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幅画的作者是利齐·卡斯渥
尔·史密斯， 他为我们展现出护士
南丁格尔提着小风灯， 依偎在患
者床边， 关爱地看着患者的温馨
画面。 患者则以自己最舒服的状
态休息， 深情地看着南丁格尔。

士兵们亲切地称南丁格尔为
“提灯女神” “克里米亚的天使”。
曾有伤病员写道： “灯光摇曳着
飘过来了， 寒夜似乎也充满了温
暖……我们几百个伤员躺在那儿，
当她来临时， 我们挣扎着亲吻她
那浮动在墙壁上的修长身影， 然
后再满足地躺回枕头上。” 这就是
所谓的“壁影之吻”。

南丁格尔用精湛的技术， 最
真诚的爱， 为患者点燃生命之灯，
用实际行动弘扬白衣天使精神。

编者： 王斌全 王磊
来源：《名画中的医学》

我从未与患者或者家属
吵过架、 红过脸， 甚至在我还
年轻的时候。 似乎， 与生俱来
的平庸， 或者所谓淡定。 “春
和景明， 波澜不惊。” 父亲起
名时 ， 已将此意刻进我的心
脑。

但这不意味着， 所有的医
疗活动都那么平顺， 不可能没
遇到难以相处的病患。 有一条
基本戒律， 她们是到医院来找
我看病的， 可以认为是一种求
助 ， 我的任务是替她们看好
病， 这可以看作一种服务。 诚
如， 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别人为我们服务。

在与患者或家属接触中，
另一个重要理念是换位思考，
对她们了解、 理解和谅解。 当
然 ， 也是互相的 。 “己所不
欲， 勿施于人。”

那时候， 我还是医院主管
医疗的副院长， 一项艰难的工
作是处理各种医疗纠纷、 医疗
投诉， 甚至医疗官司。 情况复
杂， 非常棘手。 有一次， 患者
家属对其母亲去世很不理解，
认为是医疗事故 ， 医生不负
责、 草菅人命。 经过认真的调
查 ， 情况并不像家属所说的
那样。 又经过耐心解释， 虽然
有些理解和改善， 但情绪仍然
不够和缓。 我和他们作了多次
谈话， 应对软硬攻势， 我理解
他们的心情， 尽量考虑他们的

要求， 也指出了他们认识和言
谈中的偏颇。

那次谈话持续了很长时
间， “进展” 不顺利， 患者女
儿很不冷静 ， 站起来拍着桌
子， 大声嚷道： “如果死的是
你妈， 你也这么从容！” 这显
然是一句诅咒。 我心里当然很
不舒服 ， 但还是和缓地说 ：
“你母亲去世， 医生和你们的
心情是一样的难过、 不平静。
可是也要心平气和地想一想，
患病的状态、 疾病的危险性、
治病过程中医生的工作……”
“谁不希望、 谁不愿意把患者
治好呢？ 这里也有医学的无奈
和医生的困惑呀。” 她止住了
骂、 消了点气。

我还要说， 患者即使不是
我们的亲人， 可是我们从来是
把患者当亲人来看待的。 “你
们兄弟姐妹是轮流来看护的，
医生和护士是每天都要来照料
她的。 哪怕是体温、 脉搏、 饮
食、 大小便、 睡眠……虽然这
是医生的职业和职责， 可也是
全身心地去呵护患者呐！” 患
者女儿无语。

之后， 我们成了熟悉者，
她还成了我的患者。 常言道，
不打不成交， 但我一直认为还
是不打的好， 春和景明嘛。
作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
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 郎景和

来源： 《一个医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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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去年父亲生病住院的经历
时， 50 多岁的福建省福州市居民王
天宇 （化名） 直言： “疲惫不堪。”
王天宇是福建当地人， 和家里两个
弟弟都是公职人员， 平时工作比较
繁忙。 去年下半年， 父亲身患重疾
住院治疗。 最初， 他与两个弟弟商
定轮流下班后到医院陪护父亲， 但
坚持一段时间后， 晚上陪护、 白天
上班的模式让兄弟 3 人直呼吃不消。
经向医院咨询， 兄弟 3 人决定请一
名护工陪护父亲， 费用为每天 250
元。 护工陪护 20 多天后， 父亲离
世， 他们向护工支付了 5000 多元。

与王天宇不同的是， 40 多岁
的福建省龙岩市居民李晓雨 （化
名） 在医院住院时没有请护工， 同
时也深感 “十分不便”。 李晓雨一
家 4 口， 丈夫忙于生计很少在家，
平时两个年幼的孩子主要由她负责
照料。 今年上半年， 李晓雨因肺炎
住院 ， 孩子送到家里老人那边照
顾。 住院期间 ， 因认为护工不专
业、 费用又高就没有请， 打点滴、
摇病床、 吃饭等都是自己一人， 确
实很辛苦。

王天宇和李晓雨的经历都非个

例。 根据安徽省政协委员、 安徽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姚
淮芳的调研 ， 所有住院患者中 ，
70%以上需要陪护 。 目前在医院
里， 能够陪护患者的， 除了家属之
外， 主要是家属从社会上雇佣的护
工， 而护工只与患者家属形成雇佣
关系， 医院对护工没有管理权。

为解决住院患者陪护难题， 福
建省于今年 8 月开始组织实施公立
医院 “无陪护” 病房试点工作， 即
住院患者无须家属陪护或聘请护工
陪护， 而是由经过医院统一聘用管
理的护理员在护士指导和管理下，
提供 24 小时连续不间断的陪护 、
生活照料等服务。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
岳表示， 福建省试点 “无陪护” 病
房的做法 “非常可取”， 既免除了
家属的陪护负担， 还为患者提供了
一个优质的治疗和休息环境。

依赖患者家属或者家属自聘护
工承担患者生活护理问题的背后，
是我国医院内部护理人力资源配置
不足的问题。

2021 年 5 月，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 《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
提出， 增加护士配备， 逐步使公立
医院医护比总体达到 1∶2 左右。 但
《2021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 》 显示 ， 截至 2021 年末 ，
我国有执业 （助理） 医师 428.7 万
人， 注册护士 501.8 万人。 意味着
我国医疗机构的专业护理人员———
注册护士缺口达 355 万多人。

王岳说， 从保障 “无陪护” 病
房试点顺利进行的角度， 医院亟须
重视护理管理工作， 医学界有 “三
分医疗、 七分护理” 的说法， 但在
医院管理体系中， 无论是薪酬， 还
是管理， 护理工作并未得到应有的
重视， 未来在医疗机构的管理团队
中， 应该有专职负责护理管理者的
一席之地。

“从改革趋势看， 医院的护理
员制度应该规范化、 职业化、 专业
化， 护理收费标准化， 改变现阶段
的护理人员不规范、 不专业、 收费
无标准的无序状态， 护理员应该是
经过职业培训后持证的专业人员。”
姚淮芳说。

作者： 陈磊 江佳怡
来源： 《法制日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作家史
铁生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生命的最
后时刻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
经外科接受治疗， 当时正是我来求
职的那段时间。

想更多地了解这样一位作家，
这样一位身患重疾， 仍然笔耕不辍
创造生命奇迹的人。 我对他的作品
虽读不多， 但从 《我与地坛》 一文
中， 便看到他患病后对生命意义的
思考， 对自己心理活动的描述以及
与医生沟通时的点滴。

他在书中写到： “在命运的混
沌之点， 人自然会向虚暝之中寄托
一份虔敬的祈盼。 正如迄今人类最
美好的向往也都没有实际的验证，
但那向往并不因此消灭。”

细想起来， 确实如此， 对于疾
病， 即使作为医生， 我们能够探究
其原因、 发病机制、 诊断和治疗，
能够完全治愈的疾病细数起来也是
寥寥， 但我们仍然在这条路上不断
探索， 开展各项研究， 希冀对疾病
的本质窥其一二， 用我们现有的知
识解除患者的病痛， 这是医者的向
往， 这种向往不会因为没有验证而
消灭， 而是在美好地进行着。 但对
于患者， 自然会对除了科学之外的
方法， 有所祈盼， 这种祈盼是对医
学的失望吗？ 我想并不完全是， 还
有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对未来可能
出现的治疗方法的盼望。

史铁生不能行走， 下肢失去感
觉， 他写到： “回忆脚踩在软软的
草地上是什么感觉？ 想走到哪儿就
走到哪儿是什么感觉？ 踢一颗路边
的石子， 踢着它走是什么感觉？ 没
这样回忆过的人不会相信， 那竟是
回忆不出来的。” 看着这段， 有唏
嘘， 有心痛， 很多时候 ， 作为医
生， 我们往往只关注患者的症状、
体征， 关注那些冰冷的 CT 核磁片
子， 手里握着的是带刺的针头和晃
眼的手术刀， 实际上， 我们更应当
体会患者的感觉， 设身处地地把自
己放在患者的位置上。

在治疗的过程中 ， 我们有指
南， 有医疗原则， 有用药说明书，
但正如史铁生所遇到的一位医生，
还关心着他的心理健康。 医生对史
铁生说： “还是看看书吧， 你不是
爱看书吗？ 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
将来你工作了， 忙得一点时间都没
有， 你会后悔这段时光就让它这么
白白地过去了。” 史铁生说， 这些
话他将受用终生， 在未死之前他一
直记得医生的这些话， 因而还是去
做些事。

其实， 这也是我们每个医生应
该做到的。 面对疾病， 面对每一个
鲜活的生命， 除了个体化的具体病
情具体分析， 除了照本宣科的治
疗， 还要有同理心， 要有关心， 要
有安慰， 要有爱。
作者：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齐猛

来源：中国医学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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