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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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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终 关 怀 1967 年 诞 生 于 英
国，很快就遍及全球五大洲 70多
个国家和地区，造福了无数的患
者和家庭。

临 终 关 怀 将 直 接 带 来 “ 五
赢”局面：

首先是国家。据卫生部门资
料：一个人一生健康投入的80%用
于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即临终救护
占据我国医疗支出的最大份额。而
在美国，用于临终关怀的每 1美元
可节省1.52美元的医疗保险费用，
节约来源是病人的治疗费、药费、
住院费与护理费；在生命的最后一
年，实行临终关怀者比没有施用者
少用 2737 美元，在最后一个月少
花费 3192美元。可以推知，我国如
果推广临终关怀，必能节省巨额
医疗开支、减少医疗浪费。此
外，临终关怀具有公益性，能够
吸纳社会慈善资金，构成社会医
疗经费的有效补充。

其次是医院。临终关怀的开

展有助于有限的医疗资源充分发
挥效用，缓解医疗资源和社会需
求之间的落差。

三是医护人员。有望减少大
量的无望救治案例，有利于树立
和维护医生的职业信心，减少医
患矛盾。

四是临终患者。拥有死亡权
才是拥有完整的生命权，临终患
者可以自主安排最后时日，避免
破坏性的延命救治。

五是患者家属。临终关怀机构
与团队的介入，不仅弥补了现代家
庭护理人员短缺且不专业的问题，
而且提供足够的人力保障。临终关
怀通常无须费用高昂的仪器设
备，有效地缓解患者家庭的经济
压力，避免“死人将活人拖垮”
的局面。丧亲者的哀伤经过专业心
理咨询师全程提供心理援助，可
有效降低悲伤反应，尽快回归正
常的工作与生活，大大减少对社
会的隐性损失。 （陈敏 整理）

临终关怀将带来“五赢”

让张静和同事们感到不安的
是，安宁疗护中心才运营 4 个多
月，就遇到了不少困难。

首先是安宁疗护未被纳入医保
范围。据了解，在浙江省，医保报销
范围中没有“安宁疗护”这一险种。
目前，安宁疗护收费按老年病房收
费标准执行，而按老年病房报销规
定，平均一个病人一次住院周期所
花费用不得超过 6000 元，超过部
分，需由医疗机构承担相应的费用。

裘继燕给记者算了笔账，安宁
疗护每天的平均费用在 300 元左
右，按 6000 元这一上限标准，一
个病人住院时间最多只能控制在
20 天左右。不然，病人住院时间
超出越多，意味着院方贴得越多。不
得已，安宁疗护病房只得提高入院
门槛。按规定，每个病人入院前，院
方需进行生命评估，安宁疗护中心
招收的对象原本为无救治希望、存
活期限不超过 3 个月至 6 个月的临
终患者，现在不得不将病人的存活
期限时间缩短到不超过 1 个月。

“不然，社区医院真的贴不起。”裘
医生无奈地说道，可即便是这样，
安宁疗护仍频频陷入尴尬处境。

据了解，作为全国安宁疗护五
大试点之一，四川、上海等地早已
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范围，四
川的安宁疗护按床日收费，其中社

区安宁疗护的收费标准是每天每床
280 元；上海则按项目收费，而且
不设报销上限。

其次是部分疗护项目缺失收费
标准。2017 年，国家卫健委出台
了 《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 （试
行）》《安宁疗护中心管理规范

（试行）》，但目前，安宁疗护多由
地方医疗机构自行开展，并没有全
省统一的收费标准。比如各类评
估、心理关怀、哀伤辅导、芳香疗
法、音乐疗法等均没有相应的收费
标准，导致无法向患者收费。

再次是民众普遍缺乏死亡教
育，对安宁疗护更是知之甚少。裘
继燕告诉记者，就在上几天，她接
待了一名患者家属，患者是一名
70 多岁的肾衰竭病人，家属申请
入住安宁疗护病房，但要求为病人
定期提供透析，并使用进口抗生
素。裘医生拒绝了家属的入院申
请，她说，这样的咨询每天都有好
多，他们根本不了解安宁疗护，把
安宁疗护错认作了老年康复病房。
更让裘继燕他们受不了的是，宁波
人普遍缺乏死亡教育。“不到最后
一刻，绝不放弃治疗。”患者家属
根本不顾及病人的自主意愿。

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宁波的安宁疗护想要迎来春天，政
府部门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安宁疗护遭遇三道坎

临 终 关 怀 是 社 会 文 明 的 标
志，是人类追求高质量生命的客
观 要 求 。 从 全 国 5 个 试 点 地 区

“一床难求”的情况和明楼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的
反响来看，安宁疗护 （临终关
怀） 是深受民众欢迎的。现在安
宁疗护病房遭遇三道坎，在我看
来，这坎主要是卡在观念上。

一是医疗部门要确立服务型
医疗的观念。医疗的目的不仅是
治病，也是让患者获得良好的健
康服务体验。构建一个人民满意
的医疗体系，就要让人们在健康
的各个环节上都享受到良好的服
务体验。作为患者生命最后阶段
体验的医疗服务活动，临终关怀
让患者安详宁静地走完人生的最
后旅程，可以说是补上了我国医
疗事业长期以来被忽视和缺失的
一块短板。

二是社保部门要清醒地认识
到临终关怀是一个带有紧迫性和
普遍性的问题，应该享受与日常
医疗行为平等的待遇。我国已步
入老龄化社会，现在一对青年夫

妇除要照料好儿女外，还要侍奉
双方的 4 位老人，时间、精力、
资金等因素都将成为广大普通家
庭的养老负担，在这样的背景
下，推广临终关怀事业有其合理
性。如果将医保报销的范围向安
宁疗护服务延伸，可以更好地体
现公共医疗事业的人性化关怀。
何况，根据国外的大量实践证
明，开展安宁疗护可以明显降低
医保费用支出，将有限的医疗资
源用于更需要的患者身上。

三是包括患者和家属在内，
要正确看待孝和死亡。百行孝为
先，当老人病入膏肓，现代科学技
术已无力回天的时候，很多子女为
尽“孝道”，不惜耗尽家财，不顾临
终之人的意愿，过度医疗，去拯救
一个无望而痛苦的生命。这样做，
其实对病人、对家人都是一种折
磨。我们只有改变对待死亡的态
度，让逝者平静地、有尊严地离去，
才是真正的尽孝。

“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
般静美”。生命的质量和生命的长
度同等重要。 （李国民）

生命的质量和长度同等重要

临终关怀：
让生命有尊严地“谢幕”

2018 年 8 月 29 日，鄞州区明
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
病房正式启用。这是浙江省首个社
区安宁疗护 （临终关怀） 病房，也
是宁波首个在卫生行政部门注册的
临终关怀科。

明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
宁疗护中心收治的对象，是被医生
判定为生命只剩下最后两三个月的
病人。医护人员的目的，不是帮他们
治疗延续生存时间，而是减少肉体
和心灵的痛苦，让他们尽量了却心

愿，平静、安详、有尊严地走完生命
的最后一程。从此，宁波那些“时日
无多”的终末期患者多了个选择。

明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
宁疗护病房开业 4个多月时间，已
接纳了18位患者，其中8位患者在
安宁疗护中心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
程。那么，社区安宁疗护病房给患
者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在运作过
程中又碰到了什么样的困难？记者
最近特别走访了明楼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安宁疗护病房。

安宁疗护病房设在明楼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5楼，专门辟出了13
个房间，设置了 10 张病床。病房
的装修充满了温情，轻柔的米黄色
透着清净与安宁，绿植生机勃勃，
鱼缸内几尾金鱼在畅游。

病房的名字取为“安然”“安
若”“安和”“安怡”“安谧”。和普
通病房不同的是，每一张病床都配
有心电监护仪、氧气瓶，病床也按
照 ICU 标准配备，可以全方位调
节。告别室设有一张病床，上方的
LED 屏幕上可播放病人熟悉的音
乐，家人的照片。进入弥留之际的
患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有家人
静静陪伴。除此之外，病区还配备
了膳食室、淋浴室、治疗室、谈心
室、医生办公室、值班室、志愿者
活动室。

虽然安宁疗护病房开业才 4个
多月，却已接纳了 18 位患者，以
晚期肿瘤病人为主，也包括高龄老
衰、慢性病终末期患者。这其中，
已经有 8位患者在安宁疗护中心安
详地离开了人世。

90 岁的阿四爷爷是安宁疗护
病房收治的第一位病人。老人患有
高血压、糖尿病、肾功能不全等多
种慢性疾病，并已出现了多器官功
能衰竭，在宁波市第一医院住院治
疗多时。儿女几经商量后，将老人

送到了安宁疗护病房。虽然疾病缠
身，但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时时念叨
着家里的老伴。

为让老人放心，病区裘继燕医
生下班后多了一件事，她总是到阿
四爷爷的床边，打开手机微信视
频，让阿四爷爷和家里的老伴远程
见面，看着屏幕里老伴熟悉的面
容，阿四爷爷笑了，一脸的满足。
一天又一天，老人在这里住了 20
多天，有儿女的时常陪伴，加上医
生护士每天的嘘寒问暖，老人离开
这个世界时走得非常安详，仿佛
睡着了的孩童一般。

80 多岁的刘阿婆肺癌晚期并
转移，上月在安宁疗护病房安然
离世。老人的女儿冒阿姨对此很
是欣慰，她说：“老母亲最后的日
子是在安宁疗护中度过的，她走
得很安心，几乎没有痛苦，我以
前也经历过亲人的离世，那种死
亡遗留的阴影感触很深。安宁疗
护虽然还没发展成熟，但它体现
的是对生命的尊重，维护的是一
个人最后的尊严。”

明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的
安宁疗护病房，引起了很多肿瘤晚
期病人、慢性病终末期患者的关
注，每天前来咨询的病人及家属很
多，目前已经有 14 名患者预约登
记。

这里是人生的最后一站

安宁疗护 （临终关怀），是社
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
物，其起源于英国，现在上海已很
普遍，但在宁波还是新鲜事物。据
了解，上海目前开展安宁疗护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有 70 多家。而在
宁波，目前仅余姚市人民医院一家
公立医院开设了临终病房，设 22
个床位，全省、全市还没有其他社

区服务中心提供这种服务。
无论是上海，还是余姚，临终

病房都是一床难求。有的病人，一
直登记着排队，等到终于可以入住
了，人却不在了。

“没有过度的抢救，没有冰冷
的医疗器械和密密麻麻的导管。”
裘继燕医生告诉记者，安宁疗护只
是给予维持生命支持的基本治疗，

让每一位患者有尊严地“谢幕”

以缓解或减轻病人的不适症状和痛
苦，拒绝无效治疗和过度治疗，其
中尤其是对患者疼痛以及死亡恐惧
进行干预，使患者能在生命有限的
日子里，在充满人性温情的氛围
中，安详、宁静、无痛苦、舒适、
自然且有尊严地离开人世。

裘继燕说，在日常工作中，安
宁疗护更多的是陪伴和人文关怀。

93 岁的倪老师，一生从事教
育事业，无儿无女，可自从她入住
安宁疗护病房，每天有一群活泼可
爱的护士陪她聊天，帮她翻身拍
背，今天小张给她带一个苹果，明
天小蒋给她捎上自己做的纯手工蛋
糕，更多的时候护士们陪她一起聆
听音乐……一次夜班，护士小蒋在
帮助倪老师翻身时发现她没有合身
舒适的内衣，身上过大的病号服褶
皱在一块。第二天，小蒋特意上街
给老人挑了一件玫红色的棉毛衫。

“呀！太好看了！”倪老师抚摸着身
上这柔软的棉毛衫，感动不已。老
人拉着小蒋的手说：“在我生命的
最后一程，遇到了你们，让我感受
到了人生的温暖。”

为让病人享受到更好的服务，
安宁疗护病房还在鄞州区慈善总会
的资助下，专门购买了一张全自动
淋浴床、一台全自动温控洗头器
等。

“让饱受疾病折磨却没有治愈
希望的人，有尊严地离开。”明楼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静
说，这是他们筹建安宁疗护病房的
初衷。而让安宁疗护病房的医生护
士们欣慰的是，8位离开人世的患
者，最后都走得非常安详、坦然。

宁波老龄化现象严重，光是明
楼街道和东胜街道辖下的 20 个社
区中，就有1万多名65岁以上的老
人。“随着人口老龄化，临终关怀
服务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采访
中，业内人士分析说，宁波市发布
的肿瘤流行现状中，居民恶性肿瘤
死亡人数约占全市死亡人数的三分
之一，很多癌症患者在临终前，都
会遭受剧烈的疼痛。

而张静认为，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是最适合开设临终关怀病房的。
她希望有更多的医疗机构早日加入
安宁疗护行列中来。

记者 陈敏 通讯员 范聪颖

医务人员在给老人喂水。

设在明楼医院内的安宁疗护病房，米黄色透着清净与安宁。 本版图片摄影 严龙

志愿者正在为老人剪指甲。 病床上贴着志愿者为老人画的素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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