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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病房里的青年志愿者：

面对死亡，跨越自我

为了不同的目的
他们来到这里

世界卫生组织对安宁缓和
医疗的定义，是“通过积极解除
疼痛和其他身体、心理社会和灵
性的困扰，来预防和缓解危重患
者及其家属面对死亡的痛苦，改
善其生活质量的临床学科”。 由
医生、护士、志愿者、社工、理疗
师及心理师等人员组成的多学
科团队服务， 为患者提供身体、
心理、社会、灵性等方面的支持。

在北京海淀医院，安宁病房成
立 4年来，逐渐建立了一个安宁志
愿者团队。 团队负责人张薇介绍，
志愿者目前已经招募了 6次，将近
300人，有四五十人十分稳定，每期
服务都能参加，这其中有接近一半
的年轻人，都是 90后、00后。

高二时候，陈知遇在一本小
说杂志上第一次看到“临终关
怀”这个词，这究竟是一种什么
工作？ 在长春上大学时，她就曾
主动寻找能做志愿者的机会，
“可能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心
结。 ”陈知遇说。

念初三时，她最好的朋友跳
楼自杀。“太突然了，那时候我年
纪小，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父母当时也没意识到好友去世
会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有什么
影响。 甚至直到她已经火化了，
我都以为只是暂时联系不上她
……这件事让我对死亡有了很
深的恐惧， 此后一年多时间里，
我都听不得死亡这两个字。 ”

2019 年春天，陈知遇来北京
工作。 在正式入职的前一天，她
先去了海淀医院，参加安宁志愿
者的加入仪式，经过培训，终于
实现心愿。

张婧一今年刚满 20岁， 原本
应该在美国一所大学念哲学，因为
疫情，只能留在北京家中远程上网
课。疫情让张婧一开始对医疗感兴
趣， 也看了一些关于临终关怀的
书， 正好看到海医安宁招募志愿
者，决定加盟。从去年夏天开始，张
婧一有了个固定日程，主要是给病
人洗头、理发，陪他们聊天。

在没有成为志愿者之前，王
健男就已是一个对临终关怀情
况的观察者。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
社工系的博士研究生，从 2018 年
8 月开始，他专注研究这个课题，
他去过北京的松堂医院、首钢医
院和上海的社区医院。2018 年 11
月，王健男在海淀医院成为一名
有学科背景的志愿者。

“医院在中关村，附近有很
多大学、互联网公司，志愿者中
的年轻人普遍拥有较高的知识
水平。 ”张薇说，“他们的一个共
同特点是，都对精神生活有很高
的需求， 想去探索生命的奥义、
了解生命的内在，然后去支持自
己未来的生命。 ”

如何与病人“聊天”
是最大的困难

在海医安宁， 志愿服务并没
有长篇大论的“培训手册”，但每
次在服务开始前， 志愿者们都需
要朗读“行为规范”。 他们的服务
规则包括，不要询问病情，这容易
引起病人心情不好； 不要聊太多

自己的事，更多是倾听他人；不要
承诺，比如说“下周再来陪您”，万
一病人在这段时间离去， 别让他
临走时还惦记着你的承诺……

张薇说，最重要的是志愿者
要“放下自己对任何人的评价标
准”，“进到那个房间， 看到那个
病人的一切，你就要以生命的需
求为服务方向”。

没开始服务之前，张婧一有
点紧张，“那是个什么样的环境，
会不会很凄凉？ 我到底能为他们
做点什么？ ”但真的走进了病房，
她发现这里很平静，“培训老师
说，如果在接触病人的时候感觉
不舒服，随时可以退出”。

最初，张婧一总是躲在资深
志愿者身后，慢慢地，她开始主
动自我介绍，用语言或肢体动作
建立交流，“直到现在也是不断
学习的过程”。

在病房，不可避免地会谈到
治疗方案等话题， 张婧一说，最
重要的是不用质疑或责备的口
气去询问，而是用同理心去共情
他们所处的环境，“更多的是倾
听，很多时候他们愿意说，你就
把话接下去”。

陈知遇的第一次服务在
2019 年 5 月，那一天正好是母亲
节，她要给病人洗头，虽然有过
详细的培训， 但真要上手了，她
还是很紧张：“我的天呀！ 我能做
好吗？ ”当然，洗头、理发这些具
体事总是可以熟能生巧，跟病人

“聊天”才是更大的困难。
“2019 年夏天，我接触过一

个高级知识分子老奶奶，阿尔兹
海默症很严重，她以为现在还是
抗战时期。 ”别的志愿者能拉着

老奶奶的手说话，而陈知遇只会
站在一旁，尴尬地笑着。

一个病人爷爷彻底改变了
她。 那天，病房里有两位爷爷同
时提出要理发，陈知遇和其他人
先给右边的爷爷理， 忙碌中，她
忽然发现左边的爷爷伸出手一
直指向她，说不了话，却一动不
动地指着她，“我吓坏了，以为我
说了什么惹他生气了”。

老师蹲下来安抚了这位老
人， 才一点点猜出了他的意
思———原来， 老人想表达的是，
他见过陈知遇，就让陈知遇给他
理吧！“这件事让我好像冲破了
一个封印！ 优质的志愿服务不在
于你理发多么专业，而是给他们
一种熟悉感、安全感，我实在没
必要那么紧张。 ”

两年过去了，如今陈知遇已
是一名“资深”志愿者，简单的洗
头理发不成问题。“作为志愿者，
我也要找准自己的定位，用自己
感觉最舒服的状态，让病人更轻
松。 ”陈知遇最喜欢做的事是向
病床上的每一个病人微笑，尽管
戴着口罩，但她知道，他们看到
了自己弯弯的笑眼。

遗憾是永远存在的

和普通志愿者不同，王健男所
在的服务团队由心理师和社工组
成， 参与医生和护士的临床工作。
他们看上去主要是陪病人或者家
属聊天，通过这种方式，与他们建
立信任关系，发现病人在生命末期
的具体诉求， 比如家庭关系的处
理、后事的安排。很多时候，病人无
法主动开启这个话题，志愿者为他

们架起一座沟通
的桥。

有一位老人
觉得自己的人生
已经没有意义，只
会给子女带来负
担。“我们通过社
会工作的方法，让
他和子女一起做
了一本回顾人生
的时光相册。 时
光相册有着多重
意义：一方面是让
老人回顾一生，看
到生命的意义；另

一方面， 这本实体册子留给家
属，老人离世后，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他们的悲伤。 ”王健男介绍。

王健男回忆，去年，病房来
了一个病情发展特别快的病人，
他有一种“命运对自己不公”的
愤懑， 对前来照顾的医生护士、
志愿者恶语相向。“这让每个人
都有挫败感，心里不好受。 ”王健
男说，“他入院没多久就去世了，
但去世前，他对我们说‘谢谢’。 ”

一位只有三十多岁的女病
人，孩子还小，事业正处于上升
期，却被判了“死刑”。 她和王健
男聊得最多的还是孩子，妈妈要
离开了，能为孩子做些什么？“一
开始我们想了各种各样的方式，
拍照片、录视频、写信……但后
来她体力太差了， 就没有再尝
试。 ”王健男说，“太遗憾了，但遗
憾永远存在。 ”

“我知道自己
要往哪个方向去”

“其实父母和我，都会对安
宁志愿者存有一点疑问，觉得会
不会是一个充满创伤的服务工
作？ 担心我没有足够强大的心态
来目睹和面对死亡。 但我去了之
后发现， 并没有想象中的创伤，
有难受的时候，但更多是互相支
持。 ”张婧一说，每次做完志愿服
务，大家都会分享交流，甚至花
一个小时来反思自己做的事。

中学时代，张婧一身边就有很
多同学对生死的话题感兴趣，“可
能有青少年的存在主义危机，想去
探索生命的意义”。 当她突然意识
到自己会死，亲人也会死，一度陷
入恐惧，又不知如何解决，于是想
从文学、哲学、宗教作品中寻找答
案。“一代又一代文学家、哲学家都
在试图打破恐惧， 但答案仍然悲
观———没有人可以永生。 ”

成为安宁志愿者后，她换了
一个角度面对死亡：如果人无法
永生，那在死亡之前，有什么“最
优活法”？ 我们能做什么？

“我曾经以为做志愿者是帮
助别人、助人为乐，但从在海医
安宁参加培训的那天起，我觉得
自己才是真正受益的那一个。 ”
张婧一说，“作为学生，我们接触
的大多是同龄人，对死亡的经历

很少，没有足够的经验来支撑我
们的讨论。 而现在志愿者们分享
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

有一次，张婧一拉着朋友到
海医安宁参加“死亡咖啡馆”的
活动。 这是一个没有议程、结论
或导向的小组活动，参与者讨论
有关死亡的一切。

沟通，是张婧一从志愿服务
中学到的最重要事项，“过去我
总觉得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现在
我发现通过某种沟通，大家可以
慢慢相互了解。 沟通让很多事情
变得容易”。

张薇说， 对志愿者而言，最
大的困难是他们在服务中可能
会遭遇富有挑战性的生命状态，
可能会“击中”自己某些过往的
经历。 所以每次服务结束，志愿
者们都进行分享，疗愈曾经的创
痛，让生命更有力量。

“每个病人都是独特的，每
个志愿者也是独特的。 ”张薇说，
有些志愿者和父母关系也存在
问题，但在这里，他服务了很多
父母，也见到了很多儿女，当他
对双方都有了解后，可能有助于
他与父母和解———这是活生生
的生命给予的教育。 ”

王健男说，人和人的差异很
大，临终前的愿望很难归纳，“但
这些愿望往往是与人的关系相
关的， 人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都渴望与亲近的人在一起”。

有位志愿者告诉王健男，自
从参与这个工作，对死亡不再那
么恐惧了，王健男也渐渐反思自
己， 开始定期给父母打电话，主
动关心他们，“这就是当下应该
做的事情，而不是一定要等到什
么时候”。

陈知遇一开始并没有让父
母知道自己在做安宁志愿者，长
期以来， 她与父母存在沟通障
碍，一年回不了几次家，隔阂越
来越深。

“身边的很多朋友虽然跟父
母常联系， 但很少有深度沟通，
通电话只是说最近在忙什么，寥
寥几句就结束， 真正想表达的，
却不知道怎么开口，然后积攒成
了一个个小小的心结。 ”陈知遇
说，“如果我对和爸妈改善关系
仍有期待，如果我还有机会能做
点什么，就应该去做。 ”

2020 年的国庆连着中秋，陈
知遇回家过了一个长假。 她硬着
头皮拉着爸妈出去喝了一顿酒，
把多年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还
告诉了爸妈， 自己在做志愿者，
爸妈表示了一定的理解和接纳。

“对家庭关系的改善， 可能是我
在海医安宁获得的最大收益。 ”

今年 2 月开始，她决定每隔
三天， 一定要和爸妈联系一次，
看是否能改变什么，“其实你不
是不爱爸妈， 爸妈也不是不爱
你，只是没对上频道”。

去年，陈知遇的姥爷被诊断
出肺癌，今年过年回家，她发现
原本精神好、牙口也好的姥爷已
经瘦脱了相。“我该怎么办？ ”陈
知遇脑子里想起了自己做志愿
者的那些事，心中有了答案，“多
陪伴姥爷， 哪怕和他一起看电
视”。“做志愿者最大的收获是，
当死亡真的来到我身边时，我知
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去”。

（据《中国青年报》）

北京海淀医院安宁病房的部分志愿者

今年春节， 志愿者为病人制作的中国结，
都挂在病人的床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