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术前心理上的准备。最为有效的办法是请一些康复病人进行现身说

法，还可以联络牙科医生，对整形外科手术过程中的皮肤植皮、面部

修复术向病人进行解释。并请心理医生给病人以心理干预，对减轻病

人术前焦虑及降低其他阻碍康复的情绪起到积极作用。 

恶性黑色素瘤是一种恶性程度高、易转移、预后差的恶性肿瘤。

其转移扩散极为常见，大约有 30%的病人在诊断初期就已经扩散。许

多病人由于黑色素细胞瘤无痛性，且缺乏有关黑色素瘤疾病和治疗知

识，越对黑色素细胞瘤具有强烈的恐惧感的病人，越可能延误治疗。

有时黑色素细胞瘤在诊断之初，病人常常很快意识到疾病对生命的威

胁。一旦开始治疗，疾病症状的迹象就消失，病人就有治愈的感觉，

因而往往忘却疾病的存在，这种心理问题常使病人不适应治疗。此时

应对病人进行心理支持。另外，进行面部大面积手术切除的病人，留

下了难看的瘢痕，术后容貌的改变，往往导致病人的适应性障碍。这

种心理问题则应请心理医生对病人进行干预。在干预过程中应注意对

病人的心理应付方式进行改变，这样可以改善病人的不良情绪，增强

疾病的应对能力，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病人的免疫力，延长病人的生

存期。 

二十九、抗癌故事六则  

目前，由于癌症仍然是一类死亡率较高的疾病，因此，癌症患者

的紧张、恐惧和焦虑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而且，他们也确实面临着

比其他病人更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心理活动；加之，目前社会上



普遍存在的恐癌心理，周围人们的紧张，过分的关怀无形中加重了他

们的心理负担。其表现为：由于严重的恐癌心理而采取否认态度；或

精神上解除武装，不积极配合治疗，甚至拒绝治疗；或因为心理因素

造成治疗后的预期性反应过度，而使治疗不能按期完成；还有因心理

负担而造成饮食、睡眠不佳，而使身体状况逐日下降者；甚至有人因

绝望而自杀。反之，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患了癌症之后，持一种乐

观、积极向上的态度，主动参与治疗的大部分患者都可以在不同程度

上得到康复，甚至可以出现奇迹。所以心理的康复在癌症病人的康复

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抗癌博士”昭示：癌症需要身心兼治。研究表明，恶性肿瘤的

发生、发展、治疗效果以及复发、转移、康复等，均与情绪、性格变

化密切相关。专家认为，癌症康复需要“身心兼治”，不仅包括躯体康

复、功能康复，更应强调心理康复、社会康复，从身心等综合角度切

入，以减轻晚期患者的痛苦。  

1、歌声教会你我的爱  

53 岁的金兔儿唱了一首名为《父母最辛苦》的歌，淳厚的歌声

中透出一种浓浓的深情。 

2000 年 4 月，金兔儿因为咳嗽被诊断为左上肺癌住进了省肿瘤

医院，当时情绪跌落低谷。 



但是，在生命与死亡发生矛盾的时候，只要你有信心你就能够找

到自己想要的目标，冷静地思考以后，他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进行了

手术治疗，术后进行了化疗。治疗需要营养，家离医院不近，可是，

每天母亲都为他烧来好吃的东西，想让这个躺在床上的儿子能够早日

康复，病痛的折磨让金兔儿忽略了母亲的爱心，直到他康复回到了他

热爱的生活，母亲的那点点滴滴、不图回报的爱重新让他认识了父母

的亲情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了，从此后《父母最辛苦》这首歌成了

金兔儿的主打歌目，而且，每一次唱时，他的泪水总是忍不住会夺眶

而出，在他的心中，这份爱是与他的生命无法割裂的，他的生命一次

又一次地因为这份爱而得以重生。 

出院以后，金兔儿想得最多的是怎样以自己的行动来让更多的癌

症患者走出癌症的阴影，迎接新的生活。他从书上了解养生原理，发

现唱歌有诸多的好处，特别是对于象他这样的肺癌术后患者，唱歌能

够提高肺活量，提高他的生活质量。知道了原理就要付诸行动，在杭

州孤山脚下，他组建起了一支民乐团，没有经费，他自己掏口袋，没

有音响，家里的搬到现场，每个星期二的上午 9：00 至下午 4：00，

金兔儿和他的伙伴们——一群热爱生活、喜爱音乐的同伴们走到了一

起，他们唱着、舞着，把人生的美丽尽情地展露。 

慢慢地，他们的名声越来越大，来的人也越来越多，慢慢地，就

有赞助商来请他们演出，付给一定的费用，人多了，想法也多了，有

些人想另起炉灶赚点外快，可是，金兔儿没有这个想法，他的想法是：

牺牲一棵树，保护一片绿。 



用歌声展示人生，用歌声教会热爱，用歌声传递情爱，这是金兔

儿的所有想法。 

唱歌也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原来，金兔儿是个很倔强的人，什

么事都是得理不饶人，可是病后，他的心情变得很平和，他明白了平

和的心情是健康的基本要素，病后，他学会了沟通，也学会了宽容，

即使当时民乐队出现人员分流时，他依然是一笑而对，最后，那些分

离的队员又回到了乐队，他们在与人接触的过程中，更加明白了一个

人的价值不仅仅是索取，更主要的是奉献。 

唱歌的心情是愉快的，唱歌的人也是宽容的，因为歌声教会了他

们传递同志之爱、友情之美。 

现在，金兔儿一天到晚最忙的就是活跃在抗癌俱乐部的艺术团

里，用他的歌声让人振作、让人学会笑对生活的变故。他说：以自己

的存在说明癌症并非绝症，用歌声教会人健康、积极的生活态度是他

最大的愿望。 

我仿佛又听到《掌声响起》那首歌，“站在孤独的舞台，听到掌

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歌声教会你我的爱。” 

2、因为勇敢所以无畏  

一般来说女人是最会流泪的动物，高兴哭、伤感哭，遇到挫折也

是哭，可是，金莹却不是。她被诊断为中晚期的子宫内膜癌后一直被



家人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医生交给他一张 B 超检查单让她去检查

时，看到单子上的诊断，她才知道自己是个癌症患者了。 

她有些震惊外，没想到自己以为是普通的妇科疾病却变成了中晚

期的癌症，她沉默了。深吸一口气后她就对自己说：没事的，我会没

事的。虽然自己给自己打气了，但是，心里总有些忐忑。 

按照治疗的程序，她接受了手术。然而，她的先生却偷偷地流泪

了。毕竟是癌症，而且不是早期。想想夫妻一场要经历这样的考验，

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细心的金莹发现了丈夫的细微变化，她觉得该

给丈夫一交待。躺在病床上，她笑着说：如果我死了，你要找个好女

人，但是，我有个要求，你要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 

丈夫一把捂住了她的嘴，说：你真是没心没肝，我都急得要死，

你难道不懂感情，不知道我心里想的吗？！ 

金莹在那一刻很感动，她没想到夫妻那么久，先生还是那么在意

她。不是有“握住妻子的手就像左手握右手”那么一说吗？夫妻到最

后都是没有感觉的，可是先生在那一刻的表现让金莹不得不停止了多

余的想法，她想：不管怎样，为了亲人们我要好好活下去。 

89 年 1 月 7 日，金莹住进了浙江省肿瘤医院需要进一步的后继

治疗，在病房中，她看到的都是一张张愁容满面的脸，只有她每天都

是哼着歌声出入，渐渐地，她的身边围拢了越来越多的患者，她的亲

和力因为她的快乐而显示了出来。病中的人太脆弱了，他们太需要阳

光一样的笑脸。每次做腔内治疗，时间要 45 分钟，原来一般病人在

治疗中感觉很乏味也很紧张，老是想着时间，金莹在治疗中一直唱着

她喜爱的歌，当边上的病人问她已经过了多少时间了，她就说：再唱



2 首歌，时间就到了。治疗因为歌声而不再枯燥恐惧，相反这段时间

是病友们感觉最快乐，后来常有人对她说：金阿姨，如果能和你一起

治疗就好了。 

金莹是坚强的，她的坚强不仅仅是表现她面对疾病时的坚强，更

多的是表现在她的治疗过程中，接受完了治疗的她总是以一张快乐的

笑脸走到病友们的身边，和他们讲述生活的希望。 

金莹是个热心的人，病房里的病友基本上都是来自外地，他们要

出院了，可是杭州没有亲人，购车票很不方便，金莹就承担起了这个

任务，她说：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得到快乐比被帮助的人还要多。 

治疗结束后，她就又回到了岗位上，当时的单位正面临着困境，

她这个还没有完全恢复的癌症患者就开始东奔西跑地借贷款、找销售

渠道，根本就忘记了自己还没有完全康复，应该好好地休息，但是，

此时的她只有一个念头，单位有难，作为一名员工就有责任为单位的

前途去努力。后来单位转制了，她又到一家网络公司做财务。 

89 年，金莹参加了抗癌俱乐部，做联络员。有一次，俱乐部中

有位患胃癌女病员出现了家庭纠纷，丈夫提出离婚，这位女病员心里

很沮丧，对治疗也失去了信心，这时，金莹就像心理排解员，常常上

门和她谈心，后来出现了一件事，这位女病员的丈夫因为看人赌博被

人用刀刺了，伤及胰脏，生命危在旦夕，这时，这位负心的男人想起

了妻子的种种好处，想到自己在妻子最困难的时候提出离婚是多么地

不道德，他提出了要见见妻子的要求，可是，这位女病员还在气头上，

她想到自己最困难的时候，老公天天吵着要离婚，现在你自己被人刺

了，想要人照顾就想见自己，说什么都不愿意见他。金莹了解了这件



事以后，就上门做这位女病员的工作，她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况且

他现在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你也知道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不管你你生

气，你不高兴，他做得是不对，但是，他现在后悔了，你应该给他一

次机会。 

一次长长的促膝谈心，这位女病员终于想通了。最后，这对夫妻

言归于好。 

现在，金莹每天都很忙，工作不能出差错，老年大学也要上，而

更多的时间，她活跃在抗癌的一线，唱着歌，跳着舞，以积极的态度

活跃在癌症患者中，以她勇敢无畏的姿态告诉着每一个人一个永不改

变的道理：勇敢者无畏。 

3、笑傲人生的抗癌“铁人”  

有位诗人说得好：“信心是半个生命，淡漠是半个死亡。”在生命

的旅途中，我们常常会遭遇各种挫折和失败，会身陷某些意料之外的

困境。这时，不要轻易地说自己什么都没了，其实只要心头不熄灭一

个坚定的信念，努力地去找，总会找到帮助自己渡过难关的那“一只

苹果”，握紧它，就没有穿不过的风雨、涉不过的险途。 

被誉为铁人和抗癌英雄的徐州彭城五交化工公司经理韩玉亭，曾

动过 14 次大手术，切除过 6 种恶性肿瘤，去掉乳房、子宫和部分肋

骨、胃、肺、脾、胰等多个部件，20 余年过去了，如今她还在工作

岗位上，顽强地、键康地、潇洒地活着。她向社会介绍她的抗癌“五



心”术，第一条就是信心。她说：“我每次动手术都坚信不会死，我

身体很好，能渡过这一关。”有了这种信念，有了这种自信，何愁不

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又如上海民族乐团著名的二胡演奏家闵惠

芬，她演奏的《二泉映月》曾倾倒了千万听众，不幸，恶性黑色素瘤

找上了她。她先后接受了 6 次手术，15 次化疗，在医护人员的精心

治疗和鼓励下，她一次又一次击退黑色素肿瘤细胞的侵袭，3 次阻断

肿瘤细胞的转移。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她以坚韧的毅力忍受癌症带

来的种种痛苦和精神折磨。腋下手术后，手不能抬起，臂不能伸展，

她仍咬紧牙关，坚持锻炼恢复体力和臂力，为的是重返舞台。6 年后，

她的愿望实现了。这生命的奇迹，闪耀着人类任何疾病都不能摧毁的

意志与信念的光辉。 

人们常说：“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其实谁也没法把你

打倒，能打倒你的只有你自己。”所以，每一个人即使身患绝症也不

要泄气，千万不要说自己不行，要相信自己，只有相信自己才能从不

行到行，相信自己才能超越自己。 

4、我的生命我做主  

我是一名乳腺癌患者，患病至今已有 20 年了。在走过一段艰难

曲折和痛苦的抗癌路程后，我最终战胜了癌魔，获得了新生。 

难以摆脱的苦难纠缠 

1986 年的某一天，我在洗澡时摸到自己左侧乳房有一个肿块，

轻轻按压，感觉像针扎一样痛。随后我立即到医院检查，很快被诊断



为乳腺癌(左乳房)。当被诊断为癌症时，我五雷轰顶，绝望、沮丧、

万念俱灰、悲痛欲绝一齐朝我涌来，仿佛死亡就在眼前。 

痛苦之后，我开始理智对待。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争取时间，积

极治疗，别无他路。怀着强烈的求生欲望，诊断后的第三天，我在北

京接受了左侧乳房根治术。术后共做了 5 次化疗，当时化疗副反应相

当严重：呕吐剧烈，脱发，肝功能严重损害，白细胞降至 2.2×10/升。

后来病情发生反复，多处求治，均因疗效不佳而中止治疗。医生坦言，

乳腺癌较容易转移。外表坚毅的我，内心却还是一直沉浸在复发转移

的浓重阴影里面，这重包袱又有哪个人能轻松地将它丢下! 

从不放弃与死神较量的机会 

癌症患者最忌感冒发热，这不仅会使患者因此而丧失治疗机会，

更严重的是会引起难以控制的感染。事实上，多数癌症患者不是死于

癌症本身，而是死于并发症。 

我在化疗中，曾因感冒合并肺炎，高热 20 多天，用了最昂贵的

抗生素也无法控制。为防止意外，主治医师特别要求我先生在夜间守

护，并告诉我先生要有思想准备，我感到了死亡的威胁。当体温稍降

一些时，我便强迫自己大口大口吃东西，勉强支撑着下床走动。这样

一直持续了 20 多天，我才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战胜死神，闯过难关。 

20 年后总结的点滴经验 

有人说：“十癌九死，剩下一个不是癌。”我康复以后，亲朋好友

怀疑我的病是不是诊断错了。当我以越来越稳健的姿态站在他们面前

的时候，他们看不出我与其他健康人有什么分别。我不管以后怎么样，



现在的我是健康的。我热爱生命，热爱健康，我要用我这 20 年写就

的“健康宝典”规划我以后的生活。 

我相信，癌症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可怕，绝非不治之症，尤其在

医学快速发展的今天，新的治疗方案和药物不断出现，极大地提高了

癌症患者的生存率，并减轻了治疗的痛苦。这是癌症患者的福音。我

深深地感到，在抗癌的路上，只要不恐惧，有信心，正确对待，积极

治疗，成功就一定会属于你! 

5、抗癌明星的“愉快疗法”  

每天早晨，旺苍县城印月潭公园的大门一打开，首先迎来的是手

提鸟笼的老人们到公园遛鸟。其中有位年届古稀的老人，脸上挂着愉

快的微笑。他就是“抗癌明星”杨国杰。他用“愉快疗法”战胜了肝

癌，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从教 40 年的杨国杰，1994 年上半年，他感到肝区剧烈疼痛，但

却一直未去医院治疗。10 月 2 日，东河镇教办把杨国杰送到成都华

西医院。13 日，医生为杨国杰做手术，打开腹腔，肿块已有拳头大，

而且位置特殊，夹在肝脏中部，紧紧挤压着动脉血管，根本无法切除

肿块，医生无可奈何地为他缝合还原，告诉家属：“他顶多还有 6 个

月时间！” 

杨国杰绝望了。这时，医院着名肿瘤专家何生教授来到病床前，

安慰他，并给杨国杰讲了几个“抗癌明星”的故事，鼓励杨国杰。 



杨国杰牢记何生教授“乐观的心态比药物治疗更重要”的话，顽

强地与病魔抗争。他坚持每天散步，逛花园，与病友交流，向医生请

教。在华西医院治疗半年时间，杨国杰的病情从稳定控制到逐步好转，

奇迹终于在他身上出现了。 

出院以后，杨国杰逐步完善自己的“愉快疗法”，并总结出 8 句

话：“藐视疾病，放松心情，培养情趣，乐观向上，广交朋友，合理

膳食，生活规律，坚持锻炼。”他早上出门遛鸟，做保健操打太极拳；

中午读点书，写点诗词楹联；下午和鸟协会员一起到高家沟爱鸟亭，

享受养鸟的乐趣；晚上看电视和老伴拉家常；生活上多吃绿色食品。 

杨国杰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成了“抗癌明星”。杨国杰打算把自

己的“愉快疗法”写成文章介绍出去，让更多的癌症患者摆脱疾病的

折磨，重获健康幸福。 

6、阿姆斯特朗：战胜癌症比七连冠更神奇  

十个癌症九吓死，心态乐观很重要！在阿姆斯特朗通往七连冠的

辉煌路上，充满着不为人知的冷酷和敌意。不仅仅是要冲击冠军，1996

年那张诊断书几乎将他推进了深渊——睾丸癌。 

环法自行车赛，美国人的霸业。这个上升至民族情感的讽刺，让

傲慢的法国人，从来没有打心眼里认同阿姆斯特朗。 

法国的《解放报》曾攻击和嘲骂阿姆斯特朗为“是药物下的怪物”。

还有德国人向他吐唾沫，举着标语牌，上面画着阿姆斯特朗用针管注

射禁药。去年，阿姆斯特朗在一个赛段经历了最残忍的一天：围观的



车迷用手打他，用啤酒泼他，嘴里不断叫骂。对于这些杂音，阿姆斯

特朗一笑而过。 

另一种讽刺，是和生活有关。6 年前，克里斯汀在一次慈善活动

中，与阿姆斯特朗一见钟情，没多久两人就结了婚。但是对工作无比

投入的阿姆斯特朗，让妻子陷入了无休止的等待。2003 年 9 月，夫

妇俩友好离婚。 

不屈不挠，击败死亡！当 1996 年 10 月 2 日，医生把癌症确诊书

交到我手里时，我便已经死去。那之后，都是我重生后的时光。”不

足 50%的存活几率，扩散至脑部的癌细胞，都不足以与阿姆斯特朗的

求生勇气抗衡，“我创造生命奇迹的唯一秘诀，就是踩着自行车的脚

踏板，永不停歇。” 

1993 年，22 岁的阿姆斯特朗第一次参加环法大赛，成绩倒数第

一。但这个年轻人却大声呼喊：“我要成为世界第一，我要创造世界

纪录。”1996 年阿姆斯特朗被诊断出患了睾丸癌，经过化疗和一年多

的停赛休养，他于 1998 年 2 月康复并重返赛场。 

他不屈不挠的精神鼓舞了全世界的癌症患者，他以自己名字命名

的基金会每年都为癌症患者筹集了大量资金。癌症患者的身份使他的

影响已经超出了自行车运动本身，他已经成为一种精神、一个神话的

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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