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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近这群充满正能量的年轻人，
见证了他们与晚期癌症患者共同谱写的一个个
感人故事。

爱，就流淌在这些小事当中
吉大一院新门诊楼四楼肿瘤中心一个不起眼

的办公室，就是宁养院。中午时分，记者到来时，
狭小的门口已经被十多个年轻人堵住。被围在中
间的人记者认识——宁养院负责组织义工活动的
社会工作者薛志坤，她正在忙着跟大家解释这次
活动的内容和患者家庭住址。解释完毕，一行人
浩浩荡荡向目的地进发。

初春的长春，乍暖还寒，背阴处还积着厚厚的
雪。薛志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薛姐。探访的路
上，薛姐嘱咐大家：患者王大爷不知道自己的病
情，跟他聊天时要记得保密及活动时的注意事项。

刚走进王大爷家小区，远远就听到一句兴奋
的喊声：“孩子们，你们来啦！”队伍中几个女孩快
跑过去，齐声喊了声“田大娘”。“她是王大爷老伴，
开始我们每次来她都坚持下楼来接，孩子们心疼
她，后来再过来就不告诉她了。今天这可巧了。”
薛姐告诉记者。

田大娘打开房门，闪了闪身，露出门后那一张
张年轻的面孔。侧躺在床上、眼睛盯着电视的王
大爷，一转头，惊喜的神色立刻爬上面孔。这次一
共来了9位义工，狭小的房间因为孩子们的到来显
得更加拥挤。一名女孩排众而出，坐到大爷床边，
拉起大爷的手，亲切地唠开了：“大爷，我叫高一
铭，是倪楠的师姐。她今天有课，不能来看您，还
让我给您带好呢。以后，您这有什么事就找我吧，
我帮您干。”王大爷笑着直点头。说话间，他抽回
自己的手，在床边摸索上了，高一铭正要帮忙，大
爷兴奋地笑了，他从枕头另一侧拿到了要找的物
件——电动剃须刀，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开始旁
若无人地刮起了胡子。

田大娘在一旁偷偷解释说，老伴鼻咽癌卧床
以来，除了偶尔去医院复查，再就没出过门，岁数
大了，再加上又病又闷，就有些糊涂。“不过每次看
到这些孩子他都很兴奋，有时连着一周都不刮胡
子。刮胡子是他表示高兴的意思。”

一旁的薛姐随后介绍了王大爷家的情况。老
两口今年都68岁，和因为脑出血同样卧床的女儿
同住，女婿也因为身体原因干不了重活，在外做点
轻活儿赚点钱贴补家里，还有一个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的外孙女在职校上学。除了女婿那一点点微
薄的打工钱，全家就靠大爷1000多元的退休金生

活。无奈之下，大娘只好在小区里找点活干。68
岁的大娘包下了小区四栋楼的楼道卫生。

“平时，大家过来，除了陪大爷大娘聊聊天，就
是帮家里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比如帮大娘清扫
楼道，夏天帮大娘负担的区域锄锄草、清理小区环
境。这些大学生前两天才开学，他们一上学就给
我打电话说，过来帮大娘干点啥，后来知道楼道里
小广告很多，就说过来帮大娘清理一下小广告。
这不，大家就带着喷壶、铲子来了。”

唠够了家常，大家开始着手清理楼道里的广
告。两个多小时过去，楼道里的小广告不见了踪
影。大家把工具收集到一起存放到大娘家。面对
记者的不解，高一铭解释说，其实平时只有四五个
人负责一个患者，今天因为工作量较大，所以来了
很多人“增援”，下次他们再召集些义工，帮大娘把
其他责任区的广告全部清理干净，所以工具就先
存在大娘这儿。

“这些事很小，但就是这些小事让受助家庭倍
感温暖。爱，就流淌在这些小事当中……”义工刘
震如此总结道。

一份来不及送出的礼物
记者离开不久，接到薛姐的电话。她告诉记

者，第二天的行程要改变一下了，原因是，他们原
本要在第二天送出神秘礼物的患者去世了。薛姐
说，她也是刚接到患者丈夫的电话，她和那些义工
孩子们都很难受，所以她想平静一下再跟记者讲
讲这个故事。

晚饭后，记者在QQ上看到薛姐，还有其他几个
义工。薛姐讲述了这个没法送出去的礼物的故事。

43岁的陈姨半年前查出宫颈癌晚期。到宁养
院申请救助后，状态、心态一直不错。甚至在2012
年秋天，大家还帮她给17岁的儿子办了个隆重的
生日会。春节期间他们收到她儿子的短信，说妈
妈的状态不是很好。为此，义工们还在网上聊怎
样帮她缓解下疼痛和情绪。宁养院的定期会议
上，大家就说想给她些惊喜。

大家找来陈姨的丈夫，得知因为经济原因，他
从来没给陈姨送过花，没说过太过深情的话，节日
礼物的策划案马上就出台了。一是要以“陈姨夫”
的名义给她送束玫瑰花；二是要把陈姨夫和他的
儿子找来，给他们录段影像，让他们说段深情的
话。录影像时，当陈姨夫和儿子对着镜头深情地
说出“我爱你”时，镜头里的人都是笑着的，一转身
背对镜头后，大家却都哭了。

一切准备就绪，花预定好了，影像资料也准备

妥当，没想到，她却先走了。这个意外的惊喜成了
永远也送不出的礼物。

“天堂里不会有癌症折磨，天堂里会开满鲜
花，愿所有去到天堂的人总有快乐相随……”聊天
结束前，一个义工在QQ群里如此写道。

为生命晚霞增添绚丽彩虹
这个难得的温暖的午后，记者随八个义工一起

敲开了王大哥的家门。知道大家要来，王大哥早早
守候在房门口，几乎是一敲门，门就应声而开。

王大哥是义工刘震的服务对象。刘震不见外
地称呼他“老王”，这个称呼得到忘年交老王的热
烈首肯。刘震向记者介绍：老王，2007年突发脑出
血，同年6月甲状腺摘除，2009年确诊鼻咽癌晚
期，癌症皮下转移到头顶。

“老王曾跟我细细地讲了两遍他的病情，他
说，这几年他简直快崩溃了，得的病一次比一次
重。多次入院看病，不仅花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
下了外债。真正走入他的生活，我开始真切体会
他的痛苦和坚强。”刘震说，这事要是放别人身上，
可能早都有死的念头了，可老王，不愧是当过兵的
人，这份坚强让我肃然起敬。外人看来是我们来
帮他，实际我们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更多。

王大哥有个读高二的女儿叫瑶瑶，她可是王
大哥的心头肉。要是谁对女儿好，那可比对他自
己好还要让他高兴。大家刚落座，王大哥就指着
床上的一摞新书和几件鲜艳时尚的衣服说，这是
刚刚离开的另一群义工留下的。“他们也开学不
久，给瑶瑶买了新的学习资料送过来，还有几个女
学生给瑶瑶准备了几件衣服。我姑娘明天回来可
得高兴坏了。”记者问起这些大学生的情况，王大
哥一脸赧然，“我只知道带头的那个男孩子姓白，
他们都是吉林大学电子工程学院的学生。平时瑶
瑶只有周日在家，他们过来主要是给瑶瑶做家
教。也多亏有他们，这学期瑶瑶的学习成绩明显
提高。平时瑶瑶住校，有时有不明白的题目，还会
给他们打电话请教呢。”

薛志坤说，那个男孩叫白泉涌，平时课业很
忙，瑶瑶也只是周日才回家，所以只有周日过来帮
瑶瑶补习一下。不过白泉涌人很细心，看到瑶瑶
学习、生活缺什么，马上就回去组织同学一起帮忙
解决。

薛姐告诉记者，王大哥虽然身患癌症，但精神
异常强大。宁养院定期组织义工们走入校园，向
大学生宣讲“宁养理念”，老王以前都坚持参加，用
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大学生们宣讲生命的意义，他

的演讲很有说服力，直到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外出，
他才放弃了宣讲。

“告诉你个小秘密，老王已申请捐献遗体，他
被帮助的同时还想着以后帮助更多的人。”刘震偷
偷告诉记者，这也是他们佩服老王的地方。王大
哥听到我们的话题，也加入了进来。“不怕你们笑
话，其实我也怕死，但疼痛上来时，简直就是生不
如死，真想一死了之。曾经也动过寻死的念头。
但是自从这些年轻的孩子走进我的生活，就像投
进了一束温暖的阳光。怎么比喻好呢，就好像以
前我是孤身一人跟癌症‘打仗’，快打不过了要放
弃，但这些年轻人走过来支援我，我又重新找到战
斗的动力，从那以后我不孤单了。我也想为社会
做点什么，我走后，身体、器官如果能为其他病患
带来点好处，我何乐而不为？”

说话间，大门响了，大家马上帮王大哥武装上
了，披好衣服，捧上玫瑰花，走到门口，将那束艳红
的玫瑰递过去，门口的人一下愣住了，王大哥也憋
了半天没说出话。在大家的“起哄”下，王大哥终
于说了声：“辛苦了，老婆。”掌声响起，门口的王大
嫂霎时热泪盈眶，随后却来了一句：“都快成老太
太了，才收到你的花，肯定是这帮年轻人帮你出的
主意。谢谢大家啊。”大家哄的一声笑开了。

王大嫂说，她这么笃定，一是因为在此之前老
王从来没浪漫过，二是这样的惊喜，这些年轻人去
年冬天就给过他们家一次了。去年12月20日是
老王的生日，那天一大早这群年轻人就带着面、
菜、肉、蛋糕走进了她家，进门就喊着要给老王过
生日。这么多人给他过生日可是第一次。看着这
些孩子切菜、和面、拌馅那笨拙的动作，王大哥全
家更感动了，“这些孩子一看就是从没干过这样的
活。后来我听说，为了准备这个生日会，孩子们头
一天给自己父母打电话，询问包饺子需要多少面、
馅，多长时间能煮好饺子，我们更感动了。别说是
老王，我家瑶瑶也说永远不会忘了这个特殊的生
日会。”在王大哥家一唠就是两小时。怕影响他休
息，薛志坤最后不得不下命令，打断了王大哥意犹
未尽的谈性。大家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依依
不舍地离开。

在和这些可爱的年轻人分手前，小羽递给记者一
张光盘，她说这是她们给这些服务对象做的一份特殊
礼物，叫“爱的礼物——生命旅行笔记”，里面是义工
们帮这些服务对象记录的生命中的大事，用影像、文
字书写着他们的生命轨迹及对家人、朋友的惦念、祝
福。封面上用彩色笔写了这样一行字：用爱，守候日
落；用爱，为生命晚霞增添一道绚丽的彩虹……

温 暖 的 守 候
本报记者 宋育欣

特别关注

义工陪患者过生日。 薛志坤 摄义工陪伴患者子女度周末。 薛志坤 摄

曾看过一篇文章，讲的是生命的五种恩赐，其中
最后一种便是死亡。那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死亡
这个本来应是最恐怖的居然是恩赐。后来，我似乎
渐渐有些懂得，死亡其实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恐怖，反
而教会了人们珍惜生命。

2011年我参加了宁养院的活动，说实话，那时
懵懵懂懂，可以说我没有经历过，从未真真切切见识
过死亡，只是单纯的恐惧。所幸，我接触的第一位宁
养患者是一位极有才华并乐观的人，我特意准备的
开导他的话居然一句也没说出，反而是他教育我珍
惜生活，珍惜拥有的一切。他多才多艺，无论是毛笔
书法还是吟诗作画都很出色，他有自己的微博，并在
上面分享生活的点滴，与博友相互鼓励。因为他，我
学到很多，也想了很多。其实生活的窘困和身体病痛
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也曾一度的夺走那个幸福家
庭的欢笑，但是他用乐观和坚强重新撑起了家。也
许，当某一天，我们也遭遇不幸，不知我们是否能一样
从容面对，哭是一天笑也是一天，与其悲伤度日累及
爱自己的人，不如笑容以对迎接生命的每一个波澜。

其实每一次看着患者被病痛折磨，几乎失去求
生的信念一心盼死，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能帮他
们，我们只能竭尽全力去帮助他们完成心愿或者减
轻他们的负担。我们曾服务过一位老人，她没有孩
子，相依为命的老伴又在前年离世，这两年一直是受
她的干儿子照顾。我们去看望老奶奶与她聊天，希
望可以分散注意力使她减轻痛苦，她却一直说她不
想再拖累他人，我们无法真正切身体会到她身体的
痛苦和内心的孤独，我们的语言是苍白无力的。于
是，我们打听老奶奶的喜好，打算带些可口的食物给
她，可是癌症折磨得她无法下咽。或许对于老奶奶
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另一个世界没有病痛，并且还有
她爱的丈夫，而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陪伴她走完最
后的一程，让她可以有尊严的面对死亡。

到如今我一共接触了四位癌症晚期患者，其中
三位都已经离世，从第一次知道死讯的茫然无措到
现在的从容面对，我觉得是生命教我成长。在宁养
院里接触的很多志愿者，他们的无私和善良令我感
动。而那些面临死亡的患者却也给我最深刻的震
撼，死亡是我们人生终将到达的终点站，最重要的是
生命中一路的风景和每一站的旅程，生命让我们有
喜怒哀乐，让我们经历成功失败，让我们拥有亲情爱
情和友情，让我们感受迎接生命到来的喜悦和送走
生命的哀伤。我想说，谢谢你——生命，使我拥有这
么多的精彩，我也相信生命会让我们的明天更好。

写给生命的感谢信
高一铭

义 工 手 记

“真的是你！”王爷爷王奶奶眼里噙着泪水，
仔细地端详，目光中充满了喜悦和激动，说道：

“终于找到了，知道我们多想你们嘛！”王奶奶叫
出了我的名字，紧紧地把我抱住……

18年前，爸爸妈妈白天因为忙于工作无法照
看我，就会在上班前把我送到邻居家。两年间，
我都由邻家王爷爷、王奶奶照顾。刚满一岁的我
不记得当时发生的事、不会记得爷爷奶奶对我的
好，但从我记事起，爸爸妈妈总是把邻家爷爷奶
奶挂在嘴边，感谢爷爷奶奶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以及因为搬家与他们失去联系的遗憾。他们几
次寻找爷爷奶奶，可是都以失败告终。

18年后，我成为宁养院的志愿者，负责给王
爷爷家服务。王爷爷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多数时
候他只是躺在床上安静地看着我和王奶奶聊
天。我们聊社区里发生的事、聊电视中播放的节
目、聊我在学校中有趣的见闻、聊我成长的故事
等等。那一天，正在我和王奶奶聊天时，她突然
问起我父母的名字和家里十多年前的住址……就
这样，因为宁养服务，我找到了爷爷奶奶，圆了父
母多年的愿望。

18年了，物是人非。我已长大成人，爷爷奶
奶却日渐苍老、疾病缠身。这些年，我们都在寻
找彼此，却没有结果。然而，宁养服务把我又送
回到王爷爷王奶奶的身边，这次由我来为他们服
务、由我来照顾他们。我不记得18年前爷爷奶奶
的相貌、不记得18年前发生过的事情，但是，我还
是能从爷爷奶奶那感觉到温暖、感觉到爱。逢年
过节，也会按时和父母带一些礼物去王爷爷家拜
访、陪他们聊天。我们非常珍惜这十几年后的重
逢，非常珍视这命定的缘分。

宁养服务让我们在18年后重逢，让我们在陌
生的世界中重新找到彼此。参与宁养服务，对志
愿者来说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幸福。宁养服务
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缘分：一种让我们与癌症患者
相遇的缘分；一种让我们成为亲人、朋友的缘分；
一种让患者延长生命、让我们净化心灵的缘分。

有句话这样说：“缘分”就像是一本书，随意
翻会错过，认真看会感动。作为宁养队伍的志愿
者，宁养之缘让我感动。我会将这份感动传递、
将这份缘延续。

宁 养 之 缘
周晓曦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诗通
常被引用来说明视角匮乏所导致的思维盲点。若把
这句话放到“人生”这样一个庞大的主题上，便得出
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结论：我们之所以看不清生活的
意义和全部面相，是因为我们仍幸福地生活着。

是否直到死亡我们才能真正知道我们是谁？人
生的真谛真的需要至死才明白吗？肯定的回答会使
我们在做的事情变得苍白而难以欣然承认。那要如
何才能看清呢？第一次以宁养义工的身份和宁养院
医护人员出诊归来的路上，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
感想。

回程的医疗车徐徐行驶，车窗外初冬明晃的阳
光洒满墙壁和街道，人们熙熙攘攘，如游鱼般安然游
动在这一片祥和的海洋中。赶着回家的公务员急行
着，买菜的大妈们欢快交谈着，小孩放学背着书包相
互打闹着……

生活就是这样了吧？不，生活还有鲜见的一张
面孔，我刚才还分明看见临终的病人心如死灰或心
静如水，卸下一切非本质的外衣和追求，赤诚地面对
余下的生活，看见病患身边的亲人心急如焚或心平
气和，与他们进行着最真挚的情感联系。

是的，生活不仅有出生和欢乐，也有哀伤和死
亡，后者我们一直逃避，但我们终将与身外之万物
一别。我想正是那句诗暗示了我们不应去逃避
死亡，而是从对死亡的观照中进一步地明白生之
意义。

生 之 意 义
韦慰

本报讯（记者宋育欣）吉大一院宁
养院成立四年来，为1600余名贫困晚
期癌痛患者提供了个体化的全人服务，
使癌痛患者无痛、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旅
途，使宁养理念在吉林大地得到了广泛
传播，宁养院也成为了独具本地特色的
临终关怀慈善机构。

宁养院在李嘉诚基金会和吉大一
院的共同资助下，为贫困的癌痛晚期患
者提供居家镇痛治疗、舒适护理、心理
辅导等全人照顾，同时，借助吉大一院
的高水平医疗服务，为癌痛患者提供免
费多学科会诊，癌痛多学科诊治的综合
治疗，为癌痛患者创造了一片无痛的天
空。

为进一步普及宁养理念，提高留院
医生的人文素养，加强医德医风建设，
开展留院医生“爱心一周行”活动。宁
养院在2009年率先向吉大一院全体医
护人员发出倡议，本着“走进宁养，关爱
社会、培养爱心、奉献一院”的活动宗
旨，开展了“爱心一周行”活动。医院为
每位新入职医护人员安排在宁养院亲
历感受一周时间，走进癌症患者家庭，
为癌症患者奉献爱心，从中体会生命的
意义，领悟“大医精诚 尚美至善”的医
者风范，实现生命的丰富和个人的成
长。活动于2009年 8月10日正式启
动，截止到2012年12月底，已经有100
名医护人员圆满地完成了轮转任务，并
将自己的亲身体会写成宁养日记及学
习心得，与全院工作人员共同分享，并

为宁养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
和建议。

为了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力量，
使宁养项目更快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贫
困病人，特别是农村贫困病人，2009
年12月10日，宁养院在农安县设立咨
询处。这标志着宁养项目真正走进了
农村。

宁养院成立以来，积极招募义工，
组织培训开展服务，将宁养服务与志
愿服务有机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
义工的巨大力量，为患者提供了全方
面、个体化的宁养照顾。四年来，宁养
院共招募义工500余人，开展大型义
工培训60次，开展大型义工服务项目
3项，200个癌症患者家庭受益，多名
宁养院义工先后被李嘉诚基金会评为
各年度优秀义工。

建立“宁养院爱心救助站”。宁养
院义工们在服务的过程中，被患者的病
痛和家庭的贫困所震撼，自发建立了

“宁养之家爱心救助站”，帮助贫困家庭
的孩子们。2011年1月28日，由省生
命关怀协会、吉大一院宁养院、吉大一
院肿瘤中心共同主办的“宁养之家爱心
救助站启动暨迎新春联欢会”在肿瘤中
心会议室盛装启幕。宁养院、宁养义
工、吉大一院肿瘤中心一起将这种人性
化的服务延伸到城市社区、村屯，牵手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关注这个特殊群
体。“爱心救助站”成立两年，已为宁养
院患者的子女捐书300余册，同时还向

两所农村贫困小学捐书千余册。带领
医疗专家进行健康普查，不仅宣传了宁
养理念，普及了健康常识，也为贫困的
乡村小学的孩子们搭建了通往知识殿
堂的桥梁。

开展“宁养理念入校园”系列宣传
活动。为更好地宣传宁养理念，让更多
的大学生了解宁养，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宁养院在长春市各大专院
校开展了“宁养理念入校园”系列宣传
活动。通过与大学生共同分享宁养项
目十余年来的风雨历程及义工们的感
人心得，使大学生了解宁养，了解癌症
晚期患者的生活，完成爱心的传递。此
活动开展以来，感召了一大批有爱心、
有热情的大学生，纷纷报名加入到宁养
义工队伍。

义工积极制作“爱的礼物——旅
行笔记”。宁养义工在为患者及家属
服务过程中，与患者密切接触，成为
他们的亲人朋友。为多名患者制作
了“爱的礼物——旅行笔记”，在李嘉
诚基金会举办的全国宁养院“爱的礼
物——旅行笔记”的评选活动中，荣
获两个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的殊
荣。3名义工赴香港参与了为期5天
的由“香港医管局与李嘉诚基金会”
共同组织的内地资深宁养社工及优
秀义工先进宁养理念培训活动。另
有近 40 名宁养义工分别获得 2010
年、2011 年、2012 年“李嘉诚基金会
全国优秀宁养义工”称号。

特 色 服 务 显 关 怀
1600余名贫困晚期癌痛患者在宁养院获救助

调查研究表明，大多数患者表示：
如果有适当的支持，更喜欢住在家中
被照顾，以及在家中死亡。“家庭是我
们回忆生活和临终的地方，也是让我
们感觉更充实的地方。”这些调查说明
家居是大部分患者临终前最可能的选
择地点。

大部分的家居照顾工作是由患者
的家人完成，所以他们是否接受过专业
机构的指导会直接影响照顾的质量。
如果像宁养院这样的机构提供了良好
的支持服务，优质的家居照顾是可能
的，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优质的家居照顾可有助于患
者更好地面对死亡

对于大部分晚期癌症患者来说，家
是自己最熟悉和热爱的环境。从医院
回到家中，患者能够维持常态的生活，
亲人们轮流给患者喂水、喂药、擦洗、回
忆人生故事，邻居友人过来探视、聊
天。人生最后的日子里，能与亲人们一
起，在熟悉的环境中，共同与疾病作斗
争，不仅会减少孤独、无助和失落，而且
能从中获得许多安慰和力量。患者将
带着温暖的亲情和挚爱，幸福安详地离
开这个世界，得到“善终”。

（二）优质的家居照顾可有助于患
者与家人的沟通和告别

家居照顾令患者与家人有更多的
时间相处，自己的亲人面临死亡，这对
每一个人都是一种生命的新体验。生

离死别的心灵震荡，会令自己重新审视
与患者的关系。以前的误会、隔阂，如
果可以在亲人离世之前消除，以前没能
说出口的爱意和关怀，如果可以及时地
表达，不仅可以令逝者安心善终，更可
令生者放下心结，轻松道别。这种“善
别”对于临终患者和家人的心理都具有
重要意义。

（三）优质的家居照顾可有助于患
者家属尽快摆脱哀伤，投入新的生活

患者在家中离世的过程，对于家
人来说无异于一场最好的生死教育
课程。当亲人离世时，人们总是怀念
他对家庭和社会作出的贡献，肯定其
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教育活着

的人们要珍惜生命，努力实现生命的
价值。同时，在家中送别亲人，也有
利于人们正确地对待死亡，认识到

“死亡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对死亡不
会感到神秘和恐惧，懂得活在当下，
珍惜现在，更好地生活下去。另外，
由临终关怀机构提供的家庭哀伤辅
导活动也可以帮助死者家人接受“善
生”的观念。

宁养服务通过团队的协作为患者
及家属提供心理、灵性和情感的支持，
努力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患者“善
终”、彼此“善别”、家人“善生”的理念，
是宁养服务中极力宣传与追求的目标
之一，家居照顾无疑是达到这一目标的
最好方式。

居家照顾的意义

“你重要，因为你是你；你重要，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现代“临终关怀”
体系创始人英国籍医师西西里·桑德斯说的话，也是奔忙于癌症晚期患者家中的吉大一
院宁养院的义工们所遵循的信条。他们被称作“生命尽头的守候者”，他们陪伴患者聊
天、读书看报，他们用一系列朴实无华的举动，为患者及家属点亮了一盏“心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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