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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骥曾经以为自己对死亡再熟
悉不过。

身为温州医科大学的教师，林晓
骥同时也是学校附属第二医院的一名
医生。

肿瘤科医生。
生死博弈每天在他的眼皮下上

演。作为医生，他熟练地为患者进行
各种检查，对着片子迅速想出治疗方
案，在患者病情出现变化时制定应对
之策，直到医学回天无术，患者走向生
命的尽头。

很多年来，他从未觉得这样的操
作有何不妥。

直到父亲罹患结肠癌。
他停了下来。

“死亡和活着一样，都需
要尊严”

2012年，林晓骥60岁的父亲诊断
为结肠癌。

病情一发现就已是晚期。林晓骥
第一时间给父亲安排了手术和化疗，
但不到一年时间，癌症复发。这意味
着即便采取最积极的治疗，父亲的生
命也最多只有一年。

此时，癌症已让父亲陷入深深的
折磨。化疗摧毁了他的身体，复发后
的呕吐又让他难以忍受。他的自理能
力逐渐丧失，每天长时间卧床，形销骨
立。

当过兵的父亲性格刚强。如此低
质量的生存，让他难以接受。经过和
家人的商议，他决定，放弃治疗。

父亲又度过了和正常人无异的 3
个月。那 3 个月，林晓骥带父亲出去
玩，去各种他想去的地方，然后，父亲
要林晓骥带他回到乡下老家，要在幼
时成长的地方，迎接生命终点的到来。

最后的时光里，癌症带来的痛苦
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林晓骥面前。
父亲全身剧烈的疼痛，大量的腹水让
他腹胀、呼吸困难，但生理上的痛苦远
没有精神上的折磨更让他感到恐惧。

3个月后，父亲离世。
父亲临终前的痛苦深深刻在林晓

骥的心上。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把病人

送到生命的终点，他开始觉得自己以
前做的并不全对。

一个名词进入林晓骥的视野：临
终关怀。

“当我们用医学延续患者生命的
时候，可曾想过，我们同时也在延续他
的痛苦。”

“死亡和活着一样，都需要尊严。”
曾经，林晓骥认为自己唯一的使

命，就是全力以赴地拽着病人，向死亡
相反的方向奔跑。

现在，他决定暂停一下了。
2013年12月，林晓骥带领着他所

在 温 州 医 科 大 学 的 学 生 发 起 成 立
37℃生命支持服务队。

生命支持，意味着在专业的医学
治疗以外，还给予肿瘤晚期患者专程
陪护和死亡教育，让患者干干净净的，
吃饱喝好，同时提供心理治疗，让患者
坦然接纳死亡。

37℃，则是人体正常体温的温度。
“临终关怀，应该是有温度的一件

事。”林晓骥说。

“每个病人心底都是深
不可测的海洋”

一个现实是，当没有治愈希望时，
很多癌症晚期患者会选择回家。回归
家庭后，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很多癌症
病人和家属要面对临终过程中的一系
列痛苦，生命和尊严，在难挨的痛苦中
一点点流逝。

有鉴于此，组建团队之初，林晓骥
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专业护理上。

如何贴止痛贴？如何给患者拍
背？发生呕吐时，如何给患者摆体
位？林晓骥常常亲自出马，在患者的
病榻旁为家属讲解要领。

恍惚间，林晓骥又回到和父亲相
处的最后时光。抽血、打针，林晓骥都
是亲自来。幼时的自己，在父亲的怀
抱中嬉闹、翻滚，30 年过去，他翻动着
父亲枯皱的身体，努力让他获得最后
的平静。

“面对患者，当你不再把自己当作
一个必须要救活他的医生，而是当作
一名送他最后一程的亲人、朋友，你们

双方的关系会发生很奇特的变化。”林
晓骥说。

初见孙先生时，大家的第一感觉
是，叛逆。

他 30 多岁，罹患脂肪肉瘤，独自
一人住院。父母要来看望，他永远都
是粗暴回绝。

处的时间长了，志愿者们才知道，
孙先生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得了这
个病，他知道自己活不长，既不想给父
母增加负担，也不愿给父母留什么念
想，索性破罐子破摔。

然而，平静等待死亡的孙先生却
有一个遗憾：从来没读过大学。得知
志愿者们都是大学生，他问：“大学生
活到底什么样？”

37℃生命支持服务队决定帮助孙
先生圆梦。服务队安排他参观了温医
大校园，旁听了林晓骥主讲的一节
课。课后，大家还带着他“挤了”一回
校园食堂，和大学生们坐在草地上谈
天说地。临走时，孙先生和大家一一
握手，一直念叨着“谢谢”，姿态前所未
有的谦卑。

那天回来以后，大家谈起孙先生，
感慨：“他只是一直故作坚强。”

大二学生孙轶群曾帮助过一名急
性白血病的女性患者。患者 47 岁，今

年过年时查出患病，因为家里条件不
好，她的弃世念头非常强烈，填基本信
息时，连丈夫的手机号都推托记不住。

突破口从一顶假发开始。由于治
疗，女患者头发已经掉光，孙轶群和同
伴把假发送给她，又亲手帮她戴好，拿
出镜子，说：“阿姨您看，这比刚才好看
多了。”

话题就此打开。在以后的日子
里，一名农村中年妇女的心酸和无助，
无奈和放弃，慢慢呈现在孙轶群面前。

得知她的经济状况，孙轶群试图
说服她去网络募捐。然而她觉得这是
件难堪的事。“我儿子 27 岁了，还没找
到女朋友，我觉得很丢人。而且我和
亲戚朋友们都不来往，募捐没有用
的。”她叹气。

“试一次，就试一次。”孙轶群不甘
心，百般劝说。

患者勉强同意。当网络募捐真的
发起，那些“失联”的亲戚朋友或纷纷
捐款，或主动提供真实性认证，让这位
患者惊讶不已。

亲情、友情并没有消失，只是在她
看不见的地方存在着。

“我要勇敢地活下去。”女患者对
孙轶群说。

“看到原本已放弃的生命，又重新

鼓起勇气，去迎接人生必然的挑战，这
是我们最开心的事。”孙轶群说。

“每个病人，心底都是深不可测的
海洋。”林晓骥说，“如果不做临终关怀
这件事，只是做一名治疗的医生，我们
可能永远无法深入病人的内心。”

“我从未对死亡习以为常”
几乎每名参与 37℃生命支持服

务队的人，都在志愿服务中收获着职
业和生命的成长。

温医大第二临床医学院的大二学
生阮烨娇曾经被一名护士狠狠伤害过。

读高中时，阮烨娇的太祖母身患
胰腺癌晚期，因年事已高，在家保守治
疗。那天，太祖母疼痛难忍，家人送她
来医院，找到当初接受治疗的住院部，
希望可以注射止痛药和营养液。

住院部的护士说：“出院了就不归
我们管了，你们去门诊吧！”甩下这句
话，护士扭头走了。

大家赶忙推着轮椅上的太祖母前
往门诊。情急之下，没人顾得上生气。

除了正读高一的阮烨娇。
阮烨娇和太祖母感情深厚。当护

士不耐烦地说出那句话，阮烨娇的心
头被狠狠一击。

“没有人会希望自己在乎的人被
粗暴对待。”5 年后，回忆起此事，阮烨
娇依然流下眼泪，泣不成声。

她立誓做一名心中有温度的医
生。加入 37℃生命支持服务队后，她
成为最积极的一个。

一名医生说过，“我从未对死亡习
以为常”，她把这句话牢牢记住。

截至 2017 年，林晓骥带领的这支
服务团队已累计拥有 1556 名志愿者，
累计上岗 11220 人次，为近 300 名癌
症晚期患者提供生命支持，为 38 名
贫困患者筹到50余万元医疗费用。

林晓骥对此深感自豪：“这是我
成为医生后，做的最骄傲的一件事。”

“生老病死，是一个自然过程，没
人可以例外。在生命的尽头，让他们
尽可能地减少痛苦，带着坦然，平静地
谢幕，这是临终关怀的含义所在，也是
我的希望所在。”林晓骥说。

5年来，温州医科大学37℃生命支持服务队陪在一个个肿瘤晚期患者身边——

守 护 人 生 落 幕 时
本报记者 高毅哲

■每周人物点评

微弱的光
24岁的殷沙漫，喜欢写日记、摄

影和舞蹈，但这个看起来平凡的女孩却
选择了一条不平凡的路：她从沿海走进
大山，从城市走向乡村，从大学校园走
上村小讲台，在支教的事业里从一个人
走到一群人。

初中时，12岁的殷沙漫就加入学
校志愿者协会开始了她的公益路。上大
学后，殷沙漫去过20余所山区小学支
教，为多所贫困小学的240多个孩子，
筹集了价值5万元的物资⋯⋯

有人说，志愿者们匆匆而来匆匆而
去，给孩子们带去的只是一时的惊喜。
但她相信“也许我这点微弱的光，照不
了多远，但万一对他们是一种无限的光
明呢？”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和我们
有关。世界的改变不是少数人做了很
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了一点点。

就像殷沙漫一样，她种下的一些种
子，总有几颗能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梦想的报偿
6年写出200多万字网络小说的事

情被媒体报道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宿
管阿姨汤杏芬一下成了网红，连杭电的
文学教授看了，都不敢相信小说出自业
余文学爱好者之手。浙江网络作协还正
式向她发出了邀请。

她是一位宿管阿姨，但曾经种下过
当老师的梦想，于是她用幽默、贴心的
语言在宿舍门前的小黑板上，悄悄实践
自己“育人”梦想，引得进进出出的学
子们每天亲切地和她打招呼，甚至被推
荐作为后勤服务人员代表为毕业生们致
辞。

宿管阿姨为何能成网红？大概是因
为在高校这个偌大的江湖里，她切切实
实贴近了学生的心。

“我会继续当个好宿管阿姨。当然
了，也要坚持创作。”汤杏芬说。文化
程度不高，但在文学创作的路上孜孜不
倦的汤杏芬，坚持了自己的梦想，也获
得了坚持梦想的报偿。

本期点评 黄鹏举

温州医科大学温州医科大学 3737℃℃生命支持服务队的志愿者在为癌症晚期生命支持服务队的志愿者在为癌症晚期
患者做个人口述史的记录患者做个人口述史的记录，，为他留下人生记忆为他留下人生记忆。。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创新争优是一种态度

厦 门 大 学 嘉 庚 学 院 创 办 于 2003
年，是经国家教育部门批准，由教育
部门直属重点大学厦门大学和厦门嘉
庚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按
新机制和新模式运作的独立学院。

15 年来，该校对新机制、新模式
两个“新”字的挖掘从未停止。嘉庚
学院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核心办
学理念，大胆实践，在中国内地率先
设置教师答疑制度；教师独立办公
室；实践教学周；体育教学俱乐部
制；考场随机排座、蔽名改卷等诸多
措施，全力营造因材施教、因势利
导、尊重个性、激发潜能的教育环境。

林溱，该校 2010 届管理学院本科
毕业生，厦门市青年创业人才，年销
售额超过 18 亿元的电商园区掌舵人。
回想大学生活，他说，相对自由和宽
松的氛围让喜欢“折腾”的他有了很
多的想法，并在大学期间收获了超
200 万元的人生“第一桶金”。“好的

结果源于对的开始，一入学，我就通
过教师答疑制度与师长促膝长谈、倾
心交流，并明确了自己的大学规划和
人生方向。”

在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每一位专
任教师都有独立办公室，这很大程度
上就是为了给教师答疑制度的长效发
展保驾护航。根据制度要求，每位教
师每周须安排 3 次答疑时间，每次 2 小
时，并将时间告知全校学生。在这些
时间里，在每间独立办公室，学生们
和教师畅谈包括学习难点、生活困惑
在内的一切话题。

这些举措、设施在推出的当时都
开创了国内高校之先河，而它们的发
生源于嘉庚学院以学生为中心的坚定
理念——着眼每一名学生的成长，并
为此不断创新、止于至善。

实现优质靠奋斗

拔尖的追求带来创新动力，而能
否一步步走向杰出，靠的远远不止于
此。

今年 8 月，第十三届“恩智浦”
杯智能汽车竞赛总决赛将在厦大嘉庚
学院开赛，这是此项赛事首次在一所
民办高校举办。也许会有不少人想问

“为什么”“凭什么”，别着急，咱们先
看看成绩——自 2009 年参赛以来，该
校智能车队曾多次拿下全国特等奖、
一等奖。

也不仅仅是智能车这一项竞赛。
2017 年 12 月 14 日，中国首个专注高
校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成果的排
行榜发布。嘉庚学院领衔全国独立学
院，并在全国 2900 多所高校中跻身
200 强，排在第 180 名。这样的成绩对
一所办学仅 10 余年的独立学院来说，
堪称了不起。

当然 ， 比 起 闪 亮 夺目的成绩本
身，成绩的背后更值得关注。“我们认
为，培养能力比传授知识更重要，创
新实践教学理念，建构全覆盖的实践
教学体系，是我们教学改革与创新的
突破口。我们两度修订全校各学科专
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致力于将实践教
学理念贯穿于每一个教学环节。”教务

部长林斓的介绍无异于“揭秘”，揭开
了嘉庚学院学生的不一样之谜。

实践教学理念的全面渗透，为嘉
庚学院的课堂内外带来深刻的变化，
激发了学生更多的潜能。并且，随着
办学实践的不断积累，这个理念一直
在深化、完善、升华。不变的是，赛
场上闪亮的选手、受市场欢迎的毕业
生被源源不断地输出，这种人才口碑
与效应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

保持优秀需要远见

建校前 10 年，嘉庚学院专注于教
学，紧紧把握“以有效教学见长”这
个定位，将工作重点放在教育教学改
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上。2013 年，
办学 10 周年之际，嘉庚学院提出了

“教学与科研并举，以有效教学见长”
的发展思路。

“以有效教学见长”仍是发展的核
心思路，但科研被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位
置，大力发展科研工作成为学校新一轮
跨越发展的重大举措和生长点之一。院

长王瑞芳表示：“科研与教学不是对立
的，两者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互相
促进、相辅相成的。学校重视科研工作
的落脚点是更好地培养人才。”

在学校的大力推动下，嘉庚学院
的科研工作有了突破性的增长。2011
年至 2017 年，学术论文数量涨了近 7
倍，科研项目数量也增长了 2.7 倍。

嘉庚学院深知，科研工作要想实
现特色发展、长效发展就不能关起门
来搞科研，要加强校企、校地合作，
实现科研创新、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
的三赢局面。

汉嘉设计创新研究中心就是在这
一思路下诞生的校企合作创新平台，
由嘉庚学院与汉嘉设计集团合作共
建。2017 年 6 月，厦门市公开出让 4
幅城镇住宅用地，厦门特工开发有限
公司以 10.22 亿元竞得同安 T2017P02
地块，并于 2017 年 10 月进行该项目的
实施性方案设计公开招标。参与竞标
单位有 9 家，其中，不乏上海市建筑
设计研究院、中建集团东北设计院等
国内知名设计单位。

最终，仅成立 5 个月的汉嘉设计

创新研究中心拿下了这个设计费超
530 万元的项目。像这样的校企合作
创新平台在嘉庚学院还有 7 个，嘉庚
学院的计划是，在 3 年的时间里搭建
10 个校企合作创新平台。

2014 年 9 月 21 日，嘉庚学院迎来
首批与厦门大学研究生院联合培养的
研究生。在办学 12 年后，嘉庚学院
走出了提升办学层次试探性的一步。

很多人问了同一个问题：嘉庚学
院为什么要开始研究生教育？专心做
一所精致的本科大学不是很好吗？王
瑞芳院长对此的回应是：“有了研究生
教育，会吸引到更好的师资和更优秀
的生源，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他说，
社会媒体常用“这是一所不一样的大
学”来评价嘉庚学院，这样的评价也
表明了嘉庚学院的决心——在中国众
多大学中，嘉庚学院立志成为一所不
一样的大学。

“不一样”需要优秀，更离不开保
持优秀，而“保持”需要的则是远见
和与时俱进，就像刻在校园里、融入
每个“嘉”人血液的嘉庚精神：自强
不息、止于至善。

厦大嘉庚学院：努力办一所优质大学
创办15年来，学校对新机制、新模式两个“新”字的挖掘从未停止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民办高校中，要有一些精英大学，嘉庚学院就有这
样的抱负。”前不久，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向海内外英才发出求贤令，院长王瑞芳
在其间的一句话引来广泛关注与点赞。

精英，意指事物之极精粹、极美好者，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勇于创新、追求
卓越的态度。这更与厦大嘉庚学院的发展愿景不谋而合——努力成为国内同类高
校中一流的、获得国际广泛认可的、以有效教学见长的一所新型优质高等学府。

连旅居塞尔维亚的学校校友郭玉都忍不住隔空为母校的抱负站台打 Call：
“我很骄傲自己是嘉庚学院的学生，是她用 4 年教会了我们，去了解并遵从自我
真正的内心世界。”

大学毕业后，郭玉一直“在路上”，这是她忠于自己而选的生活方式，当
然，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2015 年尼泊尔遭遇强震，刚好在当地的她还发起草
根志愿者队参与救灾。这位被国际友人以“中国娃娃”相称的 90 后姑娘因为央
视的报道被更多的人认识。

“向着更好，活出自我。”郭玉说，如果现在的她已是“更好的自己”，那么
母校的激发不得不提。“尊重个性，去帮助每一名学生实现自我的成长，而不是
生产线上的流水作业，这就是我心目中理想大学的模样。”

芳华十五年 锐意进取每一天

❋2003年，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创立，迈开了向优质高等学府奋进的
坚实步伐。

❋2010年7月，嘉庚学院获评“全国先进独立学院”。
❋2011—2017 年，嘉庚学院连续 7 年入选腾讯网教育产业价值榜，

位列独立学院榜榜首，先后获得中国最具品牌价值独立学院、中国最具
品牌影响力独立学院、腾讯网十年最具领导力独立学院、十大品牌独立
学院、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独立学院等称号。

❋ 在 《2012 － 2016 年 全 国 普 通 高 校 竞 赛 评 估 结 果 （本 科）
TOP300》 中，嘉庚学院领衔全国独立学院，并在全国 2900 多所高校中
跻身前200强，排在第180名。

❋2018年，在中国侨联和凤凰卫视发起的华人教育家大会暨“聚焦
中华”教育盛典上，嘉庚学院获得2017—2018国际影响力独立学院称号。

我们在我们在““嘉园嘉园””等你等你。。朱鲜艳朱鲜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