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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养服务责任为先 温馨活动热门回顾
社工手绘游戏王道 无关名利只为真心

陪你等到春暖花开 美丽心灵美丽意外
用我光热点你余生 细微之处动人关怀

宁养大事记：细节主义的胜出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生命是由个体组成的强大抗争。宁养患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不忘微笑生活，短暂的陪伴使志愿者
与其交换人生，他们倾其所能的付出，陪伴患者走过最后的旅程。七个月的倾情付出，志愿者们贴近宁养服务的全部细节。他们龃龉
人生，他们见证更深刻的自己，他们使“人间有情”充满行动的热力。

宁养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长沙启动

宁养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在各高校启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７ 日，由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和李嘉诚基金会「人
间有情」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办公室主办，长沙民政职业学院和湖南
省肿瘤医院协办的宁养（临终关怀）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启动仪式暨
培训会议在长沙民政职业学院召开。晚期癌症患者可申请宁养院免费服
务，享临终关怀。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
部分。如果海浪冲掉一块岩石，大陆就减少一块，如同你自己的领地失
掉一块。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至此，宁养项目已正式启动，我们将用最深的敬意立项，为那些拥
有巨大而漫长人生的个体们站好最后一岗。

宁养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的启动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宁养院实习
基地挂牌标志着华中师范大学社会专业实习基地领域又取得了新的发展
和突破。
此时，宁养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在志愿者招募中正显示着优势。
贵州大学现场即招募到近两百位宁养义工。在沈阳师范大学志愿者培训
过中，有志愿者感动落泪；在西北大学，宁养工作团队的成员们则发起
了“纾欣活动”，为癌症患者释放压力、排忧解难。
志愿者们在贴近宁养服务的全部细节。随着另外两所高校宁养项目
成功启动，宁养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已经全部启动完毕。

西北大学践行宁养社会服务活动。

四
月
启航

五
月
如歌

图片由西北大学提供。

小善行大梦 ， 青年志愿者在行动
５ 月 ４ 日青年节的上午，“服务社会·践行志愿”宁养社会服务倡导
活动在西安市和平门外建东街华润万家广场上，隆重展开。
这是“圆梦中国，青年志愿者在行动！”在西安的开展情况。 “宁
养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在西安已经吸引了一批青年志愿者投身这项
扶贫助弱的示范项目。
以西安为例，类似的志愿者活动已经在全国实现燎原之势。慈善家
和万中选一的“感动中国”固然催人泪下，无数个志愿者的努力却更覆
盖人心。对于他们来说，万物循环速朽，而小善行大梦，砥砺亦前行。

宁养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负责人史柏年教授与沈阳师范大学服务团队
合影。
图片由沈阳师范大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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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欣

工作人员与患者做游戏。

江西财经大学开展“爱的鹊桥”宁养小组活动。
图片由江西财经大学提供。

图片由黑龙江工程学院提供。

宁养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中期交流会召开
至此，宁养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也进到了中期。在民政部民间组
织管理局高度重视下，为交流项目实施经验，８ 月 ３１ 日民政部民间组
织管理局组织召开了 ２０１３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
中期工作交流会。志愿者们回顾了项目中期以来的工作历程。微笑、责
任还有欢愉，它们每一项都呈现服务的全部细节，使人印象深刻的不
只是活动本身，还有对生命的敬畏。
慢行慢感动， 纵使淡漠无边，也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我泪流满面。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８５６７５２７

“宁养”热月未央 “纾欣”展颜舒畅
由沈阳师范大学宁养义工团队主办的“正视死亡，尊重生命”校园宣
传大型活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宁养社会工作服
务示范项目负责人史柏年教授亲临现场指导交流。
与此同时，西北大学“纾欣”计划启动了第六次服务。项目的主题为
患者照顾技巧指导，工作人员主要以讲解和表演示范来指导家属工作。
某些不可消解的磨难让人对“命运”产生怀疑，生命的最后，有人意
志变得模糊，志愿者与家属努力达成互动，我们相信，这是对生命的尊重。

八
月

九
月

感动

快乐

湖南、江西多地宁养项目团队开展“快乐”活动
经过宁养项目湖南团队和宁养院一周的精心策划和筹备，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星期五上午，宁养项目湖南团队和宁养院共同开展了“夏日癌症
患者照顾知识讲座”小组活动。活动伴随着游戏进行，“十巧手”活动
让人感受成长是最大的快乐；“快乐翅膀”放松心情，大风大雨又如何；
“满满都是爱”：爱心卡片道出“谢、歉、爱、别”。
至此，志愿者个案服务和小组筹划活动达到巅峰。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２５ 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青少年生命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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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同行

致我们宁养的那些日子
展 翅 DIY 手 工 艺 工 作 坊
活动计划
经过湖南宁养项目组和宁养院
一周的精心策划和筹备，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星期五上午，湖南宁养项
目组和宁养院共同开展了“夏日
癌症患者照顾知识讲座”小组活
动。参加本次小组活动的有宁养
院的一名社工、一名医生、四名
实习社工和小组成员有 ６ 名，共
１２ 人。在活动的开始时，首先由
见习社工喻枣教小组成员做“十
巧手”。说到最后，家属与患者
都忍不住流出了泪水。这种交流，
大家从未听也未向自己的家人诉
说过。当我们逛街的时候，不管
是商店里，还是路边地摊上的小
精品都会额外吸引我们的目光，
可是望着这些小东西，我们虽然
很喜欢但却难以将它们买回家。
对于患者家庭来说，经济压力已

宁养服务·责任
“性格要强一直外向好动的刘阿
姨患病后，渴望能像个健康的人
一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患病影
响了她的正常生活，情绪瞬间变
得低落，对病情的无力感，对家人、
朋友的内疚感时时折磨着她。
宁养社工计划进行五次服务，
深入了解患者及其家属情况，帮助
患者抵抗“无用感”。并通过鼓
励患者为社工唱歌的方式令患者
重拾信心，能够做一些自己感兴
趣有的事情，在得到更好的照顾
同时找到一个生活具体的支点。”

社工计划短期目标是使刘阿
姨保持每天心情的愉悦，重拾以
前的兴趣，做点实质性事情，感
到生活的充实。长期目标是使刘
阿姨在生命的最后旅途中享受到
更多的快乐，感受到更多的关怀
与支持，重拾对生命的期望。
社工通过鼓励阿姨为唱歌、
适当布置家庭作业、检查家庭作
业，并予以鼓励来强化这一行为，
令她有事可做，并在评估服务后
完成后测问卷。（稿件来自长春
工业大学）

手绘游戏，舒缓身心

生死两相安

８ 月 ２ 日，在汕头市附一宁养院
开展了以“让生者安慰，逝者安息”
为主题的家属教育支持活动。此
次活动邀请了宁养院的社工师黄
木春，为参与活动的家属介绍在
剩下的日子里，如何能更好的与
患者沟通及一起面对未知的未来。
此外，李嘉诚基金会的林维德主
任也出席了本次活动并进行指导。
本次活动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宁
养（临终关怀）社会工作服务示
范项目汕头团队的系列活动之一。

由于此次活动谈及的问题比较
敏感，许多家属在活动的过程中
都难以抑制地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有家属表示，这次是她第二次参
加示范项目的家属团体活动，自
己觉得这些活动对自己和患者都
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也很感谢
宁养院的医生和义工为他们精心
的准备，希望这种类型的活动可
以继续办下去，让越来越多的家
庭可以从中学到更多。（稿件来
自汕头大学）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号， 由 宁 养 院
医务人员、医务社工、深圳大学
社会工作系学生共同举办的癌症
患者照顾者支持小组系列小组活
动——艺术治疗解放身心小组在
深圳市人民医院宁养院如期举办。
本次小组活动仍是通过艺术
治疗——画画的形式，来帮助照
顾者释放心中压抑的情感。照顾
者在平时的生活中长期照顾癌症
患者，内心集聚了很大的心理压
力。
通过这次的拼图分享，与其
他照顾者分享自己的情绪，以及
自己内心的希望等等，达到一定
的情绪宣泄作用。有些组员的画
是一个美丽的家园，希望自己能

六一节里的家庭会
由贵州大学——贵州省肿瘤医
院宁养服务团队带领的贵州大学
宁养社会工作服务团队在 6 月 1
日开展了第二次小组活动。此次
小组活动的主题是“森林家庭会，
欢度六一节”。本次活动共邀请
到 12 位儿童及多位家长参与，本
次活动的目的在于为孩子们度过
一个快乐的儿童节，同时舒缓孩
子们的情绪，传递爱和关怀，缓
解儿童悲伤。
本次活动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环
节：一、自我介绍。二、图画小
故事。三、森林小动物面具制作。
四、森林小动物的表演会。五、
活动分享。六、活动结束。在自
我介绍环节，我 们邀请参与的儿
童写下他们最喜欢的动物及名字，
然后由孩子们自愿选择想要认识
的动物并由写下的人做自我介绍，

下次，我们一起去看桃花
在去案主的家中我们倒了三次
车，终于到达最终的站点，这个
时候是我们最痛苦的时刻我们眼
看着案主所居住的那个楼，但是
周围全是用墙围住的，就是过不
去，我们在街上问了好几个路人，
但是每个人所说的都不相同，但
是我们小组人员都互相鼓励，经
过我们的坚持不懈，终于从一个
小花园绕到了她家。
当我们按他们家门铃的时候，
那一刻我们特别为自己感到自豪，
而且在他们开门的时候，听见案
主说了一句：“没想到他们居然
找到了！”
门打开的那一瞬间，我看到的

本版责编 ／ 美编：王鑫钰 校对：杨畅

经很大了，买一样东西都得再三
斟酌，因此不可能把钱花在这些
上面。
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制作，
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既可以
得到自己想要的，又可以舒缓压
力。为进一步关注癌症患者家属
的生活及心灵问题。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上午，在湖南省肿瘤医院宁
养院开展了“展翅 ＤＩＹ 手工艺”
工作坊活动。此活动邀请了临终
患者家属和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
院的义工团队参加，在活动的过
程中，充分达到减压效果并学到
一技之长。
有家属表示这些活动对自己
和患者都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也很感谢宁养院的医生和义工为
他们精心的准备，希望这种类型
的活动可以继续办下去，让越来
越多的家庭从中学到更多。（稿
件来自长沙民政职业学院）

够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有的
则画的是大自然，有广阔的青青
草原、蓝蓝的天空图，也有鱼儿
在海洋生活图。虽然组员说画这
画并没有什么想法，但还是流露
出了家人患病给他们带来了一定
的压力， 他们希望家人都能健健
康康，自己可以幸福快乐的生活
的向往。也有组员的画是表达对
宁养院和学生的感恩，感谢我们
对他们提供的帮助。
端午节即将来临，照顾者家
属天天都忙于照顾患者，身心疲
惫，所以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
让组员的压抑情绪得到释放。我
们会再接再厉，帮助更多需要我
们帮助的照顾者家属。（稿件来
自深圳大学）

活动吸引了小朋友的注意力并成
功地进行了相互的认识和介绍。
在活动的最后小组全体成员向参
与活动的孩子和家长表达了自己
的感谢，并再次祝福孩子们度过
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本次活动圆满完成预定目标，
并且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全体工
作人员和孩子们建立了良好的关
系的同时，带动并邀请到家长参
与下次活动。
同时本次活动也存在着一些不
足：带领者的紧张情绪影响到活
动的发挥；活动时间的控制不足
影响到活动整体进程的进行；活
动分享的参与和引导不足造成了
一些本不应该出现的情绪出现等。
但是总体来说，随着小组活动的
不断进行，小组效果一次比一次
更加完美。（稿件来自贵州大学）

是一位走路一瘸一拐的女士，我
看着她，我看到她脸上涂了粉底，
画了眼线，我当时就认为我面前
的这位案主是一位爱美的女士，
我们跟着案主进入她的卧室，我
们刚坐下来和她交谈，她顿时就
留下了眼泪，看到她流泪，我心
里也跟着很难受。
之后，我开始和家属交流，在
交流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案主的
家庭情况不是很乐观，但是家庭
收入没有达到低保的标准，低保
证明一直不能办下来，家里几乎
所有的收入都用在了药物上。我
们约定，下一次一定要一起去看
桃花。（稿件来自沈阳师范大学，
选编时有删减）

有情感悟

我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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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你等春暖，看花开

韩姐让我们试戴她的帽子。
图片由甘肃政法学院提供。

韩姐与志愿者分享“爱的礼物”。
图片由甘肃政法学院提供。

甘肃政法学院宁养社会工作服务
志愿者合影。
图片由甘肃政法学院提供。

甘肃政法学院社工在讨论护理方
法的落实。
图片由甘肃政法学院提供。

社工带领患者和家属折叠千纸鹤，
为患者祈祷。
图片由甘肃政法学院提供。

社会工作者带领患者、家属、医
务人员在交流。
图片由甘肃政法学院提供。

用你的光热，点亮 Ｔａ 的余生

转眼间，参加宁养志愿服务已
半年有余，让我有了很多对生命
的感悟和价值观上的启迪，对生
命的概念也有了许多不一样的看
法和理解。
说实话这个项目的现实意义比
我想象中的要有意义的多，在项
目开展初期的时候，我曾经有过
质疑，对自己的能力，项目的落
实点，乃至社工的价值观。对，
你的初衷是好的没错，但是服务
对象不一定会接受，排斥也会因
为很多原因，不信任，不愿意敞
开心扉，对外界本能的抵御心里
让他们摆出一副防备的姿态，我
们的个案曾经一度无法切入，遇
到很多这样的障碍。但到后来，
服务开展次数多了，就会发现，
千万不要忽视你的一句话，一个
动作，一个微笑的表情，所能带
来的能量——正能量。甚至你给
他带去外面一丝新鲜的空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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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和他息息
相关的，并没有抛弃他。他们与
这个世界上每一样美好的事物依
旧保有关联，并有权利享受。
记得开创现代临终关怀体系的
西西里·桑德斯曾说过：“你重要，
因为你是你；你重要，即使在生
命的最后一刻”。每一个生命都
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每个
人都有被尊重的权利，而不取决
于他们的地位、金钱、长幼。他
们对于自己、对于亲人、对于每
一个爱他们的人来说都是最珍贵
的，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任何时间。
他们在生命的最后，需要的
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治疗、疼痛
的减轻，他们心里的话，需要倾
诉，需要有一个人能给予他们最
大限度的理解和包容。他们拥有
各自不同的境遇、不同的经历、
不同的感受，但无论如何， 只要
我们懂得运用优势的视角，看到
每个家庭目前最好的资源与财富，
可能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可能是
互帮互助的友情，也可能是细水
长流的爱情，每个家庭，每个患
者，都有他最宝贵的资源与财富，
整合了这些，并把它们展现在我
们服务对象的眼前，不就是更好
的为他们服务吗？
生命只有一次，这可能是世界
上唯一一件绝对公平的事；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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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又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
《论
语》里提到过：
“未知生，焉知死？”
宁养让我对这句话有了另外一种
解读：“未知死，焉知生？”在
没有切实感受过死亡的时候，很
难说就完全懂得生命的可贵，那
种无论是视觉上、还是心灵上的
震撼，都是那么的直观，直观的，
都有些残忍。
宁养，让我更加珍爱生命，
珍惜当下，珍视活着的每一天。
感谢宁养，感谢李嘉诚先生！还
有所有曾经为宁养献出过一份力
的志愿者们，谢谢你们！
最后，衷心的祝愿每个人、
包括你的亲人、爱人、一切你在
乎的人，身体健康！
写在后面：做社工，既是一门
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尽管我们
不能选择服务对象的背景，也不
能决定他们的人生，但我们可以
尊重 Ｔａ、倾听 Ｔａ、理解 Ｔａ、支
持 Ｔａ、陪伴 Ｔａ。社工一个人的
力量总是有限的，我们会以生命
影响生命，尽可能带来更多、更
强大的力量，这，就是社工精神
的传递，也是我们一直坚持下去
的动力吧——用生命影响生命，
用希望点燃希望。
社工不是神，但我们贵在用
心。（稿件来自黑龙江工程学院）

三月的兰州乍暖还寒，伴着漫
天的柳絮，我随着兰大一院宁养
院的医护人员第一次走进了癌症
晚期病人的家里，结识了我的服
务对象——一位 ３８ 岁的肺癌女性
患者，我的韩姐。
初见韩姐，她正躺在客厅的沙
发上听赞歌——这是一位虔诚的
基督徒。只是当初没想到，四个
月后的她在同样的位置以同样的
姿势离开了人世。韩姐对我们的
到来十分高兴，一边起身招呼我
们坐下，一边嘱咐自己的丈夫给
我们倒水，慢慢地和我们谈起了
她的故事。
２０１２ 年冬，韩姐咳嗽不止并伴
随背部疼痛，后在家人的陪伴下
检查出肺癌晚期。虽然倍受打击，
韩 姐 还 是 在 ２０１３ 年 春 天 做 了 手
术，积极接受治疗。我们去探望
她的时候，她手术刚满三个月，
术后恢复挺不错，她可以简单做
些家务，甚至在状态好的时候出
门散步。 看得出来，韩姐很高兴
能有人过去陪她，哪怕仅仅是拉
拉家常说说话。她的丈夫是一位
司机，工作十分辛苦，自己日常
在家由婆婆照顾，婆婆同时还要
为正读小学六年级的儿子操心，
说自己连累了一家人，潸然泪下。
我赶忙转移话题，与她聊起了她
的衣着打扮，韩姐是位很时尚的
女性，就算在生病期间也把自己
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她很开心的
和我们分享她的购物经历，还说
下次要把年轻时的照片给我们看。
下次再去，韩姐疼痛加剧，她
告诉我们她的癌细胞转移很严重，

自己未免有些担心。
我猜想她有什么未完成的心
愿，便一边和她看过去的照片，
一边回顾她的生命历程，不断给
予她鼓励和支持。看到她的结婚
照，韩姐的脸上洋溢着幸福，还
兴奋的去卧室拿来丈夫为她新买
的沙滩帽，高兴的让我们试戴，
和我们一起拍照。
闲聊之中，韩姐告诉我们她
的儿子今年升初中，由于她的家
庭情况，儿子不能去理想的中学
就读。我们暗暗记下，希望可以
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她完成目前最
大的心愿。
随着日子的不断推进，我们的
越来越熟悉，韩姐的病情也每况
日下，她会在每周的周六等待我
们，给我们打来电话诉说生活琐
事，用她的坚强和乐观一次又一
次给予我们感动。
就学问题终于解决了，韩姐松
了一口气，这一口气，却让她了
断了人生的所有牵挂，终结了生
活的所有痛苦，摆脱了疾病的深
深折磨，也带去了我们的无尽的
思念和不舍。
几天后，她在自家客厅的沙
发上，在赞歌的陪伴下，静静的、
安详的离去了，宛若睡去了一般。
逝者已逝！作为一名社工，我
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从专业
的视角给予韩姐关怀，协助她有
尊严的、无憾的离去；但作为一
个人，我多想能够在下一个柳絮
纷飞的日子里，陪她一起等待春
暖花开……（稿件来自甘肃政法
学院）

美丽的意外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我和我的
组员又认识一个新的美丽的生命，
这是我做宁养项目志愿者七个月
认识的最后一位案主。回想起这
七个月，时光匆匆给我生命中带
来这样一群特殊的人——在病魔
的折磨下，生命将逝。
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放弃过。
尽管他们说过：我没有多少时间
了。我却从他们的眼睛中看到，
他们在极力的像阳光伸着手，仿
佛想去抓住那一把把的力量，去
战胜病魔。
我们总是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
个先来，而意外却是一个让人重
新认识和思考自己的机会。然而
当病魔变成意外降临的时候，我
们才知道生命是如此脆弱，好像
黑暗的手掌一抓，就碎成了一地
的沙。
可是正是因为意外，更让我们
看见的是生命的强大。癌症的病
痛，苦苦的折磨着他们，每次疼
痛发作之后，他们好像被刚刚从
高速飞转的洗衣机里捞出来一样，
疼痛的汗水浸泡着他们的全身。
就算是这样，一次一次的重复着
呻吟和挣扎，他们依旧顽强的战
斗者，不曾想过放弃。
因为化疗原因，她们失去了美
丽的三千青丝。而那三千青丝却
化成千万的笑容，深深的印在她

们的脸上，献给世间上每一个生
命，告诉大家生命如此可贵，也
如此美丽。意外是可以微笑的面
对的。
“我从没觉得我的生命已经走
到了尽头，我也从不相信这个‘意
外’能夺走我的生命，回想起以前，
我不后悔，我相信以后我同样能
主宰我的剩下日子。”６３ 岁的刘
爷爷对我们说。
这七个月的时间让我震撼，七
个月的时间彻底让我改变了对生
命的看法，让我学会了珍惜和知
足。也让我认识了这样一群人：
有这样一群人，上帝知道他们
顽强，便让他们去与病魔战斗。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日受着
病痛的折磨，却嘴角含笑迎接每
日崭新的一天。
有这样一群人，因为需要的治
疗，他们失去三千青丝。
可是他们没从没放弃过。他们
把手举过头顶。一把把阳光是他
们手中的利剑。面对病魔，他们
用坚毅的品质化解着所有的痛苦
和压力，他们的坦然和镇定感染
着身边每一个人。
我想总有一天，他们会劈开面
前的野兽，完成心中那美丽的梦。
于是，这些遇到意外的美丽的
生命创造了最美丽的意外。（稿
件来自黑龙江工程学院）

Ａ０４

有情交流

宁养之树 庇护生命
○世界宁养日
２００５ 年起，国际规定每年十月份第二个星期六为世界宁养日，有宁养服务发展的国家，在
约定的这一天，以形式规模不拘的活动，表达宁养心愿，每年有 ７０ 多个国家参与。李嘉诚基
金会「人间有情」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近年来都有积极开展世界宁养日活动。
２０１３ 年，世界姑息宁养日的主题为“鼓励纾缓照护之全面、关注及实施：走出误区”。李
嘉诚基金会「人间有情」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各地宁养院通过义诊、探访老人院、座谈会、
观影会、演出等多种形式，在倡导宁养理念的同时，也呼吁社会关注老年人群的姑息宁养服务，
让其享有精彩生活和尊严死亡的权利。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宁养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在宁
养日也举行了形式各异，内容丰富的活动。

２０１３：
精彩同行 宁养在身边
十月的哈尔滨，中午时分，艳
阳高照，太平公园里宁养社会工
作服务示范项目黑龙江工程学院
团队的志愿者早早的布置好了活
动场地，宣传宁养服务理念、介
绍服务流程的展板竖立在醒目的
位置，志愿者们向过往的游人发
放介绍宁养日的由来、本次宁养
日主题的宁养宣传单。
下午一点，社区宣传活动正式
开始，哈医大三院宁养院刘伟为
活动现场参与活动的居民进行义
诊；志愿者们为驻足观看宣传展
板的人们细心的讲解宁养服务倡
导的“善生、善终、善别”理念；
志愿者还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进
行了宁养服务知识问卷填答和有
奖知识问答，游人及社区居民们
踊跃参与，争相抢答；在一面“祝
福墙”前，游人和社区居民们纷
纷拿起笔，为病痛中的人们写下
了内心最真挚、最美好的祝福。
“ 精 彩 同 行， 你 我 他” ——
第九个世界宁养日大型社区活动
历时两个小时，整个过程气氛热
烈、活跃，活动受到了游人及附
近居民的赞许和好评，人们纷纷
表示这样的活动是“有益身心的
大善事”。
黑龙江工程学院团队承接的中
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宁养社会工
作服务示范项目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份
开始，目前已经进行了六个月，
哈医大三院宁养院的工作人员、
黑龙江工程学院团队的志愿者们
为晚期贫困癌症患者提供个案服
务和社会灵性照顾，并为患者家
属举办了压力舒缓小组，制作了
癌症患者家属减压和自我照顾手
册，用爱心和真情实现“去者善终、
留者善别、能者善生” 宁养服务
理念。
（稿件来自黑龙江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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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家宁养院建立

宁养院开展纪念世界姑息
宁养日义诊宣传活动
９ 月 ２５ 日下午，在 ２０１２ 年世
界姑息宁养日来临之际，附一院
宁养院组织医疗专家及宁养义工
到汕头存心善堂老人院为孤寡无
依老人开展义诊、健康咨询和宁
养宣传活动，并送上月饼、水果
等节日慰问品，祝愿他们度过一
个健康快乐的中秋佳节！
今年世界姑息宁养日的主题为
“活出最后的精彩——人口老龄
化背景下的姑息宁养服务”。
老年人作为受到癌症及各种慢
性病威胁最严重的一个群体，尤
其是家境贫穷的老龄人，急需姑
息宁养服务，宁养院希望籍此义
诊，呼吁社会关注老年人群的姑
息宁养服务，让他们享有更加精
彩的生活和尊严死亡的权利，提
升老年人口特别是绝症患者的生
活质量及生命的尊严。
义诊现场，专家们为每一位老
人详细地做健康检查，并了解他
们身体疾病的治疗情况，指导规
范用药。针对老年人心血管疾病
的常见多发的情况，附一院心血
管内科陈宋明主任耐心为老人们
讲解老年人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
治疗措施以及自我照顾的常识和
方法。义工们穿梭其中，向每位
老人派发月饼、水果等，现场洋

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和细致入微
的关爱之情。
此次义诊通过一系列活动鼓
励老人们正面积极面对生活，努
力活出生命的精彩，活到最后，
活到最好。（稿件来自汕头大学）

２０１２：
世界宁养日关爱活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是第八个世
界宁养日，潮州宁养院在分别在
西湖边和宁养院内举办了主题为：
“活出最后精彩——人口老龄化
背景下的姑息宁养服务”的社区
宣教活动及科室宣教活动，在宣
传宁养服务的同时，也宣传关爱
老年人的观念。
在当今的中国，现有老龄人口
已超过 １．８５ 亿，人口老龄化、高
龄化已成为当下社会主要特征。
目前，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
是导致老年人死亡的重要原因。
这些老年人迫切需要我们提供宁
养服务，而目前国内能够提供专
业宁养服务的机构很少，远不能
满足老年人的需要，生命的质量
和生命的长度同等重要。
这些老年人，在生命的最后一
站，需要来自家人的陪伴、呵护，
需要专业人员的全人照顾，更需
要来自社会的关爱与温暖。在今
年的宁养日来临之际，我们有责
任和义务面向社会传播宁养服务
理念、分享宁养服务经验，同时
也迫切需要我们向社会推广这一
项 “高质量、低成本” 的新型宁
养服务模式，来关爱他们，服务
他们。为了宁养的梦想，我们一
起努力吧！（稿件来自潮州市中
心医院宁养院）

２００３：
全社会都要支持癌症患者
“癌症病人也应该享有知情权。
癌症患者刚开始得癌症时都可能
会感到恐惧，但是等到他对癌症
有了正确的认识时，就会积极配
合治疗，有利于病情的恢复。
我就见到过一位 ６０ 多岁的癌症
患者，她心胸宽大，照样每天坚
持锻炼。我看到她时，她的气色
就很好，这与心态有很大关系。”
天坛医院宁养院的王医生告诉记
者。
北京肿瘤医院宁养院陈钒医
生说，“有些病人家属为了隐瞒
病情不愿到肿瘤专科医院就诊，
宁愿去综合医院，其实这样对病
人的病情不利，专科医院在肿瘤
方面的医疗水平会更高一些。
我建议应该多向癌症患者宣
传癌症知识，告诉他们癌症并不
可怕，不要病急乱投医。”
此外，陈钒医生还建议，“有
些癌症患者很自卑，认为自己对
社会没有作用了。
因此，社会更应该同情他们、
支持他们。有些癌症患者不敢跟
别人说自己是癌症患者，怕人们
都躲着他，这样癌症患者的心态
就会摆不好，出现抑郁，有的甚
至想过自杀。如果大家都关心癌
症患者的生活，患者有困难时大
家都帮助他，癌症患者就不会有
顾虑，更利于患者病情的恢复。”
（稿件来自《生活时报》，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