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有关“安乐死”，在全世
界，都是一个热门话题。目前荷兰、比
利时、卢森堡和瑞士等国安乐死是合
法化的，美国、加拿大则只有个别州允
许安乐死。

“安乐死”合法化
世界上仅有少数国家

荷兰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
于2002年4月宣布安乐死合法化，从
而结束了荷兰历史上长达30年有关

“安乐死”是否合法的争论，也成为世
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的国家。

荷兰安乐死的执行有严格程序，
患者在申请安乐死时必须头脑清醒，
同时，一个由医生、医学专家、律师组
成的评估小组将对患者的病情做出评
估，只有在认定患者疾病无法治愈，剩
余的生命不得不遭受病痛的折磨时，
才会批准其可以接受安乐死。而且，
关于年龄限制方面，荷兰允许终末期
病童安乐死，不过年龄必须超过12岁。

比利时是继荷兰之后全球第二个
允许安乐死的国家。2015年2月，比
利时因进一步延伸有关法例，通过不
限年龄的儿童安乐死法案，招致不少
批评。2016年，比利时一名17岁的
终末期疾病患者，成为这个欧盟国家
首名接受安乐死的未成年人。

此外，瑞士是目前唯一一个允许对
外国人实施协助自杀的国家，目前美国
有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佛蒙特州以及新
墨西哥州部分地区已将安乐死合法
化。2015年12月，加拿大魁北克省最
高法院做出裁决，允许罹患绝症者在医
生帮助下选择安乐死，从而使魁北克成
为加拿大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省份。

我国“安乐死”违法
立法条件目前尚不成熟

2月2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采访了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
所周建中律师，请他对“安乐死”在我
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了一番阐
述。周律师说，在我国，目前对于“安
乐死”没有相关立法，也就是说，在我
国，当前法律框架下，协助他人“安乐
死”的行为，是违法的。在现有的法律
条件下，医护人员或者家属协助满足
他人的请求，对其实行积极“安乐死”
（帮助其自杀）的行为，会构成故意杀
人罪。哪怕没有直接帮助，直系亲属
或公职人员也有法定义务，制止其“安
乐死”行为。如果放任其完成的，则构
成间接故意杀人罪。

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安乐死”
的更多具体案例曝光，关于“安乐死”
的法律问题，也被更多人讨论。也曾
有相关人士提出，选择有尊严的死去，
这是自己的一种权利，建议今后考虑

“安乐死”立法。但也有人认为，“安乐
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
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
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
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帮
助他人结束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
道德准则。

对于未来“安乐死”立法的可能
性，周建中律师说，“立法是一个系统
工程，法律也是跟一个国家的各方面
情况有关，需要进行充分的调研。我
个人认为，目前在中国，立法允许‘安
乐死’，条件是不成熟的，不现实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傅达仁的一生，可谓星光熠
熠。从篮球健将、篮球教练，到体
育记者、主播，他曾采访过7届奥
运，访问过拳王阿里、篮球明星姚
明、足球明星贝利。他还曾与沈春
华一起主持过综艺节目《大家乐》，
荣获金钟奖优良综艺节目奖。值
得一提的是，傅达仁还曾于1991年
登上过央视春晚的舞台。山东籍
的他，出演一个叫《山东大实话》的
串场节目。

傅达仁60岁生下儿子傅俊豪，
从傅俊豪有印象以来，就一直听父
亲说“我快要死了、我明天就要死
了”。作为儿子，他坦言自己很难
做好准备。傅达仁84岁那年，有一
天突然反覆发烧。去医院检查，发
现是胆管阻塞。按照医生指示装
支架，把胆汁排出。当换第二次支
架时，把胆切除，同时被诊断出胰
脏癌。医生告知，若装第三次支架
会有生命危险，相关手术存活率是
50%。

傅达仁经过思考后告诉家人，
就算积极治疗，也只剩50%的生存

机会，而且即便活下来，也只能一
直躺在床上、失去自由，他不想要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过得这么痛
苦，他想要快快乐乐，有尊严地走
完最后一程。傅达仁跟家人多次
说，想去瑞士“安乐死”。家人首先
的反应是“当然很不愿意，所以我
们就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看可
不可以让他减轻痛苦，我们建议他
写回忆录，结果他半年就写完了，
书也顺利出版。”

之后，傅达仁又开始吵着去瑞
士，家人又建议他以画画转移注意
力。通过绘画，傅达仁又安静了半
年，接着又开始说要去瑞士。2017
年 11月，傅达仁举家去瑞士安乐
死机构，也在那时候成为会员。虽
然傅达仁此行就想直接在当地“安
乐死”，但在家属的不舍挽留下，傅
达仁妥协跟家人回到台湾。之后，
病情更加恶化，瘦到只剩下49公
斤。2018年6月，家人再度陪同傅
达仁到瑞士，最终完成了“安乐
死”。

亲自陪伴父亲自主接受外界
帮助、平静走向死亡的过程，作为
至亲的儿子，傅俊豪形容自己的
感受是：“那一刻，很平静，平静得
就像父亲只是睡着，大家都没有
意识到，他真的走了，也是这一
刻，我们真正释怀，觉得这是对父
亲最好的方式。曾经我们不谅解
他、曾经我们觉得他自私，曾经我
们希望他可以陪在我们身边，但
是父亲身上的痛苦，真的不是我
们可以体会的，我们对父亲的爱，
就是尊重他的意愿，我们陪在他
的身边，他离开的那一刻，我们全
家都在，父亲知道我们是爱他的，
我想那就够了。”

我们对父亲的爱
就是尊重他的意愿“ ”

律师
解读

傅达仁不是第一个被大众媒
体广泛关注的“安乐死”案例人
物。瑞士当地时间2018年5月10
日中午12：30，澳洲104岁的大卫·
古道尔（David Goodall）教授，因
生活失去自理能力感到生命失去
尊严，自主选择在瑞士一家诊所接
受安乐死。

瑞士医生为古道尔静脉注射了
致死性药物，主要成分是戊巴比妥钠
（Nembutal，巴比妥盐类药物，是瑞
士安乐死机构使用的主要药物）。
之后，老人安详地离开人世，守候在
他身边的是几位孙辈子女。据傅俊
豪说，傅达仁是亚洲第一位安乐死
的中国人，“我想他的离开，也带给
大众一个讨论和反思的空间。”

事实上，傅达仁这段视频和采

访曝光之后，在网友中引发了关于
生与死的热烈讨论。这些讨论，涉
及生死。比如在转发该新闻的某
条微博下，其中一个评论“有尊严
地死去，快乐地死去，何尝不是一
种解脱”就有6.9万点赞。

“如果以后我老了得病没得治
只能拖延时间，我也会选择安乐死，
不给儿女造成经济负担自己也不会
在病床上痛苦。”“目击生命终结前
的一瞬间，再平静都震撼。”“人终有
一死，走到生命的终点并不可怕，有
尊严地离去远比赖活着好得多，更
何况在承负严重病痛的情况下，有
何意义？去年就有一个澳洲百岁老
人在瑞士这样离世，挺好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涉及生死之事，总是令人难以轻松。
一位曾经身材高大健美的体育健将，晚年饱受胰脏癌折磨，暴瘦到只剩49公斤。2018年6月，他选择了前往瑞士，

在这个目前全球唯一一个允许外国人在当地接受“安乐死”（陪伴性自杀accompanied suicide）的国家，在至亲的陪伴
下，自己从医生手中接下致命的“毒药”，一口一口喝下，最后倒在儿子的怀中，闭上眼睛，渐渐失去呼吸心跳，享年86岁。

中国台湾地区著名电视主播傅达仁“安乐死”执行的过程，被其家属录制下来，并于近期在网络上公之于世，引发生
死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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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

刘克莉
因病去世

2月27日下午，记者从成都
市川剧研究院获悉，著名川剧
表演艺术家刘克莉因病经抢救
无效于当日 15：07去世，享年
82岁。

刘克莉出生于 1937 年 12
月，从小随父刘成基、母戴雪茹
学戏，师承竞华、陈书舫，并受
杨淑英、阳友鹤指导授教。基本
功扎实，传统功底深厚，戏路宽
广，会花旦、正旦、青衣、老旦，
还能反串小生。其表演虽师承
各派但自成一格，展现在舞台上
的角色朴实生动，贴切人物深情
并茂，嗓音甜美亮丽，行腔收放
自如。

自12岁登台表演，刘克莉
从艺几十年来演出的大小剧目
170多个。代表剧目有《三难新
郎》《白毛女》《红楼梦》《碧波红
莲》《柯山红日》《西厢记》《彩楼
记》《柳荫记》《玉簪记》《金钗
记》《沙家浜》《拉郎配》《蔡文
姬》《御河桥》《长生殿》《射雕
记》《闽海英烈》《花仙剑》《萝卜
园》《火红的云霞》《四川好人》
《营门斩子》《太后改嫁》《刁窗》
《问病逼宫》《思凡》《白蛇传》《陈
三五娘》《秋江》《双拜月》《三击
掌》《拾玉镯》等。

1958年，刘克莉在《三难新
郎》中饰演“梅香”，受到毛主席
的亲切接见，毛主席问川剧有
多少曲牌，她一并作答。当时
重庆的各大媒体刊登《毛主席
关心川剧小演员》，载入小学课
本教材。1978年饰演《营门斩
子》中的“穆桂英”，邓小平夫妇
观看了演出。1989至 1992年
入选《当代中国戏曲名录》《中
国·四川戏剧家名录》《中国民
间名人录》。

为培养青年演员，刘克莉还
主动教戏，甘当配角和人梯，表
现出很高的艺术道德和优良作
风。退休后，刘克莉仍然身体力
行地为川剧奉献余热，返聘近
10年，培养和帮助了许多青年
演员在表演技术上不断成长，为
孙普协和孙勇波夺取“梅花奖”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川足股权转让风波暂息

大观入主
安纳普尔那

距离 2 月 28 日足协规定
的转会窗口关闭不到24小时，
持续多日的四川安纳普尔那
股权转让风波终于又传来了
好消息，大观控股集团董事长
凡哲浩与四川安纳普尔那足
球俱乐部董事长何亚平达成
共识，大观集团将入主俱乐
部，管理球队新赛季的引援、
球员注册等工作，双方约定在
3月10日，也就是2019赛季中
甲联赛四川安纳普尔那主场
与呼和浩特的比赛结束后签
署正式转让协议。

此前，四川安纳普尔那俱
乐部深陷股权转让风波。1月
6日和9日，四川安纳普尔那足
球俱乐部先后两次发表声明，
表示俱乐部遇到资金困难，寻
求2000万资金支持，解决部分
欠薪以获取中甲准入资格问
题，否则俱乐部就将失去中甲
联赛参赛资格被迫进入破产清
算程序。随后，德阳旌城奉伟
灵的介入将这场风波变成了一
出闹剧，某某企业入主四川足
球、某某企业收购安纳的各种
传闻也传得沸沸扬扬。也就在
这个时候，大观控股集团联系
了俱乐部，希望接手，随后大观
控股集团董事长凡哲浩在1月
31 日与何亚平签署了转让的
框架性协议。按照框架性协
议，大观方面补发了球队的欠
薪，并出资让球队到海口进行
冬训。

不过，2月26日，四川省足
协宣布放弃2019赛季中甲联赛
开幕式承办权，让球队前途再次
蒙上阴影。事情在27日终于再
次出现转机，经过长达两个多小
时的谈判后，大观和安纳普尔那
双方达成共识，从即日起，大观
集团将接手俱乐部的各项业务，
包括新赛季球员注册、引援等工
作，双方将在3月10日签署正式
的转让协议。

当然，川足接下来的发展是
否就此走上正轨，人们只能继续
拭目以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羽啸

“安乐死”，在全球都是一个被广
泛讨论的议题，广大民众并不陌生。
但通过影像如此直观地目睹一位癌症
患者自主接受外界帮助、平静走向死

亡的过程，画面里虽然有平静、隐忍的
气氛，有看到亲人病痛得以解脱，亲属
的释怀，但，还是令人感到震撼，心沉，
并引人深思。

他/曾是篮球健将、篮球教练
他/当过体育记者、电视主播

他患癌末期选择安乐死

影像曝光后引发

生死大讨论生死大讨论

他的离开
带给大众一个

讨论和反思的空间“
”

立法允许“安乐死”？
在中国条件还不成熟

如何面对死亡，不光是人类哲
学史上一个永恒的课题，也是任何
一个人，都逃避不了的生命课题。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珍惜生命，
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核心。对于重病
晚期病人来说，当他需要在生命的
尾声活得有尊严，想要主动结束生
命，以免除疾病的痛苦，社会应该怎
么回应他们这方面的呼求？对于家
属而言，怎么样才能学习放手，而不
感到愧疚？这涉及到法律、伦理的
复杂问题，也因傅达仁“安乐死”被
公开的视频，而再度引发。

在曝光的视频中可以看到，陪
伴在侧的妻子、儿子以及另外一位
女士，整体非常冷静。其妻子不停
抚摸他的背部，另外一位女士在用

手机录像。他的儿子傅俊豪看起
来脸部通红，隐忍而不舍。送来

“毒药”的医生，嘱咐傅达仁，服下
去之后，要大口吐气。傅达仁认真
听完后，并说了告别语，最后一句
话便是“再见了！”

他先后喝了四口，最后一口一
饮而尽。他的儿子泣不成声，说：

“爸爸，我们爱你，我们都在这里。”
其妻子则说：“放轻松。好了，不痛
了。不痛了。”在旁的家人都为他
的勇气鼓掌。空间里也放出中文
赞美诗的歌声。整个过程共计2小
时13分钟，傅达仁于18点58分正
式结束了生命。视频曝光后，儿子
傅俊豪也面对公众讲述了父亲傅
达仁“安乐死”的来龙去脉。

爸爸，我们爱你
我们都在这里“ ”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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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达仁“安乐死”影像曝光后，引发大讨论。

傅达仁（中）是台湾地区著名
电视主播。

“最后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