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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述了被科学界一直视为神秘现象的濒死体验 ,认为濒死体验就是指那些已经被判断为临床死亡的人被救活后所报

告的他们死亡时的主观体验。介绍了典型濒死体验的特征和濒死体验的研究历史 ,特别是介绍了库布勒·罗斯和雷蒙德·

穆迪的研究 ,最后探讨了濒死体验给人类的重要启示 ,并建议在我国开展濒死体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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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iscuss Near - death Experience , the phenomenon that was regarded as mystery by scientists. To think that NDE is

subjective experience reported by those who was judged to death but was brought through. To introduce the characteristic of classic

NDE and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NDE. Particularly , to introduce Ekubler Ross and Raymond Moody’s investigation on NDE.

Lastly ,to probe into the revelation that NDE brings to human beings and suggest that we should investigate N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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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临终关怀和安乐死在中国曾经被热烈地讨论和被人们

倡导过 ,死亡教育也很受关注[ 1 ,2 ] ,但时至今日 ,濒死体验问题仍

然被视为神秘现象而很少有人涉及。从临终关怀和死亡教育的

角度来说 ,濒死体验十分重要 ,不应被忽视。

1 　什么是濒死体验

1. 1 　濒死体验的概念

濒死体验 (Near - death Experience ,简称 NDE) ,是指那些已

经被判断为临床死亡的人被救活后所报告的他们死亡时的主观

体验。按照人们的通常认识 ,死亡具有非经验性的特征 ,然而西

方一些著作家称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有上千人经历过死亡

后 ,又活了过来。这些人告诉了人们他们死后的体验 ,以及死亡

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以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和雷蒙德·穆迪

为代表的医学界人士所开创的濒死体验研究。此后追随他们进

行此类研究的人越来越多 ,并日益受到学术界、媒体和社会公众

的广泛关注。

在这种关注中 ,人们常会怀疑 NDE 是否确有其事。由于能

够说出他们体验的那些人都是被医生从垂危状态成功复苏的病

人 ,他们也许并没有真正死亡 ,他们的体验与那些真正走向彼岸

世界的人的主观体验 (如果有的话)是一致的吗 ?

激进的研究者往往把 NDE 作为死后生命 (灵魂) 存在的证

据。他们期望通过 NDE 研究能够发现人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

子 ,而且要证明 ,人的死亡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可怕 ,相

反 ,死亡其实是值得人们期待的一种舒适的、令人心驰神往的幸

福体验。如果这种结论成立的话 ,那么 ,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就是

大可不必的 ,进而可以帮助濒死病人缓解心理压力 ,改善他们的

晚期生活质量。对于病人家属来说 ,则可以放心地让病人去往

他们该去的地方 ,既不必内疚 ,也无需悲伤。

1. 2 　典型的濒死体验

研究者报告的 NDE 个案非常多 ,其内容差异很大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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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经历的阶段也不尽相同。但一般而言 ,下面的几个阶段是

明显的 :

突然感觉平和宁静 ,痛苦不复存在。

脱离肉体 ,飘然而去 ,从全新的视角 (通常是从上方) 看问

题。情感上得到解脱。

飘向远方 ,通常到另一房间或大楼 ,去观察那里的情形。

常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被拖进黑暗的隧道 ,但光明就在

前面 ,感觉越发轻盈 ,越来越快乐 ,充满爱意。

在隧道出口处碰到某个人 ,常常是已经死去的亲戚或朋友 ,

但有时也可能是宗教人物和“人形光影”。

此人把他带到一个美丽的大花园内 ,那里可以听到美妙的音

乐 ,碰见已故的亲人 ,甚至上帝。有人还称看到过闪着金光的城市。

接着可能是回顾一生 ,有人说他们的一生像“放电影”一样闪过。

他们会看到自己做错了什么 ,了解他们来到地球上的目的。这并不是

裁判性质的 ,只是全身心沉浸在无限的爱意和理解之中。

被告知要返回地球 ,通常是因为时辰未到 ,或者还有未竟的

事业。他们会请求留下来 ,但他们的要求被拒绝 ,他们发现自己

又返回凡胎 ,活了过来 ,有了意识[ 3 ] 。

研究者报告说 ,对绝大多数有过 NDE 的人来说 ,尽管在濒

死之时 ,他们曾经要求留在他们所到过的地方 ,但是当他们活回

来之后 ,都认为自己生活得更好了。一般的人会变得更加开通 ,

较少追求物质的东西 ,转而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 ,而且有些人变

得更加信仰宗教。

2 　濒死体验研究的历史

对 NDE的探索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 ,先驱者是瑞士地质

学家阿尔伯特·哈伊姆教授。哈伊姆曾于 1892 年在攀登阿尔卑

斯山的过程中摔落 ,他以那时经历的 NDE 为基础 ,开始向有此

经历的登山者进行调查。此后美国心灵研究会的希斯洛普
(1918 年) 、意大利的医生波察 (1923 年) 、英国物理学家伯特
(1926 年)等人各自发表的研究曾掀起 NDE研究的热潮 ,但是以

后的大约半个世纪处于休止期[ 4 ] 。

20 世纪下半叶 ,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和雷蒙德·穆迪再次

使 NDE研究引人注目。这两人都是医学界人士 ,都曾经作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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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科医师工作过。由他们进行的 NDE 研究工作使 NDE 带有了

科学意义。

2. 1 　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医生的探索

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来自瑞士 ,曾经在纳粹的波兰集中

营呆过 ,这种经历使她消除了对死亡及垂死的恐惧。她后来移

居美国 ,在芝加哥的比林斯医院当心理学副教授。此时的医学

界仍然把死亡看作医学的敌人 ,医生们不惜代价地抢救病人生

命 ,却没有注意到病人需要人们关怀的感情需求。罗斯意识到

现代医学关怀中有一个领域还是空白 ,这就是临终关怀。

罗斯医生最初是不可知论者 ,并不相信死后生活 ,也没有灵

魂的概念。但随着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观察垂死的人身上时 ,

观点发生了变化。她注意到 ,患有绝症的病人经常报告看到或

听到死去的朋友和亲戚 ,而其它人却无法看到和听到。她的同

事们并不把这种报告当回事 ,最多认为那是病人待实现的愿望

而已。可是库布勒·罗斯医生却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

后来她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那就是病人的临终幻觉里

面包括了刚刚死去的人 ,而病人并不知道他已经死去 (例如因车

祸) 。有时 ,临终幻觉里面甚至有病人并不认识的亲人。库布勒

·罗斯在她的著作《关于死后的生命》(1991 年) 里就讲过一位 12

岁的女孩被救活的故事。女孩向她的父亲讲述了她死后的奇妙

经历 :她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世界 ,那里充满光明和爱意 ,她遇

见了她的哥哥 ,而且哥哥还热情地拥抱了她。不过有一件事让

她无法理解 ,她说 :“问题是我没有哥哥呀。”她的父亲突然泪如

雨下 ,他承认说她确实曾经有过一位哥哥 ,但是在她出生前 3 个

月去世了 ,这事从来没有告诉过她[ 5 ] 。

由此 ,库布勒·罗斯医生从怀疑论者开始转变 ,真正相信了

NDE的真实性 ,乃至于死后生活的存在。

2. 2 　雷蒙德·穆迪博士的研究

雷蒙德·穆迪于 1969 年获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

位 ,又进入医学院学习 ,后来在医学院教授医学哲学课程。在他

还是一位年轻的医学院学生时 ,对一个叫乔治·里奇的心理医生

的个人经历发生了兴趣。1943 年 ,20 岁的士兵里奇患肺炎等重

病去世。在他将被送进太平间时 ,一位勤务兵注意到死者的手

臂在抽动。军医给里奇的心脏注射了兴奋剂后 ,里奇活了 ,并完

全康复 ,后来成为弗吉尼亚一位受人尊敬的心理医生。但是这

位心理医生的同事发现他总喜欢说他死去时的经历。他说到进

入特别亮堂的地方 ,感到无以言传的安静和兴奋。同事们认为

那只是幻觉 ,而雷蒙德·穆迪则不这么认为。穆迪很快发现 ,这

种类似的经历在那些受到过生命威胁、却又从死亡边缘返回的

人中间很常见。

1975 年 ,雷蒙德·穆迪搜集的濒死体验故事出版 ,书名是《后

生命》(life after life) ,由库布勒·罗斯撰写序言。这位女心理医生

写道 :“正是穆迪在本书中所描写的研究 ,使许多人茅塞顿开 ,也

将证实我们 2000 年多来一直被告知的 ,死后确实存在着生命

⋯⋯”在这本书中 ,雷蒙德·穆迪归纳了典型 NDE 的 14 个阶段

性特征。不过他谨慎地指出没有一个人经历了所有阶段 ,而且

这些阶段也不是按顺序发生。

《后生命》一书非常畅销。与库布勒·罗斯不同 ,雷蒙德·穆

迪并没有把 NDE作为死后生命存在的证据 ,而只是把这一现象

作为科学事实来研究 ,这反而更加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进入这

一领域。后来的研究者中比较著名的有 :心脏病医生米歇尔·萨

伯 (1982 年出版了《死亡集 :医学调查》) ;莫里斯·罗林斯 (1978

年出版了《超越死亡之门》) ;肯尼斯·凌 (1980 年出版了代表作

《死后的生活 :对 NDE 的科学调查》) 。这三位都是美国人。非

美国籍的著名研究者包括 :英国心理学家玛尔格特·格雷 (1985

年出版了《死后回归》) ;戴维·劳里迈 ,其研究成果帮助建立了

“国际濒死研究协会”;彼得·凡威克 ,来自伦敦心理研究会 ;萨玛

·穆巴韦 ,来自赞比亚。比上述稍晚的研究著作有 :贝蒂·J·爱迪

的《被光明拥抱》、丹尼·布尔克莱的《被光明拯救》、切里·苏瑟兰

的《光明之子》、麦尔文·莫斯的《走近光明》和《光明改变我》。

2. 3 　中国的研究

目前国内对 NDE进行研究的人还非常少 ,见诸报道的只有天

津安定医院院长、精神医学专家冯志颖及其合作者天津安定医院副

主任医师刘建勋等人的研究成果。他们对 1976 年唐山大地震的幸

存者进行了 NDE调查 ,样本量达 81 例。这些幸存者中 ,半数以上的

人濒死时在对生活历程进行回顾 ,近半数的人产生意识从自身分离

出去的感受 ,觉得自身形象脱离了自己躯体 ,游离到空中。自己的

身体分为两个 ,一个躺在床上 ,那只是空壳 ,而另一个是自己的身形 ,

飘在空中 ,感到无比舒适 ;约 1/ 3 的人有自身正通过坑道或隧道样

空间的奇特感受 ,有时还伴有一些奇怪的嘈杂声和被牵拉或被挤压

的感觉 ;还有约 1/ 4 的人体验到他们“遇见”非真实存在的人或灵魂

形象 ,这种非真实存在的人多为过世的亲人 ,或者是在世的熟人等 ,

貌似同他们团聚。

研究报告称 ,在 81 例 NDE 的体验者中 ,有 47 例性格发生

了改变 ,而且在他们复生后 ,对 NDE 记忆犹新 ,一二十年后仍然

刻骨铭心 ,这与西方的研究惊人地相似。

2. 4 　今天的濒死体验研究

现在 ,世界的 NDE研究正在发展成为包括医学、心理学、生

物学、社会学等各学科领域的综合研究 ,不再是早期所谓的“死

后世界的探究”,更集中注意力于医学 ,特别是晚期治疗、临终关

怀等的影响结果。目前 ,NDE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流派 :一

个是仅从“濒死的状态”或从已认为死亡的状态苏醒的人谈的体

验为对象的研究 ,这个是主流派。另一个是调查“实际临死之前

患者体验的事情”。这两者虽然在对死后什么样这一点上意见

一致 ,但是研究内容还是有很大不同。他们分别发现 ,濒死体验

者在苏醒后大多有“去到另一个世界”的感觉 ,而临终者的话语

中则大多有“阿弥陀佛来迎”———即死期临近的感觉。这两者显

然是不同的[ 6 ] 。

此外 ,最近的研究中出现了对 NDE 的证明。而这也正是

NDE研究面临的新挑战。对 NDE的研究者来说 ,收集资料并不

困难 ,据说他们已经搜集到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个案。但是怎

样让那些一向坚信唯物主义的人们 ,尤其是科学界同行相信他

们的研究是真实的则是个难题。确实 ,NDE 的研究往往与一向

被科学界不屑一顾的通灵主义牵扯不清。况且 ,有关灵魂的观

念早就伴随着中世纪以来“上帝死了”的哲学反思和宗教批判被

人们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在当今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

代 ,物质的力量、科学的手段似乎成为人们惟一可以信赖的东

西。这时再来谈什么“灵魂”问题 ,确实似乎不合时宜。

不过 ,许多证明 NDE现象科学性的实验仍然被研究者们进

行着。据说 ,在德国曾进行过一次“死亡试验”,参加试验的有 42

名年轻力壮的男女志愿者。“死亡试验”的办法很简单 :利用药

物 ,使 42 名志愿者处于与死亡相似的完全失去知觉的境地。在

22 秒的短暂时间内 ,志愿者各有所获 ,他们各自看见了彩光、亲

友、发着蓝光的“灵魂”、发光的“隧道”等等。类 (下转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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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并具体给出违反国家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规章制度的惩治
措施 ,开列医疗保险基金违法利用的黑名单 ,并及时在网上公
布 ,减少下一保险年度内个人帐户基金 ,并将这些信息作为个人
信用评价时的参考。对于单位 ,要给出具体的经济惩处标准 ,所
有惩罚性收入纳入社会保险统筹帐户 ,增强基金抗风险能力。
外资医院更是将盈利作为首要目的 ,如果直接参与社会医疗保
险投保人员的救治 ,更容易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一般不要将
外资医院作为基本医疗定点机构 ,考虑到外资医院的医疗技术
问题 ,可以作为补充医疗保险的备选救治机构。
2. 2 　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保值、增值风险及规避措施

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存入银行后进行保值时的安全问题主要
是国家货币通货膨胀和存储银行的破产风险。加入 WTO 后 ,国
内金融市场逐步放开 ,外资将渗入银行储蓄领域 ,这些银行为了
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必然要广泛吸收、容纳资金 ,对于社会医疗
保险基金这样的大储蓄 ,必然成为他们重点吸收的对象。在这
些银行建立初期 ,由于其经营业务的不稳定 ,导致其经营上的不
稳定性 ,给基金的安全造成较大的影响 ,外资银行的不稳定性 ,

也未必就意味着国有银行或我国私营银行具有很高的安全性 ,

在加入 WTO 大背景下 ,面临来自外资银行的冲击 ,也必须对国
内银行的安全性进行科学论证后 ,才可以决定基金的存储银行。

由于投资有风险和疾病发生的不确定性 ,为了社会医疗保
险基金的安全以及在疾病发生时能够及时划拨医疗费用 ,如果
没有特殊要求 ,尽量不要将社会医疗保险基金进行项目投资 ,除
可以考虑购买国库券外 ,即使在进行项目投资时 ,也要严格控制
投资比例 ,如有必要 ,可以用多年沉淀医疗保险基金进行投资 ,

提高保险基金的增值能力。社会保险基金上市问题是当前比较
关注的热点 ,目前部分地区的社保基金开始上市运营 ,作为社会
保险基金的一部分 ,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也可以考虑上市的问题 ,

但是鉴于社会医疗保险起步较晚、我国股市还存在许多不完善
的地方 ,再加上医疗保险的特殊性 ,目前还不能采取上市的办法
使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增值。
2. 3 　加强宏观管理 ,健全社会医疗保险法规 ,确保社会医疗保
险基金安全

从宏观角度加强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安全 ,主要涉及到提升保
险机构的承保级别和完善社会医疗保险的政策法规问题。目前我
国的社会医疗保险一般由地级市的医疗保险管理机构负责承保、管
理 ,也就是承办者也同时是管理者 ,不利于监管力度的提高。

根据 WTO 规则中所有企业同等国民政策的要求 ,无论是外
资还是国有企业的必须在同一国家政策下展开经营活动 ,而目
前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 ,按照
现行的国家社会医疗保险政策 ,所有企业必须为其职工购买保
险 ,这样 ,实际上就是要求各种性质的职工都必须参加社会医疗
保险。从保险基金安全的角度 ,参保人员数量越多 ,基金的安全
性也就越强 ,因而 WTO 这些规则从一定意义上有助于增强社会
医疗保险基金的安全性 ,问题是国家必须从宏观医疗保险政策
角度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这些人员的保险问题 ,从保费缴
纳、险种开发和医疗费用承担等方面提出具体的保险方案。

社会医疗保险的稳定性是影响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安全的重
要因素 ,必须加强社会医疗保险的立法 ,规范、约束社会医疗保
险的各方主体行为 ,保持社会医疗保险的稳定性 ,加入 WTO 以
后 ,更应该强调法制作用。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需要排除
政府的干预 ,通过立法 ,建立统一集中决策管理与分项、分级管
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只有通过立法 ,才能够对社会医疗保险
经办机构形成法律约束 ,保证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从基金筹集、管
理、投资、增值到最后的理赔 ,都有序、高效的进行 ,最大程度的
降低道德风险对保险基金安全的影响 ,确保社会医疗保险基金
的安全 (徐海涛 .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法律问题探究. 中国优秀博
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A ] ,20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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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1 页)似的“死亡试验”并非首次 ,美国心脏病专家迈克
尔·萨博就曾组织过一次“地狱考察”的活动 ,方法是 :用药物使
一些人重度昏迷 ,又以高水平的抢救使他们复活 ,这些人的经历
与上述试验结果相似[ 7 ] 。

近 20 年来 ,有关 NDE的科学研究大量发表在学术刊物上 ,

如《柳叶刀》( THE LANCET)和《濒死体验研究》。有一些文章比
较深入地从理论上对 NDE进行了剖析。这些文章对 NDE 一般
持正面态度 ,其分析相当复杂 ,难以在此详述。

3 　濒死体验的启示

到目前为止 ,人们已经很难否定 NDE 的存在。人们的疑问
在于对它的合理解释。各地 NDE 的相似性说明 NDE 存在的普
遍性 ,不管人类是否能够合理地解释 NDE 现象 ,只要人们承认
NDE在人的临终阶段是普遍存在的 ,那么实际上就给人类征服
死亡的恐惧提供了一个心理支柱 :死亡并不可怕 ,而且某种意义
上 ,那是一次奇妙的生命之旅 ;濒死与死亡都是人类生命的一个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此外 ,对于多数人来说 ,NDE也许是造物
主给予他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件礼物。

我国从 80 年代就开始关注临终关怀 ,将这一事业作为医学
人道主义的重要体现。但实际上 ,我国医务人员更多地把临终

关怀视为对病人临终前肉体痛苦的控制 ,而实际上 ,对于身处生
命末期的病人和关爱他们的亲人来说 ,心理的痛苦更可怕。那
是一种身心交瘁的折磨。我国缺乏死亡教育的文化传统和社会
环境 ,缺乏对病人临终状态体验的关注 ,这些都常常使濒死病人
处于孤独之中 ,产生被抛弃的感觉。而这种状况恰恰和临终关
怀的初衷相悖。因此 ,我们建议在我国医学界开展濒死体验的
研究 ,并在适当的时候应用于临终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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