灵关怀并不
伟大， 它无法替代常规治疗， 也
不 能 起 死 回 生 ， 它 的 宝 贵 在
于———在眼神交汇、 指尖相触的
那一瞬间， 无论是对患者还是心
灵关怀师， 都会产生一种由心而
发的温暖， 使前者流连、 让后者
珍重。

湖南省肿瘤医院宁养院 黄旭芬
（刘孝谊 彭璐 整理）

������今天有一位患者来就诊时， 非
要送我一盆茶花。 我说不收时， 他
很着急， 说他是从贵州安顺来的，
他是通过我以前的患者介绍来找我
就诊的， 并了解到我喜欢茶花， 说
是他们的心意。 我顿时明白了， 这
是 3 年前的一个故事。

3 年前一个周一的早晨， 打开
诊室门， 忽然发现多了一盆茶花，
碧绿的叶子， 红色的花蕾， 惹人喜
爱。 以为是医院的绿化植物， 只是
花盆是个旧的土花盆， 不如以往的
绿植花盆好看。

待到傍晚下班路上， 接到一个
来电， 对方是一位女性， 她说她在
贵州， 前一段时间， 她丈夫病得很
严重， 特从安顺赶来重庆看病， 我
给他开了几贴中药， 服用后效果很
好， 疾病已经好转， 他们全家都很
开心， 要来给我说声感谢的话。 他
们山上产有山茶花， 她丈夫亲自挖
了一颗， 找了花盆， 昨日从家赶来
医院， 谁知是周末下午我未上班，
就托同事转放到我的诊室里了。 她
在电话里说了很多感谢， 最后叮嘱
我说， 花土他们在家已经调好了，
一年都不用换土。 我问她花的品种，
本来是想问她价钱， 把钱给他们，
但她说山上挖的不知道品种， 还让
我不要嫌弃。 我为了尊重和安慰他
们， 就说了我最喜欢茶花， 感谢他
们的心意。

到家后，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
安顺到江津， 一千多里呀！ 这么远，
一盆花， 他们是如何带来的呢？ 想
象一下， 从偏远山村， 用 1 个小时
到县城火车站， 再坐 5 个多小时的
火车到重庆火车站， 从重庆火车站
坐汽车到我们医院要 1 个多小时，
七八个小时， 送盆花， 并且花蕾一
个未损。 以前只在书里看到过千里
送鹅毛， 我却遇到了千里送盆花。

当时一句安慰的话， 于是有了
今天的故事。

山茶有华美之貌， 却无娇弱之
态。 “犀甲凌寒碧叶重， 玉杯擎处
露华浓。” 山茶， 具备许多花未有的
傲骨清风。 山茶花的花语是理想的
爱、 谨慎、 谦让。 在患者心中医生
应具备的品格， 应是仁爱、 谨慎。
医生心目中理想的患者态度， 应该
是谦让。 想来， 在这位患者心中能
比喻医生的花应该是山茶花吧。
作者： 孙景环 （重庆市江津区中医
院） 来源： 中国医学人文

������作为一名医生， 适时地展现
亲和力， 对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
系十分重要。 那么， 哪些品质会
让患者觉得医生有亲和力呢？

学会表达同理心 同理心就是
向别人展现你理解和在乎他的能
力。 它是医患沟通的关键， 会直
接关系到患者的满意度和患者对
医疗服务的依从性。 很多医生因
为长时间看病， 同理心已被消耗
殆尽， 无法做到设身处地地为别
人着想。 所以， 为了重新拥有这
种能力， 医生需要不断练习， 需
要慢慢去倾听， 逐渐学习， 才能
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

微笑 在接待病患前， 先深呼
吸一下 ， 然后满面笑容地走进
去。 即使是面对自己或患者最黑
暗的日子， 都要保持微笑。 一个
微笑， 会给很多事情带来光明。

眼神交流 说话的时候， 看着
患者的眼睛， 让他感受到你的倾
听、 关注和关爱。

个性接触 与诊断性接触 （如
身体检查） 不同的是， 个性接触
可以让患者更好地感受到医生所
持有的同情感。 个性接触包括握
手、 拍背或短暂的拥抱等行为。

增加 6秒的倾听时间 研究显
示， 普通医生的倾听时间为 18～

23 秒。 但事实上， 在不被打断的
情况下， 患者罗列他们主诉症状
的平均时长需要 29 秒。 所以， 请
多给每位患者 6 秒钟的时间， 它
不仅能提高你的患者满意度， 还
能为你节约大量的调查工作， 让
你获得一个颇有见地的正确诊断。

培养好奇心 很多医生为了获
取快速、 标准化的病史信息， 学
会了压制自身的好奇心。 其实 ，
这样做很不人性化。 医生需要怀
着诚挚的兴趣， 通过倾听患者来
获取病史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也
展现自己的亲和力和同理心。

来源： 丁香园

茶花满路开做有温度的心灵关怀者

有亲和力的医生需具备哪些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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