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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科里，疾病的解释是
机体在一定的条件下，受病因
损害作用后，因自稳调节紊乱
而发生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
是在一定病因作用下自稳调节
紊乱而发生地异常生命活动过
程，并引发一系列代谢、功能、
结构、空间、大小的变化，表现
为症状、体征和行为的异常。

作为一名医学专业的学
生，之前我对于疾病只是关心
如何诊断，如何治疗，并没有进
行更加深刻的思考，我们的学
习也是如此，重点都是关注于
对于疾病本身的，把疾病作为
一种“物体”来对待，并没有把
疾病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整体
来看待。疾病是我们人生中不
可避免的，疾病给人类带来痛
苦，带来不便，影响正常的生活
活动。因而我们从远古时代至
今，一直没有停止对疾病的研
究，探讨，治疗，力求研究透彻
疾病的起源，以及寻找避免疾
病发生的方法。

阅读了《疾病的价值》之后，
首先，我对疾病的态度产生了变
化，之前我一直把疾病当作一个

“敌人”来对待，我需要打败它，
消灭它，我对疾病的态度是仇视
的，是厌恶的。阅读之后，我却认
为，作为一个未来的医疗工作
者，特别是在目前的这种，人们
对医疗，对医生产生了很大的不
信任情绪的时代背景下，不能仅
仅的把疾病当作治疗的对象，而
是要联系社会，文化，人文等等
等等方面的背景，共同来研究疾
病，研究疾病对人类的影响，研
究疾病的起源，从而想到对病人
的关怀等等。

同时，疾病对我来说，不仅
仅作为一个“恶魔”的角色存在
于我们人类的生命过程中，它
可以给我们带来伤痛，同时也
给我们带来更加丰富的人生体
验，甚至引发对生命的神圣，对
生命的更深层次认知的思考，
书中讲到：“理解疾病，就是参
悟人生的责任与意义。”我认为
是十分深刻的。疾病，固然令人
烦恼，并且我们医学生以及医
疗工作者的学习，研究，工作，
基本都是为了摆脱疾病而进
行，可是通过疾病的痛苦，以及
对疾病的治疗，和病人患者在
疾病过程和治疗过程中的主观
感受，都可以体会到生命的神
奇，生命的脆弱，生命的神圣，
以及天下生命的平等性。

疾病也可以为人们带来一
些有益的方面。比如疾病的痛
苦带来的恐惧，迷茫，却可以使
人们对幸福，对健康的渴望更
加深刻，也能激发人们产生对
生命的敬畏。经历过疾病的作
者，往往会开启自己的一扇文
学方面的新大门，由于特别的

疾病体验，使他们产生更加细
腻，更加丰富的感觉，深深的影
响了他们的文学作品。

而转到另外一个比较宏大
的角度，疾病对历史，对政治的
影响也是不容忽视。在历史上，
各种大范围杀伤力强的传染
病，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
的推动作用。疾病造成得痛苦
与伤害可以影响国家的存亡，
历史的脚步，也可以影响科技
的发展，学术的精进。

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说，阅
读《疾病的价值》这本书，以及
我自己对疾病的思考和理解，
我最关心，最有感触的是医疗
工作中医生护士对病人患者的
人文关怀。

医学发展到如今，不论是
传统的中医，还是现代化的西
医，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是
繁荣的阶段，都取得了重大的
成就。而疾病却并没有被克服，
甚至是愈演愈烈，治疗越来越
难，病毒细菌种类也在增加。现
如今的医疗服务，往往只关注
了治疗的方法，治疗的结果，只
是关注于疾病本身，并没有把
病人患者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上，医生的目的就是治疗病人
身上所患有的疾病，使病人的
身体恢复健康，却并没有深切
的关心到患者作为一个有思想
的人，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的
思想，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
在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
天，人们对社会医疗的不满越
来越严重，所以近来社会上的
悲剧会发生的这么多，而我们
在悲伤愤怒之余，是不是要思
考一下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以
及解决的办法呢？

医疗工作者，不论是医生
还是护理人员，都要关心患者，
理解患者的痛苦。医院作为一
个医疗场所，治疗的不仅仅是
身体上的疾病，更要治疗心灵
上的创伤。疾病可以使人脆弱，
使人偏激，作为医疗工作者，我
们应该做到抚慰患者生理上的
病痛，以及心理上的伤痛。医生
可以采用换位思考的方法，真
正的体味患者以及家属的忧
愁，悲伤。我认为，仅仅治疗疾
病本身的医疗工作者并不能算
是真正的医疗工作者，他们只
是用技术，经验铲除了一个“问
题”或者说“麻烦”“故障”，与修
理工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作
为一名医生，或者护士，对患者
的人文关怀，有时比药物治疗
会产生更神奇的效果。

如今的医生护士的工作，确
实十分辛苦，但作为医生，不论
条件如何艰苦，首先要具有职业
道德，要做一个有良心，有道德
的人。也就是说，既然选择了医
生这个职业，我们就要把我们该

做的事情做好，患者在医生面前
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作为强者，
我们也理所当然是应该保护弱
者，对患者，我们应该起码具有
基本的同情心。据我所知，在一
位医生，自己身患疾病，自己作
为一个病患的角度，接受着医疗
服务，在他们的疾病康复后，对
患者的服务态度会有一个十分
有趣的转变，可能之前对患者态
度生硬冰冷，而当自己体验过后
会从各个角度为患者着想，充分
理解并照顾到病患的心理。对
此，书中也有提到：“医学应明白

‘治病救人’的道理，治病是为了
救人，人的健康比没病更重要。”

“医学要坚持生物心理社会医学
模式，整体着眼注重中医药学对
人的生命状态的调整，调动人体
内在的免疫抗病系统的功能，把
治标与治本、固本结合起来、把
驱邪与扶正统一起来，使人强健
起来；从价值指向上，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即把人当人看和使人
成为人。在临床实践中就是要努
力减轻病人的痛苦，提高生命的
质量，实现人与人、人与世界的
真诚的沟通和理解，努力挖掘医
学和疾病中的意蕴，努力将临床
实践与人生、与人所处的历史、
语言、世界相连，最终使人获得
应得的完整的生活。”

书中也有提到，在如今的医
学教育中，对医学生，医务工作
者的教育应该将医学人文关怀
的理念自始至终的贯彻其中。对
于现如今的这种教育模式应该
有所改变，不能仅仅将我们的医
务工作者培养成技术工人，因为
作为未来的医生与护理人员，我
们所面对的是有生命有思想的
人，并且是患有疾病的，感情与
心理相对而言比较脆弱，比较敏
感的人，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
工作，我们必须把疾病与人，与
社会，与心理联系起来，不仅仅

“治病”，更要“救人”。因此在栽
培医学院校学生的时候，除了专
业的知识，更要加强学生的道德
建设，要培养学生对他人的关怀
悲悯之心，这样的教育模式，会
更有利于建造一个我们医疗界
的“和谐社会”。

总而言之，在阅读了《疾病
的价值》之后，疾病，对于我来
说，已经不仅仅是我所要面对，
所要击败的一个“敌人”，而更
加像是一个“对手”，要想击败
对手，不能用仇视的眼光去面
对它，而是要全面的了解我的
对手。同时，对于未来我的工
作，我会以更加诚恳的态度去
对待，对于未来我所要面对的
病人患者，我会以设身处地的
思维方式为病患着想，治疗疾
病，也治疗病患本身，关心，关
怀患者，对患者饱含怜悯之心，
尽到一个医生的职责。

理解疾病，就是参悟人生的责任与意义
□ 曲甜甜

张玉龙，山东沾化人，博士。2012年山东省委宣传部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人选，滨州
市社科专家。现任滨州医学院研究生处处长。主要研究方向：(1)传统文化现代化；(2)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的医德维度构建；(3)转基因技术伦理的经济、社会价值研究；(4)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伦理辩护；(5)人文视野中疾病的伦理价值研究。

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等省部级课题4项，获山东省等奖励10余项，出版专
著2部，发表CSSCI等核心期刊论文30余篇。

疾病与生命紧密相随，其历史与生命体一样古老长久，然而疾病的本质是什么，其
价值如何，却始终未受到医学界应有的重视。探究疾病，必然从认识和把握疾病的本质
入手。我们首先在“生命别样境遇”这种特殊层次上感知疾病。通过界定本体、推演范畴、
探寻原因、讨论标准，提出疾病的本质：本体多样性的呈现。

本书抓住现代医学的发展趋势和社会对全面健康的迫切要求，全面考察疾病的内
涵、外延，关注疾病并且重视病人，研究疾病价值而非单单的对抗、消灭，突出患者情感
和心理等多因素在疾病产生和诊疗康复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期扩大人文滋养
在医学中的比重，进而完善人文医学，使得关于人的终极关怀理论更加系统。

疾病，作为与健康一道构成生命存在的必然维度，对健康的效用性(无论正负)已成为
人文医学的一个聚焦点。疾病价值问题研究是推动医学人文与医学科学的整合、推进医
学教育改革的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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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有阴晴圆缺，人有生老
病死，著名作家蒋丹说：“人来
世上是个偶然，而走向死亡却
是个必然。”很多人珍惜着来之
不易的生命，以积极乐观的态
度对待生命里的每一次磨难，
因疾病而坚强，因疾病而实现
人生价值。

到底疾病是什么呢？字义
上讲，它是一个让人们听到就
会或多或少的恐惧，想想就会
觉得不吉利，经历过就会痛苦
难受的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的汉语词汇。从医学上讲，它是
在一定病因作用下自身调节紊
乱而发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
无论我们怎么描述，大多数人
对于疾病的认识都只是局限于
贬义的层面，我也不例外。的
确，传统的认为患了病，就是不
好的事情要发生了，人们会担
心焦虑，会出现各种异常症状，
心理身体都会有所改变，小到
常见的疾病，比如说感冒，我们
会感到鼻塞、流涕、没有精神等
等，大到一些重症，譬如癌症，
一听到就会使人们心惊胆战，
这些都会不言而喻。而真正恐
惧的是不久将会与人生说再
见。所以说，疾病一词早已划入
人们不愿提及的词汇队伍里，
但是看完《疾病的价值》一书，
受益颇深，我才真正意识到疾
病的本质、价值以及意义所在。

疾病有着不可估量的积
极意义。疾病可以阐述哲学的
思维，促进哲学的发展。疾病和
健康是一对矛盾体，可以用普
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
任何一个健康的个体都会生
病，疾病由健康而来，患病的个
体在与疾病斗争过程中增强免
疫力而又促进了身体健康。所
以说，没有健康，就没有疾病，
两者相辅相成。疾病可以促进
经济学的发展，疾病与人密切
相关，而人利用生产工具不断
地创造生产力，一个民族体魄
的强壮与否，关乎着经济发展
的程度。疾病的种类体现着一
定的历史时期，瘟疫、传染病等
代表着比较落后的生产力时
期，人们生活困苦，卫生条件很
差，死亡率高，而当今社会像高
血压、糖尿病等富贵病颇多，所
以在激烈的竞争时代，更需要
我们医学生认真研究，专心奉
献，为更多的病患解除痛苦，使
国家更强大，人民更健康。疾病
还与法学有着密切联系，医生
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但每一位
公民都要依法行事，医生更要
依法从医。在形形色色的大千
世界里，若没有法律作为约束，
社会何谈安定？医学亦是如此，
所以就有了禁止鉴定婴儿性
别，禁止篡改病历，医疗保险关
系条例，传染病法律法规等等，

还有现在很敏感的医患关系问
题，医生的每一项操作都要严
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规定，对每一位特殊病人的治
疗也要服从相关规定，比如残
疾病人、精神病人等。患者对于
医生的不满意也要通过法律来
协调，所以，医学、疾病与法学
息息相关。

疾病与教育学密不可分，
任何一种疾病都有其病因，内
在的外在的，主观客观各种因
素，教育学对于疾病的帮助旨
在讲解传播医疗卫生知识，树
立正确的卫生观念，积极参与
卫生宣教，建立健康管理意识，
及时预防疾病的发生，减少由
主观人为的不良习惯而引发的
疾病，疾病可以促进教育学的
发展，教育学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减少疾病的发生。比如说，像
在我们发展中国家，口腔科里
的龋齿(人们所说的虫牙)，大
多发生在儿童，一方面儿童喜
甜食，细菌滋生不断繁殖导致
龋病，另一方面，家长对于儿童
口腔卫生保健意识不足，没有
正确的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早
晚及饭后刷牙的习惯，相反，发
达国家儿童患龋率大大减少。
还有，牙周病患者大多发生于
中年男性，其长期大量的吸烟
喝酒是该病发生的主要原因。
所以说，基本卫生教育对于疾
病的了解、认知和预防作用不
可小觑。

疾病和军事学有着交集关
系，先通俗的把军事片面的理
解为战争，有战争就会有伤亡，
伤亡就意味着有疾病，军队是
捍卫一个国家政权的坚强后
盾，疾病缠身会削弱士气，影响
战斗力。战场上一支精良的军
队要有一支技术精湛的医疗团
队为其保驾护航的作用就不言
而喻了。疾病可以削弱军事力
量，军事壮大需要医学的力量。
再有，军队、军人、士兵一直以
来所刻画的形象时铁骨铮铮的
汉子，魔鬼般的训练造就钢铁
般的体魄，军事学有着强身健
体，去疾防病之功效。

疾病与医学的关系，那就
更是密不可分了。疾病是医学
主要的研究对象，医学史通过
对疾病的不断研究不断发现而
逐步发展的。疾病的主体是人，
对于任何疾病任何治疗都要以
人的感受为出发点，对于实现
对病人的终极关怀，实现真正
的保护和尊重人权任重而道
远。所以，作为一名医学生，健
康所系，性命相托，必须深刻意
识到疾病的价值所在，竭尽全
力除人类之病痛，维护医术的
圣洁和荣誉。为祖国医药卫生
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
斗终生！

另眼看疾病
□ 孙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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