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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伦理学 · 

对早产儿救治中伦理问题的思考 

许婷婷，曹永福带，曾波涛 

(山东大学人文医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学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012) 

[摘要]新生儿重症监护技术的进步使早产儿的存活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早产儿明显增加的发育障碍和其他不可知的 

预后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笔者认为，对于经过救治只可维持生命存活而无社会价值和出生后短时期内即将死亡的早产儿， 

时其放弃救治或终止治疗是合乎伦理的，医院伦理委员会应谊在是否救治的决策中发挥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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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Reflection 0U The Cure Of Premature 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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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 Institute ofMedical Ethics ofMedical School ofShandong University。J／nan 250012．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onatM intensive care technology。the livability of premature infants 

arises greatly．But the evidently increased handicap and unknowable prognosis have brought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e author assumed that abandoning or ending treatment of premature infants who have no social value 

after CUre and who are about to die soon after born correspond to ethics principle．Hospital ethics committee should 

play role in the decision making of 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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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约占活产婴儿的7．8％，是指胎龄小于37 

周，体重小于 2500g的活产婴儿。其中胎龄小于32 

周，体 重小 于 1500g的早 产儿 称为极低 体重 儿 

(VLBWI)，体重<lO00g的为超极低体重儿(ELBWU。 

早产儿的死亡率一度较高，近年新生儿重症监护技术 

(NICU)的飞速发展使早产儿总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但 

存活的早产儿很可能带有一系列的发育障碍及功能缺 

陷，这将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本文试图从伦理学角 

度对早产儿救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 

1 早产儿的生命体征和长期预后如何? 

早产儿的各器官发育不成熟，生命力低，很容易并 

发围产期窒息、颅内出血、呼吸窘迫综合征等疾病，而 

且病情不稳定，容易死亡。国内文献报道，早产儿死亡 

率为12．7％一30％，是足月儿死亡率的2O倍。其胎龄 

越小，出生体重越低，死亡率越高，其中VLBWI死亡率 

在63％ 一74％，ELBWI死亡率达8O％以上⋯。 

随着早产儿的总的成活率大幅度的提高，其远期 

预后也逐渐引起医学界和全社会的关注。近年来早产 

儿存活者中脑性瘫痪和智力发育障碍的发生率有逐年 

升高的趋势 J，另外如 ROP导致失明、支气管肺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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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等主要器官损伤的报道也越 

来越多。虽然有些存活的早产儿生命早期发病率并未 

增加，但在学龄期会出现许多明显的功能异常，如视觉 

行为综合症或逻辑推理障碍、注意缺陷、认知能力不 

足、言语水平落后等；同时，早产儿青春期健康问题如 

特殊性学习能力障碍、智力障碍、行为问题等也较多 

见。可见，很多早产儿的生命虽然经过救治后得以延 

续，其生命质量和社会价值却极其低下，这不能不引起 

人们的注意。 

2 “积极的救治”合乎伦理吗? 

在我国的医疗实践中，对早产儿一般进行积极的 

救治。在目前生命神圣伦理观占主导的情况下，医生 

出于医德考虑，婴儿的父母出于感情因素都倾向积极 

救治。消极治疗、放弃治疗都被认为是与传统的医学 

目的和医学伦理相违背的。但是不管早产儿的生命质 

量如何、预后多么严重，都给予积极救治是否就是合理 

的、最佳的选择呢?这种积极救治行为的后果如何呢? 

从伦理学上来看。重症监护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人们能借助高精尖的医疗技术，使部分极度早产儿或 

极低体重儿的生命得以长久维持，但现代的医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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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其生命质量。对于极低体重儿或 

极度早产儿，有创治疗措施和并发症会使其承受巨大 

的痛苦，后遗症也会严重影响其发育和成长，不仅其本 

身的生命质量低下，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此外，早产儿发生严重缺陷的几率要远远大于足月产 

儿。严重缺陷的早产儿有的短期内死亡，有的可以在 

医学技术下维持生命，但智力低下或生理严重缺陷，丧 

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案例1【 J： 

某极度早产儿，男，胎龄3O周，出生体重1200g，重 

度窒息，出生后2O分钟 APGAR评分仍为2分，医生认 

为无救治价值，但在家长强烈要求下经救治得以存活。 

患儿6岁时仍然不能站立不能说话，虽经长期治疗其 

生活仍不能自理，智力极度低下，被确诊为新生儿窒息 

脑缺氧严重后遗症，至今对这种疾病医学仍无能为力。 

为此，家长痛苦，医生无奈。 

该案例说明，这种医疗行为给极低体重儿带来的 

不是幸福而是痛苦、给家属和社会带来的不是喜而是 

忧。同时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医学行为不仅要有 

人道动机，而且还要注重其医学后果，积极救治使部分 

活下来极度早产儿承受长期的痛苦，其人道性也很难 

完全体现。在临床实践中，不论早产儿生命质量如何、 

预后多么不佳都绝对地选择积极救治有时是不明智 

的。 

3 预后极差早产儿是否需要“终止治疗”? 

对预后极差的极度早产儿或极低体重儿以及有严 

重缺陷的早产儿，是否放弃治疗或终止治疗是医学伦 

理学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案例2 J： 

某早产男婴，胎龄32周，出生体重 1500g，多器官 

发育不良并患严重先天性心脏病，医生建议放弃。其 

父母接受了医生建议，并于几年后产下另一健康男婴。 

其父谈及此事时并不后悔当初决定，且承认即使救治， 

其生命也不会长久，并会给家庭、社会造成负担。 

案例1和案例 2形成了鲜明对比：救治一个无治 

疗价值的严重缺陷早产儿，将严重影响患儿生命质量， 

并给家庭将带来极大的负担。从患儿本身的利益考 

虑，生命的存在不应仅仅强调生命的时间长短，而更应 

重视和努力提高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单纯的延长早 

产儿的生存时间而不能优化其生存质量，也难以得到 

伦理学上的支持。对于上述早产儿，由于其本身的生 

命价值和生命质量都极其低下，生命的完整性遭到严 

重破坏，因此无论从患儿个体、患儿父母，还是从社会 

的角度考虑，终止其治疗都是人道的。一旦对患儿做 

出了终止治疗的决定，当然并不意味着在所有的情况 

下都将立即停止治疗。在某些情况下，治疗还应该继 

续一个较短的时问，允许父母对不可避免的结局有所 

准备。另外，按照人道主义的原则，笔者主张对已经做 

出放弃治疗或终止治疗决定的患儿可实施临终关怀护 

理 。 

需要说明的是，对预后不清楚的早产儿要给予积 

极的救治，这种救治从道德上来说是一种责任，也为收 

集评价预后所需的资料赢得时间。 

4 早产儿救治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4．1 知情选择与知情同意 

在早产儿的救治过程中，保障患儿的根本利益是 

我们首先考虑的，患儿父母作为早产儿的代理人，保障 

患儿父母的各项权益至关重要。医务人员应该以充分 

的理解和同情，以尊重和人道的方式给其父母提供及 

时、客观、全面的信息，保证家属的知情选择权和知情 

同意权。 。 

在早产儿救治中的知情内容应该包括：早产儿救 

治的方法、作用、代价、效益，应该让家属知情。如早产 

儿为避免感染需隔离治疗，不设陪护；需要鼻饲插管 

等；各种救治的有创操作和无创操作，如有些突发窒息 

需要进行气管切开，应征得家长同意最好是预先同意， 

为突发情况时节约时间提高效率；早产儿的预后和生 

命质量等。 

医生应该采取严谨的态度科学客观的分析其不良 

预后和生命质量，既要避免为了减轻个人责任而夸大 

不良预后，给家属带来过度顾虑和恐慌，导致放弃治 

疗，也不应为了个人或科室利益继续无意义的治疗。 

当医务人员对早产儿的预后和生命质量进行评价时， 

提供的信息会直接影响到患儿家属对是否继续救治的 

决定。因此医务人员应该保证家属获得信息的真实性 

和完全性，家属在获得了详尽真实的信息之后才会对 

是否继续救治做出“选择”。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信息 

的不对称性和其他如经济、情感等原因，家属的“选 

择”有时是困难的、甚至是不明智的，这时需要医务人 

员从医学伦理角度提出决策意见，并对家属做进一步 

的解释，以争取家属的“同意”。 

4．2 注重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的本质是以人为中心，对人的生存意义、 

人的价值以及人的自由和发展珍视和关注。早产儿作 

为特殊的弱势群体，更应得到人文的关怀和照料，在救 

治过程中，医护人员应该以极大的责任心、爱心和同情 

心去关爱其幼小的生命。遵循无伤的要求，致力于不 

对孩子造成非必要的伤害。值得提出的是对于已经决 

定放弃救治或终止治疗的极度早产儿或极低体重儿和 

严重缺陷新生儿，如果听任他们在缺乏医学关怀的极 

端痛苦中死去，是与伦理原则相悖的是缺乏人道的表 

现。故对放弃救治或终止治疗的患儿，应实施合理的 

I临终关怀措施，注意对I临终患儿的保暖，及时换尿布、 

按时哺乳、定期擦澡，给予口腔护理，皮肤护理，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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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噪音等不良刺激等等，让患儿在尽量舒适的环境 

中渡过终末期。在做出终止治疗决策后，医生应遵循 

保密原则，以减少社会舆论对家属的压力，有利于家属 

身心健康的恢复。 

4．3 精益求精 

精益求精是医护工作的需要，早产儿因发育不够 

完善，生命是极其脆弱的，在医护过程中任何小小的纰 

漏都可能会导致其终生的遗憾甚至夺去其生命，其安 

全保障较之其他病人有更高的要求。例如，约20％早 

产儿发生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这种病可造成视 

网膜脱离、并发性白内障、继发性青光眼、约6％的早 

产儿因此失明。尽管 ROP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 

应当消除医疗中的系统性原因：医务人员缺乏相关的 

知识和培训，没有执行正确的氧疗规范如给氧浓度过 

高，吸氧时间过长，给氧方式不当等。另外，外界持续 

存在的60～80db噪音，如暖箱、心电监护仪、通风湿化 

装置以及工作人员大声说话等，会对新生儿的听力造 

成损害，应当消除这些不利因素。耳毒性药物如氨基 

糖甙类、速尿类的应用也应该谨慎适量。 

适度安全的诊疗，耐心细致的护理，是早产儿救治 

中的关键。医护人员要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加 

强病人安全意识 消除隐患。同时要具备良好的心理 

素质，在救治过程中能处险不惊。早产儿救治工作的 

特殊性决定了医护人员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忠于职 

守，工作中容不得半点疏失，而且应具备强烈的求知欲 

和刻苦钻研的精神，除在技术上具备坚实的专业知识 

外，还必须不断学习，精益求精。 

5 发挥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作用 

对无治疗意义的极度早产儿或极低体重儿以及严 

重缺陷的早产儿是否予以救治，目前我国尚缺乏相关 

的法律和伦理规范，医院的管理者和医务人员往往对 

伦理学知识掌握不足，非医务人员缺乏医学专业知识， 

这就使人们对此类医学伦理问题感到无所适从。因 

此，组成由医院管理者、医务工作者、伦理学家、律师和 

社区代表等参加的医院伦理委员会，并在早产儿救治 

的决策中发挥其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在早产儿救治中，医院伦理委员会应积极听取各 

方的意见，并对事实进行科学、严谨的考证，最终对是 

否放弃救治或终止治疗进行客观、公正的伦理评价，并 

提出建设性意见；同时对家庭做好必要充分的解释工 

作，帮助家属解决认识与情感上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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