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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场抢救失败，

“感觉瑞金医院被黑了”

医生们感动的，可能还不是同行48小时不
眠不休、用体温温暖血袋、连站手术台10小时
的镜头，而是看到片中医生即便被欺负过，仍
然不设防：全部精力放在救命上，没想着保护
自己

《人间世》开篇第一个镜头，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病人被送到心脏外科
重症监护室。疾速前进的转运床上，医生骑在
病人身上做心肺复苏。紧张的抢救画面令人窒
息。但是，32岁的急性心衰患者朱建峰还是没
有救过来。另一个镜头：在急诊室，24岁海鲜
中毒的邹磊，也没能救过来。

有网友在论坛上发帖：“感觉瑞金医院被
黑了。”第一集的编导，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
体中心编导秦博，一位同事也对他说：“医院
对你那么好，你也太狠了。”

面对这样的言语，秦博没有言语，镜头还
在讲述着故事。显然，有些东西打动了秦博。
这不仅是瑞金医院允许他们上来就连放两个失
败案例，更是医生们在失败后的表现。

面对镜头，早7点到晚11点一直在抢救、
“低声下气”为邹磊向血站要血的急诊科主任
毛恩强难过地说：“我们也无能为力，也没办
法。到这个地步了，尽力了。”

48小时没合眼的急诊科医生车在前，这48
小时抢救了3个人，另外两个都活过来了。在镜
头前，他疲乏写满苍白的脸：“我们也希望年
轻人能有更多的机会活过来，但是有时候，你
没的选择啊。唉……”

“他们没有为自己做一点辩解，比如说病
人送医太晚了、病情非常复杂等。实际上，以
我在医院蹲守两年对他们的了解，他们在为人
处世当中，就没这个心思，没这个心眼。其实
他们个个是医学博士，若想糊弄你，那太容易
了，没把握的手术不让你拍，不就完了。”秦
博说。

“他们对媒体不设防，我估计对患者也不
会设防。这就是我最佩服他们的地方：全部精
力放在救命上，没想着保护自己。”秦博沉吟
了一下说，“但作为朋友，这又让我有点担
心。担心他们会受伤害。”

其实，车在前医生受过伤害。为了阻止一
次在非探视时间对病人的打扰，他曾被人掐住
脖子，直到警察来了才解围。但他选择了谅
解、忘记。知道《人间世》用上了这段视频，
至今他也没敢看片子。但是，他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片子还是被自己的父母看到了。

《人间世》第一集播出之后，在医护人
员、医学生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在秦博的微博
上，医生们纷纷向他倾诉，有的回帖长如小
说。秦博说，医生们感动的，可能还不是同行
48小时不眠不休、用体温温暖血袋、连站手术
台10小时等细节，而是看到片中医生即便被欺
负过，仍然不设防。

“现在医患关系紧张，很多医生学会包裹
自己、保护自己了。”秦博说，自己拍片，除
了拍给患者看，也是有意拍给医生们看：“他
们在片中看到，呀！这个医生，怎么这么坦
率？或许自己的心又会回归柔软吧。卸下盔
甲，一身轻松了，我觉得这才是打动他们的真
正原因。”

在片中，瑞金医院心外科主任赵强，刚为
一位马凡综合征患者做了手术，失败了；接着
又有一例病人来，他毫不犹豫地接下了。如果再
失败，会不会影响个人声望？他丝毫没考虑。

秦博说，其实，手术那天，赵强自己患痔
疮还在住院，他提早办了出院，上了手术台。
当时，病人家属还没有意识到病情已经如此危
急，某种程度上，是赵强催促他们做的手术。

赵强“不管不顾”的劲头，让秦博看到了
自己的影子。当年，他在一个震惊全国的新闻
事件采访中作卧底，一连数月，每一天都可能
暴露在违法企业面前。

“坦率地说，在医生的朋友圈中可以看
到，很多时候医生对工作是有些小抱怨的，但
真正在重大抢救的面前，他们的体力透支、不
眠不休，都不叫个事儿。”秦博说，“就像我
们当记者的，遇到重大新闻浑身兴奋，不假思
索地扑过去。他就是要救人，所有的体力、注
意力都在这儿，和我们是一样的。”

死亡带来的不仅仅是恐惧，

还有温暖和成长

临汾医院2015年就送走了135个人，基本上
两三天一个。老王所在的病室共6张床，平均每
个月就要被清空一次，他又是怎样的痛苦？
“死亡带来的一定不完全是恐惧。要不，老王
早被吓死了。”小董想

2014年，27岁的上海广播电视台编导董路
翔，来到上海一家临终关怀医院——— 闸北区临
汾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为《人
间世》第四集《告别》的拍摄做准备。他来的

第一天就发现，这里和大医院的喧闹忙碌不
同，非常安静，节奏很慢。

那时，小董本科毕业只有两三年，没对
象、没结婚，人生阅历一张白纸。在病人家属
面前他“有点自卑”，不知该如何开口。直到
有一天，他站着听两位病人的家属聊家常，一
位家属有事出去了，另一位家属顺手把他拉过
来接着讲，他才渐渐融了进去。

片中的一位腮腺癌晚期患者、50岁的老
王，已经告别了母亲和老房子，在临汾医院住
了5年。“对生死，你一定比我认识得深得
多。”小董和他聊天时说。老王说：“在生和
死这件事情上呢，我是个买了票的观众，你们
是没买票，站在门口看的。”

幽默的老王，用病室的窗子目送着日出日
落。而小董看着老王，心想，看着隔壁床位的
人走了，他会是怎样的感受？临汾医院2015年
就送走了135个人，基本上两三天一个。老王所
在的病室共6张床，平均每个月就要被清空一
次，他又是怎样的痛苦？

“死亡带来的一定不完全是恐惧。要不，
老王早被吓死了。”小董想。虽然连抬头都不
容易，但老王坚持每月让护士给他洗头、理
发、刮胡子，每天拿着手机跟外界保持联系，
80多岁的老母亲也时常来看他。

今年6月17日，老王给小董发来微信，说前
一天，他让护士扶他“站”起来，见到太阳
了。“下身瘫痪，五花大绑地捆在轮椅上，今
天又要躺在床上养精神。”他在微信中说。

“见到太阳了，心情怎么样？”
“有点小激动。”
片中的另一位主人公，71岁的病人梁金

兰，在安排女儿把老伴送到养老院的第3天，她
了却了最后的心愿，辞世了。在医生预测的仅
剩的20天存活期内，满载着过去温馨回忆的相
册成了她的慰藉。她花了好几天写了一封信，
对着镜头录下来。她感谢在她病中慰问她的街
办和居委，感谢医生护士的悉心照料。她一个
个地念叨着名字，感谢为她老伴买菜送饭的邻
居，感谢组织同学聚会的老同学和资助她的老
同学。她微笑着，眼里全是爱和温暖。

她走了，老伴哭着赶来，女儿平静地对他
说：“爸爸不要哭哦，妈妈去了好的地方
了。”

一旁拍摄的小董很感慨。面对死亡，支撑
着人的是到底什么东西呢？是爱，是人世间的
温暖，是心中更好的地方。但是，并不是每个
人的心中都有更好的地方啊！

让小董最感同身受的片中人，是27岁、送
别父亲的青年王龙。小董与他年龄相仿，经历
相似，也是工作只有两三年，而立之年的年轻
人。小董陪王龙去殡仪馆送别父亲，拍摄结束
了，他拍了拍这位同龄人的肩膀：“照顾好你
的母亲”。

很多人看了片子评论道，王龙一定在跪别
父亲的那一刻成长了。但小董认为不是。他感
到这一刻，王龙仍是个无助的孩子，他的眼里
透出的还是迷茫。

王龙回到家，母亲因为车祸腿部受伤，躺

在床上不能动。小董看见，王龙在家里摆好灵
堂，一个人安排所有的后事。他不时跑去问妈
妈，这件事怎么弄，那件事要怎么弄；这个钱
要给谁，那个人要怎么接待。小董认为，成长
是从这时开始的。

3个月之后，小董再去回访王龙，他已经一
副男子汉的样子了，他母亲的腿也好了。王龙
终于知道家里每月用多少水、多少电，学起了
炒菜做饭。小董想，也许王龙在这个时候会更
理解自己的父亲了吧，尽管此前，父亲只是一
个严厉、疏离的形象。

老家江苏宿迁的小董，从县城考出来，常
年离乡在外。“我对父母，主要的问题是缺乏
陪伴。”他说，“拍完这部片子，我常想，我
此时此刻的生活该怎么度过？我老的时候，有
什么东西像梁金兰一样，能够回忆回忆？还能
不能对这个世界抱有爱？我的结论是，爱你该
爱的人，做你该做的事。”

片子播出以后，有很多人给小董留言说，
片子让自己想到了逝去的亲人。小董感到既可
喜，又可悲。可喜的是，人们的心灵还能被触
动；遗憾的是，留言的年轻人很少，他们似乎
仍然觉得死亡离自己很远，仍是在看别人的故
事。对死亡的教育，仍然是缺失的。

还有人给小董留言，希望得到上海一些临
终医院的地址电话。小董把78家的信息整理好
了，发出来。一位同事留言说：“为自己收
藏。”这让小董倍感欣慰。他觉得，临终关怀
的核心价值，不仅是安详地送走逝者，也是为
生者提供教育和成长。

拍完片子，

编导摄像签下器官捐献志愿书

“放弃治疗”四个字，焦俞的父亲，花了
足足5分钟，才落笔写下去。这一刻，焦俞的母
亲再也忍不住了，痛哭了起来……在节目播出
之前，编导秦博和摄像吕心泉到红十字会拍空
镜头时，顺便去签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拍完《人间世》第三集《团圆》，在节目
播出之前，编导秦博和摄像吕心泉到红十字会
拍空镜头时，顺便去签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秦博回家跟母亲说，母亲吓了一跳。秦博
说，妈妈，你也看了我拍的片子。器官捐献并
不是一个诅咒，只是说如果有一天符合情况，
才起作用。母亲再也没说什么。

《团圆》讲的是捐献器官的故事。一位捐献
者的器官救了三条命，让三家人得到团圆。

一取三换，四台手术，都是在瑞金医院做
的。因为医学伦理上器官捐献的“双盲原
则”，捐献者和受助者彼此不能知道对方的信
息，秦博就把多数的笔墨给了受助者。但他坚
持要求，希望有机会用自己的镜头向捐献者致
敬，送捐献者最后一程，哪怕一个背影也可
以。

于是就有了片中的那个镜头，远远地，在
昏黄的路灯下，家属的背影陪着捐献者的遗
体，一步一步，越走越远。

在华山医院，秦博亲眼见证了一对父母，
在得知爱子脑死亡后，忍着剧痛，把孩子全身
有用的器官都捐献了出去。2个肾脏、1个肝
脏、1个肺脏、2个眼角膜，救活了6名需要器官
移植的患者。

脑死亡不可逆转，借助外部辅助设备，这
位24岁的青年焦俞，生命体征还在。但这样维
持下去，几天之内，器官将全部衰竭，没有用
了。“放弃治疗”四个字，焦俞的父亲，花了
足足5分钟，才落笔写下去。

这一刻，焦俞的母亲再也忍不住了，痛哭
了起来。秦博说，这是儿子生病以来，她头一
次哭。她总是觉得儿子是有意识的，怕他听到
自己哭担心。

在一旁拍摄的秦博，出于职业习惯，此刻
非常冷静。这是关键镜头。但是放下摄像机，
这位父亲颤抖的手，母亲失控的哭，他们与儿
子最后的告别，这些画面，在他脑子里反复闪
现，久久难消。

几个月后，秦博他们去四川回访焦俞父
母。受助者家属通过红十字会转来了大红纸写
的感谢信。秦博陪他们去焦俞的墓地前念给他
听。焦俞的母亲告诉秦博，她梦见儿子了。

片中还拍了那些推动器官移植的医生们。
尽管十次的动员成功不了一次，但医生们仍然
不怕碰壁，一次次从头再来。

“医改十年，很多事情在艰难中前行。也
是出自庄子《人间世》的‘饮冰’，梁启超
说，‘饮冰十年，难凉热血’。正是这些捐献
者和家属巨大的牺牲，这些医生持续的坚守，
社会才向前迈出艰难的一步一步。”秦博说。

“当生命真的站在悬崖边上时，

你才能感觉到生命力的存在”

3年前，徐喜娣19岁的儿子为救两名落水儿
童牺牲了，如今43岁的她踏上了艰难的求子之
路。“每次取卵，针刺得我一直疼到后背。”
徐喜娣流着泪说，但为了延续家庭的希望，她
还是忍痛选择了坚持

潘德祥是《人间世》第5集《选择》的编
导。这个胖胖的男生，在“连男厕所都很难找
到”的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也叫“红房子
医院”)呆了15个月，在片中呈现出了两个家庭
的艰难选择。他说，如果说前4集拍的是生死，
他执导的后3集拍的则是生活，展现选择的艰难
和新生的意义。

7月6日，《选择》的线下活动在复旦大学
附属妇产科医院一个图书室举行。片中的主角
之一徐喜娣来到了现场。这是一位可敬的母
亲。3年前，她19岁的儿子为救两名落水儿童牺
牲了，如今43岁的她踏上了艰难的求子之路。

“每次取卵，针刺得我一直疼到后背。”
徐喜娣流着泪说，但为了延续家庭的希望，她
还是忍痛选择了坚持。没想到命运弄人，成功
植入子宫的胚胎在4周时停止了发育。她又一次
陷入艰难的选择之中。

“当时听到这一消息，我们都蒙了。整个

摄制组半天没说出话来。”潘德祥说。
作为导演，故事的波折会让片子更好看，

但潘德祥说，自己宁可片子拍得平庸无奇，也
不愿意看到徐大姐这么痛苦。他说，以前从未
出过远门的徐大姐，每个月从安徽老家来上
海，都住在一个宾馆地下室里。房间小得难以
想象，门有多大，房间就有多大，只有一张
床。但是她和丈夫，并没有因为拍摄，向医院
或电视台提出任何经济要求。

为什么如此痛苦，还敢于面对镜头自揭伤
疤？潘德祥说，可能徐大姐感觉到我们并不是
冷眼旁观者，而确实是跟她在一起的，她喜我
也喜，她急我也急。

“医疗话题其实被前人拍过无数遍了。我
们做的就是换了个语态。我们提出‘沉浸式报
道’，我就是切实地站在医生这一边、站在患
者这一边，S i d e by s i d e，站在你身边去呈
现。”《人间世》总编导周全告诉记者，“不
是我走在前面来引领你；走在你后边窥视你。
我们要的是平行、共同站立的视角。”

经过3个月的休息，徐喜娣本月又可以来医
院尝试新的移植了。医院集爱中心的医生李璐
说，尽管对43岁的妇女，胚胎移植成功率只有
15%-20%，抱婴率只有10%；但哪怕只有5%的希
望，医生也要尽全力帮她争取100%去实现，而
徐喜娣也给了她们信心。

《选择》的另一位主人公是37岁的陈丽
丽。她因为得了特别罕见的微偏腺癌，不得不
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切除了子宫。医生查到，她
这样的病症，全球文献记载的只有6例。

“现在，正是因为科技发达了，有了互联
网，像陈丽丽这样的病才能查到资料，在治疗
时能有所参考。虽然病症放在个体身上都是痛
苦的，但医疗还是在进步。”潘德祥说。

周全说，这部片子，表面上看，会有很多
灰色的、看后痛苦的东西。但他们要呈现的绝
不是生命的痛苦本身。“当生命真的站在悬崖
边上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生命力的存在。我
们展示生命的顽强，讲人是怎样努力，希望通
过善意的作品，激发出人心底层的一些力量，
人性底色中的善良和怜悯。”纪录片的主题超
越了医疗，回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社
会、人和自然怎样相处的层面。就像庄子《人
间世》探讨的是处世之道一样。

在医患关系极其敏感的今天，一部与医疗有关的新闻纪录片火了，它真实揭露了死生背后医者的无助与无奈

《人间世》直面人世间
□ 本报记者 杨学莹

灯光下，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编导秦博还在奋笔疾书，为即将播出的第9集做最后努力。编导董路翔说，这一集他看了，从头哭到尾，记者请他剧透了一下：这集拍的是一个患癌症的

母亲，新婚不久，孕程中发现患了癌症，就提前把孩子取出来了，孩子平安存活了，但母亲时日无多，就用生命中仅剩剩的时间，将孩子一辈子的生日过完。

这位年轻的母亲给孩子起了个绰号，叫小面包。她每天给孩子过一个生日。拿出一张白纸，写上想说的话。比如：“小小面包，今天是你10岁的生日，你现在应该上小学3年级了吧？”她要录

下来，将来放给孩子看。每天有什么事情，想对孩子说什么话，一辈子就这样过完。

第9集，即《人间世》——— 一部与医疗有关的新闻纪录片的第9集。最近，这部纪录片火遍了大江南北。

近年来，医患关系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暴力伤医事件频发，每年多达几十起。《生命缘》、《来吧孩子》、《急诊室的的故事》……不少医疗题材的影视作品也试图解开这个结，但没有一部作品像《人间

世》——— 一部10集的纪录片，刚播出5集，电视播出收视率与黄金档电视剧相差无几、视频网站纷纷转载，相关文章点击量最高360万，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钱江晚报等媒体相继刊发评论。

“不忌言死，不避谈败”，在众多网友看来，这是该部纪录片与此前作品的不同之处。整整两年时间，8个摄制组在20多家医疗机构蹲守拍摄。在镜头里，人们看到了医院和医生不为人知的

另一面，看到了从生到死的世间冷暖，看到了医学的可为与不可为。

左图：第一集《救命》的编导秦博(右一)在手术室里拍摄手术。
右上：秦博(右二)在瑞金医院的手术室里观看手术。开拍之前，记者们在医院“上班”近一年。
右下：在临终关怀医院，梁金兰老人走了，穿上了寿衣。老伴在她的床前作最后的告别。（本版照片由纪录片《人间世》摄制组提供）

纪录片播出后，老家山东青岛的瑞金医院
急诊部主任毛恩强在朋友圈评论说：纪录片播
出后，如今在急诊再遇到难沟通的病人，做解
释也容易了。老家山东滨州的车在前医生，也
成了“网红”。

“感谢你们把我们送到了‘风口浪尖’，所幸
现在风平浪静了。”瑞金医院党委书记杨伟国在
第一集线下分享会上对上海广播电视台说，很多
人说瑞金医院有魄力，但起初他们也很担心的。

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编导秦博说，
瑞金医院看了初稿，提出能不能第一个失败的
案例用瑞金的，第二个用别人的？但是后来也
没有坚持换案例。

毛恩强对自己科的“失败案例”登上片
子，没有任何异议。他反倒说：“我才不希望
他们拍成功案例呢。过去媒体一写医生，就是
只成不败，病人家属送锦旗，这不真实。”

《人间世》的总编导周全有点意外，要拍
“不成功病例”、医学的“不可为”，是医院
主动提出的。在2014年策划之初，上海市卫计委
第一次召集协调会的时候，来了22家医院。好几
家医院的院长或党委书记提出来，你们能不能去
展现医学的不完美？能不能不把医生塑造成妙手
回春、药到病除的神仙？医生是人，不是神。

秦博记得，这次会上，一位院长还含泪提
到本院一位自杀的医生。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
年轻医生，因为一点失误而官司缠身，再也不
敢登上手术台，终于自杀而死。

片子开拍之后，周全发现一个意外的现
象：记者成了医生和患者的朋友，特别是患
者。因为以往手术室病人家属是进不去的，家
属不知道里边发生了什么，医生是多么努力。
从记者的镜头上，他们了解了。周全说，这才
有了《救命》一集，病人家属发给医生的感谢
短信。“我们看到了你的努力，我们也接受了
这个现实。”这两句话的含义是很丰富的。

“这个片子在当下推出，反响还好，是水
到渠成。虽然此前有一些医闹的报道，但无论
是医生还是患者，大家对医学的可为不可为，
对怎样去更好地医患沟通，每个人都是有自己
的思考的。片子播出，没有被误读，这就是整
个社会进步了，理性沟通、达成共识的社会环
境正在形成。”周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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