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次， 我去北京

一家很有名望的医院接

一位转院的病患。

那是一个

82

岁的

老人。我看见他时，他浑

身上下插了

7

根管子，包

括静脉的、起搏器、还有

呼吸机———真是惨不忍

睹。临走时，他的主治医

生又交代了一堆口服

药。 我忍不住上去问 ：

“医生， 您能不能告诉

我，他每天吃这么多药，

倒在一个烧杯里搅拌一

下，成分是什么？”后来，

我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

《中国的临终病人大部

分是被毒死的》。这就是

一种谋杀。

中国的生命教育现状究竟如何呢？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成立

于2010年，是我国首家以生命教育为主题的

学术研究机构， 旗下有中国生命教育网，每

年举行生命教育高峰论坛。成都商报记者专

访了中国生命教育网执行主编、北京师范大

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曹专。

曹专说，重视科学知识的价值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都影响着我们的教育， 时至今日，

这种影响还是有增无减。但是，人们也日益

发现： 科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命问题，科

学甚至造成了新的生命问题（如新技术带来

的生命伦理问题）。这时，生命教育的重要性

就凸显了出来：“我们认为，生命本身就具有

至高无上的价值，这种价值高于包括科学在

内的其他一切外在价值。”

目前，北师大生命教育研究中心关注的

重点是中小学生的生命教育， 但这段时期的

生命教育，基调最好是蓬勃向上的，因此不建

议过度强调死亡教育。曹专指出，在我们的文

化中，“死亡”一直是一个禁忌，这给正常的

死亡教育带来很大的障碍。“我们不建议在中

小学过度进行死亡教育， 首先是因为中小学

生的整体生命气象是蓬勃的、阳光的、充满朝

气的； 其次是因为我们的教师大多没有接受

过关于死亡教育的培训， 自己对死亡都没有

很好的态度和认识，未免‘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误导学生的死亡教育还不如没有。”

曹专强调，生命教育应该是伴随我们一

生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所有生命问题都

归因于缺乏生命教育，我们也不能把所有问

题的解决途径都寄希望于生命教育，生命教

育很重要，但生命教育不是万能的。”

北京松堂关怀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从1987年创办至今，院长李伟已经送走了三万多人。

李伟说，现在国内有许多号称做临终关怀的地方，不过主要是综合医院的肿瘤科设立的病房，真正

独立的临终关怀机构几乎没有。

虽然在李伟看来， 他们已经摸索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模式， 但因为面临缺乏政策和资金支持的困境，

“松堂模式”仍无法在国内大规模复制和繁衍。

在李伟看来，中国百姓对临终关怀的认

识，中间有一层厚厚的隔膜。

首先是生命教育的缺失。李伟说，从幼

儿园到博士后， 中国人缺少一堂完整的生命

教育课。“我们注重优生，但却忽视优死。”

他在200多所大学讲课， 对大学生说的第

一句话就是：“还有一万多天你们就死了。”他

说，死亡是我们13亿人都要直面的问题，不需

要避讳，但生命教育的缺失导致了各行各业对

临终病人的错误帮助。

李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临终期，病人的

生命品质发生了不可逆转的退化， 医生可以根

据观察、 检查和病历追踪来进行判断并告知家

属。但是，许多家属对生命的理解不透彻，再加

上很多都有经济能力，怀着尽孝之心，拼命请医

生抢救，不惜代价地用好药，用机器。这就造成

了许多病人在临终时还被迫接受过度治疗。

过去十年李伟记录了10713个临终末期

的病例。“通过对松堂医院一万多个病例研

究，我认为人的临终期是280天，与人在母亲

子宫的发育期时间一样。人临终时，不能再回

到母亲子宫， 社会就有义务提供一个 ‘子

宫’， 让老人感受到社会的呵护和关爱。”但

现实中，这样的“社会子宫”却很难建立。有

一年，杭州某小区准备打造一个临终医院，遭

到了当地居民的坚决反对， 因为他们不了解

什么叫临终关怀，觉得每天与死亡相伴，特别

晦气。后来，上海也在推广临终关怀进社区，

投资者斥资十几个亿， 准备建立国际临终医

院，同样遭遇市民抵制。

当时李伟被邀请去参加当地电视台为此

进行的辩论节目，他对此深有感触，因为在二

十多年的时间里，松堂关怀医院曾经历7次搬

家，其中4次都是因为附近居民反对，不得不

迁走。他向成都商报记者回忆说，当他在节目

中完整地阐述了松堂医院在过去二十多年里

摸索出来的模式时，连反对方都表示：“如果

是这样的模式，那我们可以接受。”

那么，松堂关怀医院究竟摸索了什么样

的临终关怀模式呢？

李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我国现有的模

式，要么是医院的老年病房，它满足了老年人

治病的需求，却无法进行专业的生活护理，只

能依靠家属或者临时护工；要么就是敬老院、

福利院模式， 但是老人中十个有九个有各种

病， 有了护理却无法及时解决病痛问题。所

以，李伟认为，最优、最科学的模式，就是松堂

一直在探索的模式：医生，加生活护理人员，

再加心理医生。

“这里没有哀伤的气氛。 上午8点到10

点，是老人们集中活动的时间，50多位老人一

片欢声笑语，他们坐在轮椅上，像孩子一般欢

呼、嬉闹。二楼的病房里，有人去世了，像一颗

熟透的果实落在松软的土地上。死亡，是这里

的生命常态。” 这是一家曾参观过松堂医院

的媒体对它做出的描述。

“老人年纪大了， 就像小孩那样单纯，

我们的护士叫他们美女、帅哥，他们就笑得

很开心。”李伟说，很多老人把生命最后最

精彩的部分，留在了松堂医院。据说，在松

堂还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一位86岁的老奶

奶遇到一位79岁的老爷爷， 两人总有说不

完的话。后来，经过家属同意，松堂医院给

两位老人举办了一场名义上的婚礼， 老人

坐着轮椅穿着红色唐装， 一直笑着握着对

方的手。几个月后，老爷爷、老奶奶相继平

静离世。

但二十多年来， 松堂却始终面临尴尬。

当初建立时曾得到民政部门的支持， 李伟回

忆说， 当时有一位领导还捐赠了一个月的工

资给医院。后来，松堂就挂靠在民政部中国老

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名下， 但没有实质性的支

持。“现在松堂作为医院， 是归卫生局管的，

所以民政部门有政策，我们也享受不到。”

李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目前国家对老

年产业出台政策优惠， 许多房地产商纷纷打

出临终关怀的旗号，用低价拿到地皮。不过，

有政策支持的一方只是建起一个壳， 没有成

熟的团队注入；而成熟的松堂团队，却得不到

政策优惠，没有能力自我复制。

头十年，松堂医院一直亏损。现在，松堂

实现了收支平衡，但却仍面临现实压力：一方

面，由于不主张过度用药，廉价的止痛药物无

法实现“以药养医”；另一方面，临终关怀服

务主要产生费用的是人工护理费， 但这一块

却没有被纳入医保体系， 这在无形中把很多

病人挡在门外。

目前， 松堂临终医院有300多个病人，却

有180多个工作人员。很多是跟着李伟二十多

年的老员工，“来的时候还是小姑娘，就是最

早进城务工的那一批，现在跟医院、跟团队有

了很深的感情。” 此外， 松堂依靠大量志愿

者，“二十多年来， 我们一共接收了来自300

多所大学的40万人次的志愿者。”

可是，没有年轻人来松堂工作。李伟说，每年

来很多志愿者，他们都很激动，表示毕业后一定

要来松堂医院工作。 可是最后， 一个都没有来。

“我们不能给他们解决户口，分不到房子，没有好

的待遇……所以他们选择了其他的工作。”

两位老人

两种状态

我们有一个病人，她

在

18

岁时从二层宿舍摔

下来，高位截瘫。她这一

辈子，没有谈过恋爱，也

没有和异性牵过手 ，在

病床上躺了

55

年。因为长

期卧床， 她身体的很多

脏器都有问题，应该说，

生命质量很差。但是她却

是

8

人病房中最欢乐的那

一个。她喜欢画画，每天

让护理员帮着翻身，趴在

床上，用一只手肘支撑着

画： 画的都是工笔画，一

棵松树，要几千笔才能完

成。 她还喜欢听收音机，

世界大事她躺在病房里

都知道。有一天，收音机

坏了， 我帮她拿去修，她

当时说了一句，“我要有

个电脑该多好。”

我们就商量着要

帮她完成这个心愿 。我

们准备最近让志愿者把

她的画拿去拍卖， 每张

一块钱起价， 最后帮她

买一台电脑。 她知道这

个消息非常开心 ，

74

岁

的老太太， 像小孩子一

样， 说：“我又有新任务

啦———学电脑！”

这是采访中松堂医院

院长李伟对成都商报记者

讲述的两个小故事， 一则

是对临终关怀之外的老者

的观察， 一则是在临终关

怀环境下的故事， 对比读

来，格外引人深思。

82岁老人

身上插了7根管子

高位截瘫老人

画画、听收音机

曾7次搬家

其中4次均因附近居民反对

医生、生活护理人员

还有心理医生

得不到政策优惠

没有能力自我复制

一个家的生命教育

《一片叶子落下来》

母亲带着女儿读“生死”

最近，一则名为《生命教育绘本推荐：

当亲人骤离，来自阅读的慰藉》的文章在网

络上悄悄流传。

这是一位妈妈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

“成都七七妈”上发表的文章。七七妈是一

位小学生的家长，同时，也因为职业与教育

相关，她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儿童教育现

状。“最早关注生命教育绘本，是因为我爸爸

查出癌症，一时间，我不能接受。而我更担心

女儿七七，她从小由外公带大，我不知道她

那样小的年纪，怎么样去看死亡这件事。”她

无意中发现家里有一本书，叫做《一片叶子

落下来》，“它告诉小朋友， 植物有生长期，

有茂盛期，也有最后的凋零期，叶落归根，符

合我们中国人对生死概念的理解。” 她就带

着女儿一起读这本书。

外公去世后， 女儿表现得很勇敢。“她

的描述， 呈现出对感情的积极一面的回忆。

这可能是我们读这种绘本给她带来的帮

助。”七七妈说，自己更愿意将之称为“生命

教育”，“‘生命教育’这个表达更完整。”

在她的绘本推荐中，有来自美国的《一

片叶子落下来》，来自丹麦的《爷爷变成了

幽灵》，来自日本的《爸爸的围巾》……七七

妈认为，以绘本的形式对孩子来说是最合适

的：“绘本大多色彩温馨，笔触细腻，语言温

情幽默。它们讲述死亡，却并不让人感觉沉

重和悲伤， 让孩子在自然中学会接受死亡，

珍惜生命。”

一个国的生命教育

中小学谨慎进行

“死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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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关怀作为一个名词，源于中世纪，是指为患病的朝圣者

或者旅客修建的庇护所。现代临终关怀运动则将它引申为对垂死

病人的一种照护，使病人有尊严地离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

对生命最后的守护。

在中国，人在临死之前会得到怎样的关怀？从幼儿到成人，普

通百姓如何获得关于生命的科学认知？成都商报记者专访站在死

亡教育前沿、关怀医疗第一线的专家，试图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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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逝者的态度与行为

某种程度上

就是我们活着的世界

真实的投影

成都商报记者专访中国首家临终关怀医院院长

揭开我国临终关怀和死亡教育现状

中国人缺少一堂完整的生命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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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家医院的临终关怀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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