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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人文作为一项职业素养着力培育人文
关怀能力， 其本质是人性甘泉的灌注， 是服务者目
光、 语言、 肢体 （体温）、 知识、 情感、 意志、 心灵
的投入， 常常表述为关注、 关切、 关心、 关情、 关
怀。 其特征是发自心灵深处的真牵挂 （不娇揉， 不
做作）、 普适性 （无差别）、 难测评 （不易量化， 评
估， 定价的模糊与泛化）、 无止境， 包涵着理想主义
的 “乌托邦” （无痛、 无疾、 无死、 无哀） 希冀。
价值基线是慈悲为怀、 宽厚为怀、 无条件、 无歧视。
其精神底蕴是仁爱， 博爱天性， 对弱者的悲悯， 利
他主义的道德境界， 同病相怜的体验映照。 其难点
是关怀的具象化、 细节化、 强度、 可感受性。

临床医学人文训练不仅增进人文胜任力， 还
旨在刷新医学人文的观念， 重新标定临床医学的
价值基线， 一是重新审视医学的目的与张力， 譬
如真理与情理， 知识与信仰， 知识增长与精神发
育， 科学与人学， 技术与人性。 二是认同语言的
抚慰、 故事的启迪、 观念的隐喻跟手术刀、 药片
一样重要， 有时比它们更重要。 三是确认照顾比
治疗重要， 陪伴比救助重要。 治疗、 救助的窗口
小又窄， 照顾、 陪伴的窗口大又宽， 医学无法包
治百病， 但可以通过照顾、 陪伴关爱百人， 情暖
百家 ， 安顿百魂 。 四是认识身—心—灵 、 知—
情—意、 救助—拯救—救赎 （救渡） 的递进关系，
树立更高的救治目标。 五是明白医学人文关怀不
仅只是怜爱。 仅有爱是不够的， 要帮助病患确立
新的生死观、 疾苦观、 医疗观。

作者：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王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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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塞拉利昂医疗队队长周曦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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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昂地处西非 ， 人口约
750 万， 2014 年埃博拉在西非等国
爆发， 塞拉利昂是主要疫区之一。
在疫情爆发前， 塞拉利昂全国医生
数量却只有 300 多个， 平均每 1 万
人有 1.4 个医生 、 护士和助产士 ，
是世界上人均医护占有量最少的国
家之一。 2014 年， 埃博拉疫情使本
就脆弱不堪的卫生体系更受打击，
疫情爆发后的数月时间内 ， WHO
数据统计显示， 塞拉利昂有 128 名
医护人员感染。 且塞拉利昂大部分
医疗从业者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
内， 不论在城市 （镇） 还是在广大
的乡村地区， 全科医学正逐渐彰显
其重要性。

正是因为亲眼目睹了塞拉利昂
缺乏的全科医学人才的窘境， 湖南
省人民医院梁力晖主任， 作为原中
国 （湖南） 第 19 批援塞拉利昂医
疗队队长， 在援塞期间就萌生了写
一本科普书的想法。

2018 年， 回国后的梁力晖队长
积极申报了湖南省科技厅的重点研
发项目： 非洲国家全科医学适宜技
术推广， 终于借此项目一偿夙愿，
为非洲地区、 尤其是塞拉利昂等英
语国家深度推动全科医学适宜技术
推广和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 作出
了有益且有效的探索， 具体工作路

径， 呈现以下几个亮点：
第一， 编写全英文教

材。 根据非洲国家流行病
学调研结果， 拟定符合非
洲国家国情的常见病、 多
发病病种报告， 针对非洲
国家疾病分类特点和实际
医疗需求， 结合内科、 外
科、 妇产科、 儿科、 传染
科等各系统疾病在非洲的
发病情况， 编写了一本全
英文教材———《非洲全科
适宜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内容涵盖四个部分： 非洲
国家常见病 （高血压、 冠
心病 、 脑出血 、 颅脑感
染、 消化道溃疡、 伤寒、
疟疾、 艾滋病、 霍乱、 糖
尿病等）； 常见的急诊处
理 （过敏性休克、 哮喘、
自发性气胸 、 消化道出
血、 烧伤、 蛇咬伤、 高血压急症的
处理 ）； 常见诊疗操作 （插胃管 、
灌肠、 导尿、 止血、 心肺复苏、 清
创缝合 、 换药等 ） 及日常护理操
作。 该教材不仅提供给塞拉利昂及
津巴布韦医院的工作人员和学员使
用， 还捐赠给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学
员。

第二， 开展远程网络培训。 在

《非洲全科适宜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教材的基础上， 丰富课程内容， 由
湖南省人民医院及湖南省肿瘤医院
专家进行线上全英文授课， 内容包
括： 机器人在妇科手术的应用、 心
衰、 高血压、 膀胱肿瘤、 泌尿系结
石的诊治、 颈部疾病、 呼吸衰竭、
乳腺癌、 心血管病的预防等。 不仅
教授理论知识 、 实际诊疗中的经

验、 门诊管理， 还充分互动， 使得
非洲学员对疾病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 共计培训全科医师 100 人。

第三， 普及中医药适宜技术。
中医药适宜技术具有 “简 、 便 、
效、 廉” 的特点， 适合非洲国家开
展和普及。 项目组专家为塞国友好
医院医护人员讲授中医适宜技术 12
个课时， 并一对一带教学员长达 9
个月时间， 使其初步掌握拔罐、 艾
灸等基本技术及 20 余个针灸穴位
和基础针法。

大爱无疆。 2021 年 12 月， 为
传承卫生援外医疗的精神， 梁力晖
主任委托第 23 批援塞拉利昂医疗
队， 不远万里将成套的 《非洲全科
适宜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带回了中
塞友好医院。 在湖南省卫生健康委
指导下， 中国 （湖南） 援非医疗队
即时开始以中塞友好医院为试点，
推行国内国外联动 、 线上视频教
学+线下实操带教的模式， 初步为
塞拉利昂， 更为广大非洲英语国家
培养了全科医学的种子。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我们
期待着， 方兴未艾的全科医学将在
广袤的非洲逐成燎原之势， 造福更
多的非洲老百姓。
（项目名称：非洲国家全科医学适宜
技术推广 项目编号： 2018WK2064）

非洲国家全科医学适宜技术推广项目
在塞拉利昂初见成效

“对不按时服药的患者
来说， 药物根本不起作用。”
外科医生艾尔伦特·库普说。
研究证实 ， 在美国 ， 20%～
30%的老年人从未开过处方
药， 近一半人没有按规定服
用慢性病药物。

“我讨厌中风的感觉 ，
再也不想那样了， 所以我现
在总是按时服用抗癫痫药
物。” 笔者的一位朋友分享了
她的故事， 她曾停止服用抗
癫痫药物并中风。 这种缺乏
依从性的做法很可能是致命
的， 数据显示， 美国每年因
此有约 12.5 万人丧生， 住院
率高达 10%。 还有一位朋友
说， 他父亲每隔一天而不是
每天服用高血压药物， 直到
他死于严重的心脏病发作。

有专家说 ， 现代社会 ，
人们充当自己医生的现象并
不少见， 例如暂停服药一段
时间， 看看是否会有不同的
感觉 。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 ，
则可能会完全拒绝服药。 但
问题来了， 对于高血压或心
脏病等某些疾病的人来说 ，
其后果可能一开始不会出现，
但随后可能会危及生命。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
自己身上， 因为害怕药物的
副作用， 我偷偷减少了正在
服用的抗抑郁药剂量。 然而，
就在减少剂量的几天后， 我
陷入了最黑暗的情绪中。 当
然， 我之前在网上读到过类
似 的 提 醒———当 突 然 停 用
Lexapro （即依地普仑片， 为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
的首个治疗成人抑郁症和广
泛性焦虑症的仿制药 ） 时 ，
要当心出现 “非常严重的情
绪和身体症状”。 但我从没想
过会遇到所有这些问题， 比
如焦虑、 激动、 恐慌、 抑郁、
易怒、 躁狂症， 以及诸如脑
震荡、 针刺、 耳鸣和对声音
过敏等奇怪的感觉。 我打电
话给我的医生， 他告诉我马
上恢复到以前的剂量。 最后
我花了两个星期才恢复正常。

现在， 我渐渐明白了是什
么驱使我， 也驱使无数人对药
物不依从。 每天服用四五粒药
丸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慢性健康
状况。 当我看着浴室镜子里的
自己时， 我看到了一个健康而
充满活力的男人。 然而， 当我
打开药柜时， 却看到有人患有

心脏病、 抑郁症和焦虑症， 经
常无法入睡。

“药物提醒人们他们生
病了， 谁想生病？” 当被问及
为什么不遵守医嘱时， 一位
心脏病患者这样对医生说 。
药物尤其是慢性病药物不像
抗生素， 可能服用七到十天
就能痊愈， 这些药物通常是
终生服用的。

不过， 鉴于以上的亲身
经历， 我还是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在生活中扮演医生最终
会发生什么 ， 从长远来看 ，
患者遵从医生的专业建议仍
是最好的选择。
作者： 英国 《泰晤士报》 特
约撰稿人 史蒂文·彼得罗
来源： 《我老了以后不会做
的蠢事》

不遵医嘱服药 真的可以吗？ 医学人文，
照顾陪伴比治疗救助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