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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people’s life span and the aggravation of aging society, the attention to
hospice care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people’s better life in the new er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draws on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in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contains
rich ethical thoughts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lays an ethic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ospice care in China. In the ethical though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life
view of “everything is prepared, but nothing is more precious than human” and the moral view of “keeping
benevolence and treating the sick well” to the hospice care lies in the unity of life sanctity and life value. The
natural views of “conforming to nature, too much is not enough” and “the harmony of yin and yang, making
the best use of circumstances” suggest that we should conform to the natural law, replace excessive medical
treatment with natural therapy to alleviate the suffering of dying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comfort of dying
life. The holistic view of “body and spirit are integrated; body and mind are treated simultaneously” and the
dialectical view of “for the same disease in different humans, suit measures to human conditions” require that
the dying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should be given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 care and emotional support
to reduce the pressure of care and sad emotions, and provided individualized care according to the dying
patients’ different stages, ages, psychological states and other factors.
【Keywords】 hospice care; eth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iew of life; moral view; view of nature;
holism of body and spirit; view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摘

要】 随着人民寿命的延长，老龄化社会的加剧，对临终关怀的关注是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的必然要求。中医文化汲取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精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
想，并富有中国特色，为我国推进临终关怀发展起到伦理关照的作用。中医伦理思想中“万物悉备，
莫贵于人”的生命观和“内存仁心，善待病家”道德观对临终关怀的启示在于生命神圣与生命价值
的统一；
“顺应自然，过犹不及”和“阴阳自和，因势利导”的自然观提示了顺应自然规律、通过自
然疗法代替过度医疗减缓临终患者的痛苦，提高临终生命舒适感；
“形神一体，身心兼治”的整体观
和“病同人异，因人制宜”的辨证观要求对于临终患者及其家属要身心兼顾，给予家属照顾和情感
支持，减轻照护压力和哀伤情绪，并且针对于不同临终阶段、年龄、心理状态等因素因人而异地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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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临终患者的个性化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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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
[1]

家 。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
[1]

官》中就有记载“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日慈幼，二日

市，也是我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大型城市 。面对老

养老”，《管子》对于医疗保障的规范则更为系统，

龄化的加剧，维护生命的尊严，关爱人生“最后一公

其中的“六德”与“九惠之教”均涉及传统的医疗保

里”的临终关怀事业亟需推进，这也是新时代人民追

障，这里的“养老”和“养长老”不仅仅是对老年

求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临终关怀是一种特殊的

人的赡养，还包括对临终老人的照顾[3]。带有医疗照

医疗保健服务，通过对临终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全面照

护性质的临终关怀机构最早出现在北宋，如“安乐

护，以使临终患者得以舒适安宁、有尊严地度过人生

堂”“养济院”等[4]。中医伦理的生命观认为临终也是

最后旅程。韩启德院士指出：
“生老病死每个人都要

生命的一部分，对临终患者生命的珍爱和敬畏同样重

经历，我希望每一个人有尊严、没有痛苦地离开，这

要，将以人为本、敬畏生命的理念融入到医疗护理体

[2]

是社会的福祉 。”临终关怀不再是医疗技术上的追求

系之中，使临终患者不再感到被社会遗弃，使其觉得

极致，其更偏重于道德之维和伦理关照，这是社会文

永远是社会的一员。目前，中国快速逐步迈入老龄化

明进步的必然产物。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临终理

社会，临终关怀的卫生资源储备“捉襟见肘”，医务

念和生命关怀精神绵延数千年，影响、促进中医伦理

人员也缺乏临终关怀服务理念。临终关怀医疗机构必

思想的发展。“善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体验

须秉承“敬畏和珍爱临终患者生命”的伦理原则，加

的“五福”之一，意在平静安详且饰终以礼地离世，

快发展和完善的步伐，才能满足新时代人民追求美好

这常被认为是最大的幸福，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全程生

生活的需要。

命质量的追求。中医文化汲取了儒家、道家、佛教等

1.2 “内存仁心，善待病家”，尊重和善待临终患者

传统文化的精髓，千百年来指导着中医临床治疗和处

生命的尊严是生命神圣性的必然结果，也是生命

理医疗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伦理关系。其中的生命观、

价值的体现。临终患者多数往往比普通患者更需要照

道德观、自然观、整体观和辩证观等蕴含着丰富伦理

顾和呵护，他们在生命的最终阶段多是虚弱无力，无

思想，并结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对我国临终

法正常行动、表达，甚至是生活无法自理的，这就更

关怀的发展具有伦理关照作用。

需要医护工作者具有“内存仁心，善待病家”的道德

1 中医的生命观和道德观对临终关怀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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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国家就有对临终老人照护的福利。《周礼·地

观念，尊重临终患者权利，维护生命尊严。
儒家把“仁”看作是超越生死的终极价值，佛教

1.1 “万物悉备，莫贵于人”，敬畏和珍爱临终患者

讲求“慈悲为怀，大发慈悲之心”。中医伦理受儒家

生命

仁爱和佛教慈悲观念影响，将“仁心”作为医家素养
中医伦理思想认为生命是宝贵的、神圣的，需要

的道德基点[5]。“药王”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堪称

敬畏生命、珍爱生命。《素问·宝命全形论》提出“天

中医伦理的经典论述，强调了医护人员的德行标准。

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这种生命观认为人

其中，“凡大医治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

的生命是天地万物间最宝贵的，把人的生命放在首

含灵之苦”，要求对待患者要发慈悲、恻隐之心。清

位。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绪论中提出

代医家喻昌在《医门法律·明间病之法》中也说：

“人命至重，有贵金”，包含敬畏生命、以人为本的

“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

思想。对于临终的患者，中国古代虽然没有那么多的

人犹已，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这就强调医者

抢救方式，但是对临终的生命并没有放弃。《史记·

要仁心、仁术，对患者要同理心。这是对医护人员的

扁鹊仓公列传》中就记载了扁鹊用针灸的方法抢救的

基本道德要求，对于照护临终患者的医护工作者更加

已经被认定为死去的虢国太子，历史上此类“妙手回

需要其对临终患者痛苦感同身受，用仁心去呵护、关

春”的医案颇多。对于临终关怀方面，早在春秋战国

爱患者。

·伦理研究·
孔子提倡“泛爱众 ，而亲仁”，孟子提出“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爱亲”上

2 中医的自然观对临终关怀的指导

升到“爱众”，把“老吾老”升华到“及人之老”，

2.1 “顺应自然，过犹不及”，不刻意延长临终患者

这是仁爱的更高层次的道德要求，是把亲亲之爱升华

生命

到他人之爱、上升到博爱。中医伦理对“爱众”和“及

中国百姓对生死的态度是“重生避死”的，荀子

人之老”的思想体现在要求医护人员对待患者要“普

在《荀子·正名》提到“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

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大医精诚》），即医护人员

恶 ，死甚矣”。对于生的渴望和对死的厌恶，导致人

要推己及人，把患者视作自己的亲人那样关怀照护。

们在语言上对死亡的提及有所避讳，常用过世、长

清代医家费伯雄在《医方论·序》也有更直观的描

眠、已故、仙逝、安息等词语雅称。儒家的死亡哲学

述：“我若有疾，望医之救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

对死的态度是“死，人之终也”(《荀子·礼记》)、

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澹矣。”

“众生必死 ，死必归土”(《礼记·祭义》，认为死是

这一伦理思想也启示医护人员对临终患者需要家庭式

自然变化的必然轨迹 ，视死亡为一种平常普遍的自

[6]

的关照，视患如亲 。

然现象[7]。道家的死亡哲学“顺时而安”“道法自然”

同时，《大医精诚》还特别强调“其有患疮痍下

的思维与儒家思想异曲同工[8]。中医文化汲取了儒家

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

和道家的死亡观，在面对临终和死亡时中医伦理强调

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这对临终关怀也有很

“顺应自然，过犹不及”，即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

大的启示。由于临终患者多久病、重病、行动不便，

分，面对死亡应坦然接受，采取顺其自然、豁然平静

甚至生活不能自理，这就要求医护人员对临终患者要

的态度；对于临终患者以照护为主，放弃治愈性或过

尊重，不得歧视、嫌弃和责难。清代黄凯钧在《友渔

度医疗，凡事要把握一个“度”，不通过过度医疗的

斋医话》中则更提出“医家功德”在于“不轻忽临危

方式刻意延长生存时间，也不采取死亡或加速死亡的

患者”“不厌恶秽恶患者”，这也是传统医学中对临

手段。

终照护的医护人员的要求。

虽然，这也是受古代中医医疗手段的限制，但其

明代裴一中在《言医·序》中说：“学不贯今古，

中也不乏蕴含着中医智慧，中医治疗上讲求“执中致

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

和”“过犹不及”，注重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关

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佛者，慈爱为怀，普

系的和谐、协调、平衡状态，是不偏执、不过激，这

济众生，强调医护要内存仁心、聪明理达；仙者，才

也是一种“节制模态”[9]。现代西医用各种方式不计

智出众，技艺超群，强调医护要医术精湛。对临终患

代价地刻意延长临终患者的生命，运用各种医疗器械

者的照护，已经不再是治愈层面上医技的要求，更多

扶持临终患者，患者全身插满管子躺在ICU病房里。

的是医德层面上的要求，这时，医护人员的医德极为

这样的刻意、过度延长生命是否有价值，卫生资源分

重要，具有“医者仁心、仁爱救人”的大医风范和“内

配是否合理，临终患者是否活得尊严、死时安逸，引

存仁心，善待病家”道德要求，才能给予患者足够的

发了社会各界的反思。经过激烈的探讨和深刻的反

支撑和尊重，用“仁心”和“仁爱”陪伴患者走完生

思，笔者认为应遵循“顺应自然，过犹不及”，其伦

命的最后一程。正如被誉为“肝胆外科之父”的吴孟

理价值在于要求临终关怀给予患者“适度治疗”“过

超院士所说：“医药是有时而尽的，唯有不竭的爱能

度抢救”，并非“侵入性”地无休止增加痛苦的治疗,

拯救一个受苦的灵魂。”这也是医学人道主义的不断

也不是放弃治疗，任由疾病朝着恶性方向发展，而是

升华，把“救治生命，维护健康”上升到“关心与照

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剥夺他们选择权，充分考虑他们

护临终患者”，把生命神圣和生命价值统一起来，不

的临终生命质量，使他们能够有舒适、安静、有尊严

仅要关注生命健康，也关注生命的意义。这也要求临

地离开。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孝悌”思想，也要结合

终关怀的医护人员应接受专业的临终关怀护理训练，

“顺应自然，过犹不及”这一自然观，尊重生命的规

不仅应具备高度熟练的护理操作技能，还应树立正确

律，服从生命尊严的目的。对临终患者的“孝悌”绝

的死亡观和有高度的职业道德，即富有同情心、责任

不是通过过度治疗来实现，不惜给患者带来更大的伤

感、尊重患者、尊重生命的价值，同时应具备勇于奉

害和痛苦，无视患者的尊严和要求，只为短暂的延长

献的精神。

生命，这样必然落入“愚孝”。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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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阴阳自和，因势利导”，通过自愈力改善临终

临终者和其家属能在亲切、温馨的关怀氛围中最大限

患者生命质量

度地获得温馨的感受，如置身家庭般的温暖[19]67-68。

中医基础理论认为人体的阴阳具有“阴阳自和”

落叶归根是绝大部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温馨、

的特点，即阴阳双方自动维持和自动恢复其协调平衡

轻松的家居式环境，也有助于帮助临终患者舒缓压

状态的能力和趋势，是生命体内的阴阳二气在生理状

力，提高生命质量。

态下的自我协调和病理状态下的自我恢复平衡的能
力[10]。这与自然疗法的哲学指导思想不谋而合，相信
人体的自愈能力，在其医疗过程中尽量避免使用任
[11]

何削弱机体自愈能力的医疗手段 。中医除了中药以

3.1 “形神一体，身心兼治”，对临终患者身心一体
的照护

外，针灸疗法、心理疗法、音乐疗法、饮食疗法、环

中医整体观念始终强调“形神一体，身心一元”

境疗法等特色疗法都属于自然疗法。因此，中医治疗

的整体观，认为人的精神情志与身体健康密切相关。

讲究“因势利导”，所谓的“势”就是机体自我调节

早在南宋，医家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就认

的趋势，这就是顺应自身正气的自然排邪途径，协助

为情志也是重要的致病因素。《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12]

机体排邪于外以治疗疾病 。中医伦理吸收中医“阴

说：“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

阳自和，因势利导”的观点，提倡对临终患者的自然

伤气，寒暑伤形。”其言，外感六淫之邪是“伤形”，

疗法，促进临终患者自我修复、自我防御、自我调

伤人多表浅，而七情“伤气”，情志伤人为内伤，更

节，把临终患者的生命质量放在第一位。这种伦理关

难治愈。对于临终患者这一特殊群体来说，他们的心

照即是“优逝”的伦理需求。目前，一些医院成立肿

理情志往往更需要关照。

瘤康复和舒缓治疗中心，就是依托中医治疗，对于癌

罗斯根据临床检验和对临终患者的访问在《论

症后期病患多进行非药物舒缓治疗，缓解患者疼痛、

死亡和濒临死亡》
（On Death and Dying） 中 提 出 了

调节患者情绪、改善患者食欲等，为终末期的肿瘤患

临终患者心理的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否认和孤离

者减轻痛苦，提高生活质量。这种与中医药结合的创

阶 段（denial and isolation）， 临 终 患 者 在 听 到 自 己

新照护方法值得广大临终关怀机构借鉴。

身患绝症时，大都表现出对病情的否认，这是一种

例如，对于肿瘤癌痛的临终患者，可以利用针刺

不敢面对现实的心理防御；第二个阶段是愤怒阶段

方法疏通经络、调节气血，激活脑腓肽神经元抑制疼

（anger），患者的情绪反应通常是气愤、暴怒、妒

痛，刺激提高机体痛阈，从而达到镇痛效果，针灸还

恨，是因为否认无望而产生的一种反弹；第三个阶

[13]

可以提高人体免疫防御机能 。通过推拿、按摩等舒

段，即协议阶段或讨价还价阶段（bargain），因为这

缓的手法也可以有效缓解临终患者不适，并可以在一

种假设事实上是一种希望奇迹出现的祈求，并且会出

[14]

定程度上调节机体功能、缓解疾病疼痛 。中医的五

现“病急乱投医”的情况；第四个阶段，即消沉抑

行音乐疗法是将“宫、商、角、徵、羽”的五个音阶

郁阶段（depression），此阶段患者通常会有巨大的失

与相对应的五脏联系起来，认为“脾在音为宫，肺在

落感，对周围事物反应冷漠。最后，就是接受阶段

音为商，肝在音为角，心在音为徵，肾在音为羽，五

（acceptance），在这一阶段，患者已经平静，几乎没

脏又对应五志（喜 、怒、忧、思、恐等），这样便可

有什么情绪反应，常常表现为疲惫和虚弱，需要休息

[15]

以通过“五音”来调节“五志” 。研究表明，医护

和睡眠[20]。后续研究者发现，这五个阶段并不是固定

人员通过给临终患者予以相应音阶的音乐，可以减少

的，它们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重复，还可能只停留

临终关怀患者的焦虑、抑郁，在一定程度上舒缓痛

在某一阶段，总结出临终患者情志常表现为敏感、焦

苦、振奋精神，改善生命最后阶段的生命质量

[16-17]

。

此外，中医还认为人与环境相统一，应用“环境

虑、愤怒、恐惧、忧虑等，这些负面情绪使得临终患
者心理折磨带来的痛苦不亚于病痛[19]194。

疗法”，强调居住环境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如《寿

《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

亲养老新书》记载“栖息之室，必常洁雅，夏则虚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反之“精神不进、精神不进、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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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冬则温密” 。因此，临终关怀病房的环境讲究

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
。对于临终患者，中医伦理提

具有明亮、宽敞、安静、温暖、舒适的特点，病房墙

示要利用“形神一体”的整体观，给予其情志干预，做

壁多为粉色或暖色调，有的还配备家庭式厨房，意在

到“身心兼治，身心并调”，利用中医情志疗法改变临

·伦理研究·
终患者的心理状态，从而提高生命质量，安宁地面对
[21]

被精神折磨压垮。

现实 。例如，中医情志疗法中的顺情从欲法、移情易

3.2 “病同人异，因人制宜”，针对临终患者的个性

性法和开导劝慰法对临终患者有“身心兼治”的作用。

化陪护

宋代陈直撰著的《寿亲养老新书·卷一》总结道：
“等

中医治病讲究“病同人异，因人制宜”的辨证

闲喜怒，性气不定，止如小儿，全在承奉颜色，随其

观，如清代徐大椿《医学源流论》指出：
“天下有同

所欲。
”说明对老年人应顺他们的心意，尊敬而避免触

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

犯。顺情从欲法是医护人员和家属应尽一切可能来满

及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人异也。
”不同年龄、体

足他们的心理需要，以改善患者不良情绪状态。在老

质、性别的人都有不同的心理特征。比如，妇人生理

人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尊重老人的要求和愿望，把

上以血为本，以肝为先天，情感细腻，情绪易波动，

他们吩咐的事情或口头叮嘱落实；或者帮助老人实现

情志失调会导致肝失疏泄，气血运行失调，进一步加

[22]

《临证指南
其最终的人生价值，还原其社会归属感 。

重情绪反应[26]。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和身心状态与年轻

医案》指出：
“情志之郁，由于隐情曲意不伸，郁症全

人又有很大差异。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养老

在病者能移情易性。
”移情易性法也称“移精变气法”，

大例》分析说：
“人年五十以上，阳气日衰，损与日

就是转移临终患者的精神意志和注意力，通过各种方

至，心力渐退，忘前失后兴居意情，计投告不称心，

式帮助其排遣情绪，改变心志，使之摆脱不良情绪的

视听不稳，多退少进。
”寥寥数语，勾出了老年人情绪

[21]

一种心理治疗方法 。例如，很多安宁疗养院会到当

多变，难得称心的心身特点。
《格致余论·养老论》提

地大学或文工团请一些志愿者给临终患者表演文艺节

及“老人内虚脾弱，阴亏性急……百不如意，怒火易

目，丰富他们的生活，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灵枢·

炽”，非常直接地点明了老年人的性格特点以及造成

师传》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

脾气比较暴躁的原因，这样就把生理上的变化和心理

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其中

上的变化结合起来进行了合理的解释[27]。同时，老年

的告、语、导、开就是运用语言开导治疗，开导劝慰

人身心的承受能力有限，因此在告知消息的时候要有

法是对临终患者进行死亡教育，从恐惧死亡到接纳死

所选择，对能引起他们情绪急剧波动的消息要屏蔽，

[23]

亡、静待死亡，安详、平静超越死亡等 。

如《寿亲养老新书·卷一》提出：
“凡丧葬凶祸不可令

此外，临终关怀的全方位也包括对于临终患者家

吊，疾病危困不可令惊，悲哀忧愁不可令人预报。
”

属的服务和关照。在陪伴和面对被病痛折磨已久或即

临终关怀的大多数服务对象是老人，临终老人肾

将失去的亲人，悲痛和压抑同样给家属带来身心上的

气渐虚，肾虚不能充养髓海，致大脑思维迟钝，盲语

折磨。我国传统的“家庭为主”的养老模式，把“养

多误、健忘，思维迟钝，甚者痴呆；又因患病等，胜

[24]

老送终”的任务落在子女的肩上 。面对家庭模式结

腑亏损，气血失调，容易表现情志异常。如：①失落

构的变化，现代社会的工作压力，面对临终的亲人，

和孤独型。其性格比较暴躁，顺从性较差，却特别怕

“双独”夫妻经济上和情感上的压力更大，往往也会

孤独寂寞。在住院期间，生活单调，与家人及外界缺

产生抑郁、焦虑、悲忧等情志失调现实。因此，从整

乏情感交流和沟通，常易产生被抛弃感，多表现为固

体观的角度，应为临终患者家属提供身体、心理、精

执、自尊心强、沉默寡言。②恐惧和焦虑型。由于各

神和社会全方位的指导和帮助，让家属在陪伴临终亲

种功能下降，临终老人有巨大心理压力。如心肌梗

[25]

人时感到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孤军奋战 。

死，患者可因持续性剧痛而产生濒死的恐惧感，伴有

中医伦理提倡的临终关怀是要能够满足临终患者

焦虑等，常表现为烦躁不安、痛苦呻吟、睡眠不佳、

及其家人的“身-心-社-灵”，给予“全人、全程、

不思饮食。③沮丧和悲观。临终老人的多个器官趋于

全家、全方位”的照护。现代临终关怀应注重临终患

衰退，功能下降，常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老而无

者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形神一体，身心兼治”，对

用。长期病情反复、疗效不显，又易产生悲观与自

临终患者身心一体的照护，引导其编导自己的感受，

责。此类患者多表现为意志消沉、精神优郁、束手无

包括身体上的不适和情绪上的压抑，并用科学方法减

策，常暗自伤心落泪，不愿与人交往或交谈，对治疗

少其焦虑、恐惧、愤怒、无助、绝望的不良情绪，在

及疾病转归表现漠然，不愿接受治疗和护理，消极等

精神上给予他们安慰与寄托。对于家属的心理抚慰必

待着“最后的归宿”[28]。

不可少，家属的身心疾病不可忽视，绝不能先与患者

中医伦理的辨证观提示对于临终患者，医护人员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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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的公约》，这是战创伤救治的规

置，就是个体自觉自愿对自我设置困难，通过对行为

范，避免产生邪僻行为和非理性情绪。

的调节和评价，产生坚强的毅力和韧劲，也就是自己

4.3 以“正身克己”坚定道德意志

跟自己的不良品质和行为有意“过不去”
。意志的锻

没有坚强的道德意志，就无法克服不道德的行

炼在于执行不感兴趣即没有吸引力，但又很有道德价

为。道德意志的培养锻炼对道德行为的生成具有重要

值的行动。道德上的高标准和严要求是道德意志磨练

作用。在道德意志的培养方面，古人提出了修养道德

情境自我设置的关键。正因为高标准的参照，才会使

意志要经受客观环境的磨练。所谓“苦其心志，劳其

自己压制强烈而不合理的冲动和意向，避开诱惑。比

[8]

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另

如美国心理学家Steven Hapes开创的一种接受与承诺

一方面，要克己窒欲，纠正道德行为中的过失。“克

疗法。该方法主张让个体“拥抱痛苦”。在治疗患者

[9]

己则私心去，自然能复礼” 。“行之失，其甚于恶，

时，接受与承诺疗法运用了六个核心治疗过程以提升

则亦改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弃者，孰不可与为君

道德意志，即接受、缓解思想和情感、有意关注当

[10]

子” 。落实到道德创伤治疗，需要以外界情境的创

前、换位思考、注重价值、承诺行动。已有研究表

设历练，另外还需个体“克己”，纠正行动的过失。

明，接受与承诺疗法可以减缓创伤痛苦，增强道德意

首先，以外界情境的创设历练意志。道德意志的

志和韧性，提高应对复杂情境的能力。

磨练是一个自觉行动的过程，必须有意识地设置一些
有益于意志培养的情境。意志磨练的情境创设就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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