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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從

到

僵直性脊椎炎會侵犯脊椎關節及附

近肌腱、韌帶，而慢性疾病的進程，

漸漸使脊椎鈣化僵硬，嚴重的甚至

無法直起身體。

二○一三年五月，罹患僵直性脊椎

炎的楊曉東，在廈門慈濟志工的協

助下，跨海到花蓮慈濟醫院接受治

療。

這個連當地醫師都放棄醫治的嚴重

疾病，讓眉頭深鎖的他，十九年來，

只能以彎腰超過二百度，臉部緊貼

膝蓋的痛苦身形生活著……

以「經椎弓根切骨矯正術」治療僵

直性脊椎炎，二十二年前由花蓮慈

院的名譽院長陳英和首開先例，慈

濟醫療志業至今已累積約二百二十

個成功案例。

經過五個多月的五次矯正手術治療

與復健，楊曉東原本？的身形逐漸

挺直成！。

在醫療團隊與志工齊聚專業和愛的

努力下，重現幸福的臉，抬頭挺胸

走回家。

花蓮慈院

嚴重僵直性脊椎炎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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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曉東，來自大陸廈門，從小認定自

己罹患了小兒麻痺症，直到廈門慈濟志

工一次次造訪，用愛與關懷融化了他的

心防，深埋在膝間十九年的頭臉，才終

於願意抬頭開口說話；也願意帶著墨鏡

與帽子，遮掩著不安到廈門當地醫院做

進一步檢查。

經過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名譽院長陳英

和醫師檢視評估隔海傳來的資料，終於

確認曉東罹患的是嚴重僵直性脊椎炎，

雖然治療困難，但陳院長願意為曉東打

造專屬的治療計畫。二○一三年五月

二十三日，廈門慈濟志工陳州明一路抱

著曉東上下汽車、飛機、火車，陪伴楊

曉東與母親朱金釵來到花蓮慈濟醫院，

展開跨海求醫之路。

慘綠少年馱成老頭

善心接力跨海求醫

今年三十一歲的楊曉東，從小活潑好

動，住在大陸廈門翔安區霞美村。但從

十二歲開始，他常喊著脊椎、腿部痠痛，

走路也漸漸出現跛態，焦急的父母帶著

曉東四處求醫，只要聽說哪個醫師醫術

高明，不論是西醫或中醫，父母都不辭

千里的帶著他去求診，甚至服用了昂貴

的藥草後，曉東的病情卻仍不見起色。

曉東的脊椎持續彎曲、變形，畸形的身

軀讓他在求學期間被同學嘲笑和戲弄，

曉東從此拒絕上學，封閉自我，長年蝸

居在家，十九年來不曾與外界接觸。

從十二歲開始發病，十四歲輟學後直

到完全自我封閉，對一般人是再簡單不

過的行走、吃飯、睡覺等日常生活，卻

是曉東不敢想像的夢想，因為過去十九

年裡，他都是以對折超過二百度，臉部

緊貼膝蓋的彎曲身形生活著⋯⋯他最大

的心願，就是能夠躺著睡覺，可以走路

時抬頭看著前路⋯⋯

二○一三年一月，慈濟基金會廈門會

所接獲廈門市慈善總會轉介，前往楊曉

東家訪視，志工才知道曉東的父親已在

五年前往生、母親朱金釵女士在前一年

的十一月底發生車禍受傷，左腿開刀植

入鋼板，手術後，鋼板斷裂，致使她的

腿部無法支撐力量，也失去了工作，這

對母子都急需醫療協助。

廈門市政協副主席潘世建得知後，

先為楊家辦理低保戶，為他們解決家計

的燃眉之急，為了瞭解曉東的病情，慈

濟志工帶他到廈門某大醫院進行檢查，

確定手術治療的可能性。「這個手術比

登月球還困難，是不可能的！」看完檢

查報告後，廈門的醫師淡淡的說出這句

話，卻深深的打擊曉東與母親的期待。

不放棄希望的慈濟志工，將曉東轉介到

花蓮慈濟醫院，由執行僵直性脊椎炎矯

正手術已超過一百七十例的骨科部陳英

和名譽院長仔細評估後，曉東在廈門市

政協副主席潘世建、廈門慈善總會與慈

濟志工跨海接力下，終於在二○一三年

五月底，踏上花蓮慈院治療之旅。

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曉東和媽媽朱金

釵風塵僕僕地抵達花蓮火車站。月臺上，

花蓮慈院副院長許文林、骨科劉冠麟醫

師、社會服務室顏惠美副主任熱情的向

車內的曉東和曉東媽媽揮手，許副院長

更熱情地伸出大拇指輕碰曉東面前的車

窗，沒想到窗內一向不搭理人曉東一看

到，也伸出拇指隔著玻璃相印，嘴角微

微揚起，這小小的一步，已經讓車裡車

外的人們都很開心；因為不與外界接觸

已經十九年的曉東，面對眾人的關心，

僅是透過黑漆漆的墨鏡，默默觀察著周

遭，時而微微點頭，卻總是沉默不語。

檢查難題一一克服

定下抬頭挺胸的約定

第二天，花蓮慈院馬上為曉東安排一

連串的檢查。由於曉東上、下半身幾成

對折；平常媽媽幫他洗澡，連手伸進去

的空間都沒有，曉東無法扳開的身軀，

是檢查最大的困難。花蓮慈院影像醫學

部放射師團隊絞盡腦汁、找出最合適的

姿勢，陸續完成核磁共振攝影 (MRI)、
電腦斷層檢查 (CT)、Ｘ光照射、心電圖、
心臟超音波、肺功能檢查。就連先前最

擔心的，曉東對折的身軀是否可以完全

進入電腦斷層，在放射師的一番努力

下，也讓曉東蜷曲的身子剛剛好可以送

進儀器內。有了完整３Ｄ立體影像模型

參考，讓骨科團隊制定完整醫療計畫。

文／魏瑋廷

有著十五歲少年面容的三十一歲青年，是什麼讓他的青春停駐？

又有著什麼秘密，讓這位青年日日以手遮臉，像是犯了錯的孩子，

蜷縮著不願抬頭？

那幅彎曲成二百度的脊骨與身軀，不但禁錮了歲月的痕跡，

更封閉了與外界溝通的心靈之窗。

照 X光時，影像醫學部的醫

技團隊想盡辦法為曉東擺出最

適合的姿勢。攝影／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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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東髖關節僵硬，手術第一階段先為曉

東在右大腿根部施行「鬆解術」、截斷

股骨頸，當腿部可以舒展開，可以進行

全腿消毒後，接著再繼續第二階段的人

工髖關節置換。花蓮慈院醫療團隊從五

月二十八日開始，分別為曉東進行兩側

髖關節置換，楊曉東的膝蓋不再頂住下

巴，腿部可以舒服伸展，胸腹間的內臟

不再受到壓迫，器官組織功能得到改善

的同時，也成功獲得四十度的矯正量。

兩側人工髖關節置換手術完成，靜養

一個月後，七月二日開始，醫療團隊為

曉東進行第二階段，也就是手術重頭戲

「脊椎切骨矯正手術」。

「固定」是手術中的重要步驟，但是

曉東變形彎曲的軀幹，增加「固定」的

困難，為了確保手術能順利進行，陳英

和名譽院長召集骨科部、總務室醫工組

等團隊，帶著曉東實際進到開刀房進行

模擬。為了確定擺放位置的舒適與安全

度，陳院長更爬上手術檯測試手術進行

中的各種姿勢，「是不是穩固？會不會

呼吸不順暢？還是有壓迫到肢體的那個

部分？」每個細節都沒有忽略。

「切骨、扳正、鎖鋼釘」是脊椎切骨

矯正手術的三大步驟，每個步驟都充滿

挑戰。

由於曉東脊椎嚴重變形，陳英和院

長與劉冠麟醫師等醫護團隊，一步驟一

步驟，仔細謹慎地打鋼釘、用切骨的方

式弱化脊椎等步驟。切骨之後還必須透

過抬起上、下半身的扳動來進行矯正，

所以，各開刀房的團隊也動員幫忙，一

部分的人固定身體，一部分的人協助矯

正，手術檯下圍蹲著一大群人透過一次

又一次的扳動，逐漸拉直曉東的身軀，

矯正的同時，麻醉部主任陳宗鷹所帶領

的團隊，也透過體感覺神經監測器，全

程監測神經傳導訊號。

醫護團隊在一個月內共為曉東進行第

四、第二腰椎切骨矯正手術以及再調整

手術。八月十三日，一連串縝密的手術

告了一個段落，但是過程中以及接下來

最困難的就是術後的復健以及如何打開

曉東封閉已久的心靈。

貼心志工教他懂愛

卸下武裝翻轉快樂

曉東自我封閉了十九年，剛抵達花蓮

時總是以墨鏡示人，不論做什麼都用手

「如果我兩邊（髖關節）都開刀，

就可以平躺在床上了嗎？」平時沉默寡

言，墨鏡、帽子不離身的楊曉東，一見

到陳英和院長就馬上道出了他最大的猶

疑與心願。平躺在床上睡覺，對一般人

而言是再輕鬆不過的姿勢，但是對於

三十一歲的楊曉東而言，卻是他十九年

來最大的心願。陳英和院長也帶領著醫

療團隊制定了縝密的醫療計畫，矯正曉

東超過兩百度的變形。而其中在長達五

個月的治療期，陳英和院長所帶領的骨

科醫療團隊就擬定了包括兩側的人工髖

關節置換手術與腰椎切骨矯正等共五次

手術。

「我想走路給上人看⋯⋯」手術前，

在醫療團隊的陪伴下，曉東與媽媽來到

靜思精舍接受證嚴上人的祝福。證嚴上

人親手送上福慧紅包，為曉東與媽媽戴

上念珠，更鼓勵曉東，「下次回來要長

得比我高喔！」收到證嚴上人的鼓勵，

成為曉東站起來最大的祝福與勇氣。

原本還沒開始手術的曉東如果要站起

來走路，必須先利用後腿撐起呈現「起

跑」狀的身軀，再墊著腳尖加上前臂著

地的輔助，才能蹣跚向前進，舉步維

艱，卻仍踏出一步步堅定的步伐，展現

克服病魔的決心。曉東也和上人約定，

下次，要自己「抬頭挺胸」地走回靜思

精舍「和上人比身高」！

鬆解髖關節舒展腿與內臟

團隊合作一一扳正脊椎

「人工髖關節置換術」是花蓮慈院

為楊曉東打開蜷曲身形的第一步。因為

證嚴上人鼓勵曉東手術成功抬頭挺胸

回來和他比身高，成為曉東決心克服

困難的最大激勵。攝影／黃思齊

脊椎切骨矯正手術必須一個一個步驟，陳

英和院長主刀，手術檯下則是蹲踞著團隊

人員協助扳動與拉直曉東的身軀，才終於成就

一次又一次的矯正手術。攝影／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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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著臉。一路陪伴的花蓮慈院醫療志工

顏惠美、蘇足等，即使忙到再晚，每天

一定會到病房裡探望曉東。更透過靜思

語、慈濟歌選，讓曉東能在慈濟人文的

薰陶下安心養病。顏師姊還親手製作

「翻轉快樂鳥卡片」送給曉東，祝福曉

東能像卡片上那隻不停翻轉的快樂鳥

一樣，開心的「抬頭挺胸走回廈門」。

觀察敏銳的顏師姊，也發現曉東因

為身體疾病的關係，媽媽就成為他唯一

的情緒出口，因此對媽媽的聲色經常不

是那麼柔和。因此，顏惠美在膚慰曉東

的同時也醞釀著另一個「秘密任務」，

希望此趟花蓮行，曉東除了能得到身體

上的醫治，更能習得慈濟人文，學習如

何尊重媽媽，做個孝順的好孩子！

在醫護、志工團隊的陪伴下，曉東

漸漸打開封閉十九年的心門，除了學習

不再依賴輪椅、助行器，也慢慢卸下帽

子、墨鏡的武裝，一改過去總是迴避人

群的習慣，嘗試走出戶外、參與志工茶

會，用學會的慈濟歌選，來關懷其他的

病友，更到環保站學習資源回收。

克服復健疼痛  換來幸福的臉

而歷經五次的矯正手術，加上各種復

健，楊曉東原本蜷曲變形超過兩百度的

身軀，終於成功得到一百四十度的矯正

量。而髖關節和膝關節各剩下的三十度

變形，往後仍要繼續依賴復健矯正。物

理治療師黃貞茹、蕭蓉設計循序漸進的

復健訓練，讓曉東可以靠著自己的力量

「抬頭挺胸」。然而，對已經習慣十九

年蜷曲身體的曉東來說，每一個動作都

是莫大的挑戰，不論是拉筋、伸展、踏

步，都帶給曉東難以承受的疼痛感，讓

曉東忍不住大發雷霆。幸而在復健團隊

以及慈濟志工的陪伴下，適時的膚慰與

鼓勵、甚至是循循善誘，拉著曉東的

手，陪著曉東一步步完成所有的復健動

作。曉東從最初的伸展、抬腿到跨出第

一步，不但擺脫原先臉部緊貼膝蓋的身

形、看起來就像是「？」的問號形狀，

一直到能獨立站在平衡板上，雙手同時

上下拋動大球，以訓練平衡感與腿部肌

肉力量的動作，神速的進步，是曉東與

媽媽來花蓮慈院前所想像不到的，也帶

給他未有的成就感。

「曉東，換你推媽媽出來散步喔！」

「曉東最近會帶我出去玩喔 !」曉東的
改變，最開心的莫過於一直在旁守護著

曉東的媽媽朱金釵女士。在慈濟醫院也

接受腿部手術而康復的媽媽朱金釵女士

坐在輪椅上，讓曉東慢慢地推著前進，

媽媽開心的說，以前曉東出門，都是她

幫曉東推輪椅；現在，曉東不但能自己

出門，還會帶著她一起出去走走，令她

開心又感動。

經過花蓮慈院骨科部的陳英和名譽院

長所帶領的醫療團隊長達五個月的治療

後，曉東挺起身軀，拿起拐杖，準備自

己走上火車，抬頭挺胸回廈門。花蓮慈

院骨科部劉冠麟醫師也會陪伴曉東回到

廈門，親自與當地醫院交接醫療計畫。

「幸福有沒有在我身邊，怎麼一直看

不見？幸福有沒有在你那邊，讓我看看

他的臉⋯⋯」擁有清亮好嗓音的曉東，

原本就喜愛唱歌，在出院的歡送會上獻

上「幸福的臉」，正是他從有如問號

「？」的軀體變成驚嘆號「！」的心情。 
曉東跟顏惠美師姑約好，回廈門要好

好做復健，半年後回來花蓮複診時，如

果陳院長肯定他的努力，顏師姊就會將

心愛的馬頭琴掛飾送給曉東。

「陳院長再見，大家再見！」臨行

前，曉東與陳英和院長深深的一個擁

抱，道盡了五個月來的感恩與難

捨的醫病情誼。二○一三年十月

二十九日下午，曉東自己拄著拐

杖走上火車，抬頭挺胸踏上返鄉

之路。

不過，這青年的故事還沒結

束，找回了健康，又有了眾人愛

的支撐，他開始規劃未來，也發

願要當志工回饋家鄉與慈濟的照

顧，總有一天，曉東要讓大家再

次驚嘆，這回驚嘆的是心靈上的

成長⋯⋯

在臺灣治療了五個月，曉東與醫護團隊已經培養了絕佳的默契與情感，出院前離情依依，對照五個月

前曉東鼻子貼著膝蓋問號般的身形，大家給曉東驚嘆號的結果一個大大的讚。攝影／楊國濱

完成第一次矯正手術後，他開始願意走出

醫院，跟著志工顏惠美與媽媽到環保站做

回收兼復健。攝影／林炎煌

楊曉東和媽媽在慈濟人的陪伴下衣錦還

鄉。攝影／湯韶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