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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之
际，记者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来
到位于珠海横琴新区的粤澳合作
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简称产业
园），这是2011年《粤澳合作框
架协议》签署后首个在此落地的
项目，也是珠海和澳门共同开
发横琴的启动项目。经过8年的
努力，产业园充分发挥澳门作
为中国内地与葡语国家商贸合
作服务平台的背景和优势，带
动中国中医药优质产品和技术
走入葡语国家和欧盟国家。

产业园规划设
想初显成效

1999 年澳门回归之后，大
力发展中医药产业，并以产业
化、标准化和国际化为目标，
促 进 澳 门 经 济 适 度 多 元 化 发
展。目前，产业园发挥着“国
际 窗 口 ” 和 “ 交 流 平 台 ” 作
用，越来越多的中医药产品从
这里“扬帆出海”，走向国际。

截至 2019 年 9 月，产业园
已成功协助内地和澳门企业的6
款产品在莫桑比克注册，其中

“连花清瘟胶囊”和“张权破痛
油”两个产品进入当地市场销
售。产业园还启动了欧盟传统
药物和食品补充剂的立项和研
究工作，助力企业的优质产品
进入欧盟市场。截至目前，产
业园累计注册企业159家，其中
中医药企业51家。“依托产业园
辐 射 并 带 动 澳 门 经 济 多 元 发
展”的规划设想已初显成效。

目前产业园注册的 159 家企业中，澳门企业 39
家，涉及中医药、保健品、医疗器械、医疗服务及生
物医药等领域。科研总部大楼、GMP中试生产大楼及
研发检测大楼已投入试运行使用。作为澳门推动中医
药产业化和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同时也是内地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化中医药产业园区，产业园未
来期望在推动澳门中医药业优质发展的同时，能够为
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产业的共融发展做出贡献。

粤港澳联手打造“中医药高地”

打造“中医药高地”，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发挥应有
的优势。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医
药高地”，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产业发展明确定位。

事实上，粤港澳三地中医药资源正加速整合。近
日，粤港澳三地政府主管部门共同签署 《粤港澳大湾
区中医药合作备忘录》，支持港澳中医医疗机构加入珠
三角医疗体系，建设大湾区医疗联合，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中医药创新平台，推动粤港澳三地中医药重点实
验室、科研机构资源共享，推动落实涉港澳中医医疗
机构和中医师准入政策。

珠海市加强区域中医药产学研合作，推动该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与澳门科技大学共建“澳门科技大学临床教
研中心”，在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设立300平方米临床教
研中心，共同开展中医药治疗2型糖尿病临床研究、妇
科肿瘤临床研究和中药新药开发研究等领域的合作。

中医药在广东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也是全
球范围内中医药学科和人才相对集中、人才培养和科
学研究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可以为大湾区中医药发
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目前广东省中医院已经
启动了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创新中心和广东国际传统
医学临床指南研究院建设。同时，由广东省中医院牵
头，香港浸会大学、澳门大学等港澳高校参与，中医
药防治免疫疾病国际创新基地开始共建。

产业园为澳门发展创造条件

2018年10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产业园考察时
强调，建设横琴新区的初心就是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
创造条件。横琴有粤澳合作的先天优势，要加强政策
扶持，丰富合作内涵，拓展合作空间，发展新兴产
业，促进澳门经济发展更具活力。

产业园总经理吕红介绍，2019年 2月 18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将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定位于大湾区重大创新
载体，并明确支持产业园开展中医药产品海外注册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同时，在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前提下，产业园也致力于为园区内的
企业新药研发、审批等提供指导。

如今，产业园创新研发的氛围正在形成：与北京大
学、澳门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同成立的珠海横琴新区
北澳中医药创新研究院已成立；与广州中医药大学、福
建中医药大学、暨南大学、澳门大学等高校院所建立了
战略合作关系，力促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科技创新成果
的转化和产业化；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专家组建的盈科瑞

（横琴）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也已入驻园区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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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 日下午，北京世纪坛医院腹
膜肿瘤外科主治医师刘刚和社工办的吴
薇、加莉娟一同来到腹膜恶性肿瘤患者
陈天 （化名） 所在的病房，与她进行
交流。

病房里一下来了几个人，陈天和陪护
的妹妹显得有些紧张。刘刚和加莉娟走到
床头，表明来意：“我们医院除了治疗患
者身体上的疾病，也非常关心患者心理上
的需求，所以来和你们简单聊聊天，解答
一下你们心里的疑问。”

31 岁的陈天来自云南，戴着黑框眼
镜，表面看起来只是一位稍显虚弱的普通
姑娘。她首先问了刘刚病情方面的问题，
想要了解自己目前身体状况如何，手术治
疗将怎样进行等。“我这个病做手术，是
不是要切除卵巢？”陈天问。

刘刚回答说，她入院时的身体状况不

适合进行手术，现阶段最重要的目标是达
到手术条件。至于对器官的切除，医院会
结合病情状况和患者意愿，在满足治愈疾
病的前提下“能少切就少切”。

陈天问：“我知道咱们医院是治这个
病技术最好的，现在还有没有什么最先进
的疗法？我们都愿意尝试。”刘刚表示，
除了常规方法还有药物临床试验的方法，
但不能保证新药的疗效，具有一定风险。
现在为她提供的方案，还是以成熟、安
全、确实有效为优先考虑。

紧接着，陈天的妹妹问道：“我们家
属还能在什么方面做些努力，帮助她恢复
得更好？我们精心准备饮食，但病人身体
不太吸收。”刘刚说这是患病所致，家属
和患者要严格按照医生给出的科学方案执
行，接受医务社工等的帮助，从身体和情
绪两方面积极配合治疗。

由于提到了医务社工的存在，刘刚笑
道：“你和我们这位医务社工年纪差不
多，可能会有更多共同话题。”两位女孩
都羞涩一笑，加莉娟放下记录的笔，将手

搭在床沿，告诉陈天，病友之间的交流要
注重互相鼓励、分享心路历程，不能因为
当今信息渠道丰富就随意传播、听信没有
根据的疗法。

“当年据传美国有一种给狗吃的驱虫
药可以治肿瘤，很多人就去吃那个。”刘
刚一边补充一边摇头，“遇到这种事，你
就当听个段子，绝对不能抛开医生专业意
见自己乱试。”陈天和妹妹不住点头，发
出“嗯、嗯”的回应。

随着交流逐渐深入，话题也更为随
意。有没有男朋友啦，入院前的工作啦，
聊着这些琐碎的个人经历，陈天毫无征兆
地红了眼眶，抬手擦拭不断流下的泪水。
妹妹连忙拿来抽纸，加莉娟接过纸巾凑过
去帮她擦泪，刘刚继续温和地介绍各类注
意事项，告诉她要往前看，不要过度思虑
病因而使自己劳神。

跟着医生去倾听
芮钰雅

图为产业园科研人员在演示检测设备。马耕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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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李雁医生诊室门口的字条。
本报记者 熊 建摄

左图：刘刚 （中）、加莉娟 （左） 在
和陈天 （右） 交流。

芮钰雅摄

上图：李雁医生 （右） 在出诊。 阮前伟摄

5年了，自从邢继春得了肿瘤。
“当时我住院的病房里，加上我，4个

病人，没多久就走了 3 个。”邢继春回忆
当时的情形，“这个病不像其他的病，得
了这个病肯定会对生活有影响。‘谈癌色
变’嘛，怎么就能落在我身上呢？谁得了
这个病，都会想不开，就跟天塌了一样。”

5 年后的今天，邢继春化着精致的妆
容，站在记者面前，拿着手机，翻看她不
久前去香港参加模特比赛的照片。红色羽
绒服穿在她身上一点不显臃肿。

“今年10月，我参加了黄河边上举行的
千人大合唱和千人旗袍秀。走完秀回到北
京我又参加了模特比赛，接下来还要去广
州参加比赛。”邢继春的日程排得满满的，

“我可以保持好的心态，跟李主任分不开。
他不光治好了我的病，还一直倾听我的故
事，鼓励我说，‘好好玩儿，看你走秀走得
多好，以后把你这经历好好介绍介绍，给
那些心情不好的人、情绪不好的人’。”

邢继春说的李主任，是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腹膜肿瘤外科主任
李雁。

“肿瘤首先是一种社会病，其次是家
庭病，最后才是个体病。”这是李雁经常
跟临床医护人员说的一句话，时刻提醒大
家要注意患者的“社会人”身份。

医学是一种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当
前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人文医学服务模式
转变，要求医疗团队不仅能够对患者的生
理痛苦做出回应，也应对其心理给予足够
的关注。这就是叙事医学的理念，在北京
世纪坛医院推行多年了，体现之一就是倾
听患者心声，撰写叙事医学病历，又称

“平行病历”——用非技术性语言叙写病
人的故事、疾苦和体验。

走近患者的痛苦，
懂病也懂人，治病亦治人

冬日里一个周四的上午，是李雁出诊
的日子。他的诊疗室门口贴着一张纸，上
写：“由于李雁主任专家门诊患者较多，病
情都很复杂，每一位患者李主任都会详细
询问病史，查看病历资料，就诊时间都比
较长。李雁主任看完所有的患者才会下
班，请大家耐心等待，感谢您的配合。”

诊室里，李雁正在接诊一位从黑龙江
省嫩江县来的患者。

在老家动了两次手术都没有解决问
题，去哈尔滨、天津，都没办法治疗，这位
患者差不多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北京，
声音微弱，情绪低落，说两句就要落泪。

李雁边听她诉说，边查看她拍的片
子，边聊天。说话慢慢的，语气缓缓的，
诊断妥妥的。诊疗中，李雁不断帮病人缓
解情绪：“你别瞎琢磨，我来给你解决核
心问题。”

病人离开时，面容轻松了很多。
“叙事医学是由医护叙事能力开启的

临床医学新路径，旨在通过共情、反思、
关怀，走近患者的痛苦，改进唯技术化的
医患沟通，达成身心的干预与照顾，促进
医患和谐，而非懂病不懂人，看病不看
人，治病不治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
究院教授王一方说。

“对肿瘤患者来说，这一‘地震式’
事件影响的不仅是患者自身，其周遭的一
切社会系统也都会受到影响。我们要想实
现对患者的全面治疗，就要对他们进行全
面关注。受现实条件限制，现阶段医生和
护士更多的精力仍集中于患者的生理治疗
方面，所以我们将医务社工引入医疗团
队，希望能够回应患者在心灵、社会等层
面的需求。”北京世纪坛医院医务社会工
作管理办公室主任吴薇说。

邢继春对此深有体会。“我这次去复
查，碰到了之前照护过我的女护工。她还
记得我，说‘好几年了，状态还这么
好’。我听着特别温暖。”她说，“每次复

查都跟过鬼门关一样，但是这里的团队是
那么暖心，处处体谅我的心情。复查完，
我就又身心舒畅了。”

医学无法承诺康复，
可以承诺尊重与照顾

据王一方介绍，目前叙事医学的理论
探讨在各专科学会都有开展，以肿瘤、急
诊、重症、神经外科、器官移植、老年
科，尤其是安宁缓和医疗、护理最为活
跃。实践层面有上千个医院科室尝试推行
平行病历，共同决策。

“每天早上我们跟着医生查房，了解
病人的病情等状况；下午医生们做手术，
我们就来到病房和病人继续交流，了解他
们的故事。”北京世纪坛医院的社工加莉
娟说，“‘平行病历’虽由我们执笔，但
是经过和医生护士们一起梳理讨论整个救
治过程后进行的。我认为平行病历就是医
务人员基于自己主观理解和情感，将对病
人的观察反映在文字上。它可以是散文，
可以是一首诗，不该有什么条条框框，不
然无法表达最真实的感受。”

加莉娟不久前服务了一名得了直肠恶
性肿瘤的患者王伟 （化名）。

通过阅读他的平行病历得知，王伟因
自幼父母离异，缺乏安全感，每次去异地就
医都要求妻子陪同，“很害怕妻子会离开
我”，害怕“儿子像我一样，成为单亲家
庭”，同时担心费用，“我这个病要花太多钱
了，又没有稳定的收入，经济压力很大。”

王伟在生病前与妻子经营一家饰品
店，但生病后撤掉门店，导致无稳定收入
来源。术前多次放化疗费用约达 50 万
元，负债很多。而他父母、岳父母无稳定
收入来源，难以为他提供太多的经济支
持；哥哥生意不景气，只能提供一些简单
的帮助。同时，王伟性格内向，仅向少数
关系好的朋友提及病情：“不想让太多无
关紧要的人知道，不想面对别人那几分钟
的同情。”因此，其社会支持力量较弱。

针对这些问题，加莉娟和她所在的团
队运用一系列服务技巧和策略，协助王伟
舒缓焦虑抑郁情绪、调节家庭关系、促进
医患沟通，树立康复信心。比如，运用优
势视角，帮助他发现自己及周围环境中的
资源和优势，缓解因病带来的经济压力。

“我们肯定他患病前为改善家庭生活
做出的努力——学习珠宝设计的理论与实
务，独立开店赚钱；借助媒体，帮助他寻
找更多资源，从而能够运用自己的能力缓
解经济压力；引导他注意到生活、人际关
系中被自己忽视的部分，改善家庭关系和
医患关系。”加莉娟写道，“我们帮助他在
叙事的过程中意识到，是自己之前对妻子
的付出让他现在也得到了妻子很好的照

顾，从而看到自己的价值，增加恢复健康
的信心和动力。”

此外，对于患者及其家属来说，病友
之间的理解、支持与经验分享极其重要。
医务社会工作者在征得王伟及其家属同意
后，指导他主动选择同病房病友，在他们
的见证下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更好地面
对自己的困境和问题，并提出应对计划。

“医学无法承诺治愈、康复，但我们
可以承诺倾听、尊重与照顾。”加莉娟说。

平行病历本应是医生在反思共情下的
书写，但基于国内现实情况，医生有时无
暇顾及。这时他们能做到的是参与反思共
情的讨论过程，然后由社工执笔，最后这
份平行病历还要在科会上让医生们共同学
习。而相关医护人员学习后，在查房或巡
视的时候，就会更理解病房里的悲欢离
合。那时，嘘寒问暖、鼓励帮助就是发自
内心的，更有针对性的关怀、尊重和照顾。

有时是治愈，
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

有人觉得，把病看好是王道，叙事医
学似乎与诊疗不搭界。对此，王一方说：

“当下有一种高技术崇拜的医疗，只重躯
体证据，不顾情感的波动、社会关系的断
裂，是对人性与尊严的漠然与漠视。叙事
医学就是要纠偏。这一理论最初由临床医
生提出，并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认
同，逐步成为一种自我完善的临床共识，
最终可能被整个医学界认定。”

“我们医院的医务社工工作最早要追
溯到 2010 年。当时医院招聘了两位专业

社工在肿瘤内科和产科试验性开展工作，
主要工作就是与病人沟通交流，收到了很
好的效果，半年下来产科无一例医疗纠
纷。”吴薇说。

而经过交谈、讲述，王伟发现自己没
有以前那么焦虑了，“虽然我现在知道了
自己的全部病情，但也知道保持好心情的
重要性，所以现在也比较想得开，可以积
极配合医生的治疗，遵从他们的嘱咐。”

确实，王伟在住院后期与医护人员的
沟通大大增多。有医生反映：“以前查房
的时候，都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很少主
动表达。现在看见我进病房，他就立马放
下手机，很配合，而且愿意主动说自己今
天的感受，有时候也会问一些问题。这些
确实是有助于他的恢复的。”

“我们对于患者的心理社会干预，难以
起到立竿见影、客观可衡量的效果。”加莉
娟说，但对于心态的抚慰作用不能忽视。

加莉娟遇到过一位深受癌痛折磨而痛
哭的患者。“因不具备立即治疗的条件，
我只好拉着她坐下来，先缓缓地向她解释
当前的状况，随后逐渐引导她向我介绍她
的工作、她的家人。在讲述过程中，她的
脸上开始浮现出笑容，声情并茂地说着她
对幼儿园孩子的喜爱。此情此景像极了幼
儿园老师在自豪地向孩子家长介绍他们的
专业、对孩子的了解，仿佛此刻并不是在
医院，她刚刚也不曾因为癌症哭泣。”
她说。

因此，“让人重拾生命的本来面貌，
并让受苦的生命感到被珍惜、被礼敬，这
是叙事治疗最核心的目标，也让我们进一
步深刻体会到‘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
助，总是去安慰’的真谛。”加莉娟说。

深刻体察患者心境，撰写叙事医学报告

故事，让病历有了人的温度
本报记者 熊 建

深刻体察患者心境，撰写叙事医学报告

故事，让病历有了人的温度
本报记者 熊 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