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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形势下中青年医务人员道德前景的若干思考
吉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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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当前袁大部分中青年医务人员有着较高的职业素养和道德操守袁但也有少部分人的道德

现状不容乐观遥 文章对当前医务人员的道德现状进行了大致归纳袁简要进行了原由分析袁并从理念
信仰尧制度体系尧行为科学尧医院文化尧团队建设等方面对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进行了思
考和探索遥
关键词院医务人员曰道德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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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是知识分子高度密集的地方袁中青年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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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野安逸型冶

人员是医院发展的中坚力量袁他们文化层次高袁参与

有些医务人员主人翁意识不强袁安于现状袁不求

意识尧民主意识尧自主意识强遥 虽然我国传统的儒家

进取袁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冶曰有些医务人员集体观

伦理有许多可贵而且是永恒的规范袁 但缺乏市场经

念淡薄袁团队协作精神欠缺袁缺乏对人应有的热情和

济所需要的全新的道德要素咱员暂遥 在整个社会道德困惑

对社会尧单位的责任感遥

或道德失范的影响下袁 医务人员的思想观念也或多

渊四冤野愤懑型冶

或少地发生着变化遥 诚然袁绝大部分中青年医务人员

有些中青年医务人员不能正确认识新形势下人

有着较高的职业素养和道德操守袁 但也有少部分人

事尧经济关系的调整袁对医院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不

的道德现状不容乐观遥 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对新形势

理解尧不支持曰一些人对分配不公尧论资排辈等现象

下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进行思考和探索遥

缺乏心理准备袁对自我能力又评价过高袁自我价值实

一尧部分中青年医务人员道德
失范的现状分析
渊一冤野自大型冶
不可否认袁不少中青年医务人员勤奋好学尧刻苦
钻研袁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医院的技术骨干袁为医院

现需要与现实之间发生错位袁从而导致对单位不满袁
对未来丧失信心袁 更有甚者将内心的不满情绪转嫁
到患者身上遥

二尧部分中青年医务人员道德
失范的原由分析

的发展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遥 但有些人一旦成为

渊一冤市场经济的影响

单位的中坚力量后就恃才自傲袁认为自己取得的成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袁在

就全系个人努力之所得袁忽视了医院尧组织对个人的

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尧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袁也

培养遥

使金钱观念尧享乐观念尧个人利益观念等植入人们的

渊二冤野趋利型冶

思维体系遥加之中西方交流深度和广度的拓展袁使医

一些中青年医务人员价值取向趋于物质化袁呈

务人员在多元利益主体纷争尧 多元价值取向冲突的

现自我倾斜性膨胀袁与社会整体利益相冲突遥 实用主

格局下迷失自我袁产生有悖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尧非社

义尧利已主义尧享乐主义凸现袁对政治学习尧思想教育

会主义形态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念遥

等不感兴趣袁参加集体活动首先考虑野自己能从中得

渊二冤个体生存的压力

到什么好处冶袁回扣尧红包尧大处方等现象时有发生遥

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袁 温家宝总理把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员原员园原园怨
作者简介院吉玲玲渊员怨苑缘原 冤袁女袁江苏如东人袁政工师遥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缘愿窑

第 员 期 总第 源愿 期
20员圆 年 圆 月

解决民生问题和促进社会发展作为同位语袁并列写

可见袁 加强制度体系建设是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根

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袁足见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遥 野民

本保障遥 要完善管理机制袁 形成一套科学的干部管

惟邦本袁本固邦宁冶遥 尽管医务人员属于社会的中间

理尧组织管理尧宣传管理尧文化管理的制度和体系袁将

阶层袁但和所有普通百姓一样袁教育尧医疗尧住房等民

思想政治工作纳入规范化尧制度化的轨道遥让良好的

生问题依然是困扰和牵制他们精力的主要问题遥 以

制度充分发挥其尊重人尧爱护人尧关心人尧激励人的

至于部分人急功近利袁把收入的高低作为自身价值

功能袁预留下人才充分成长的空间遥

实现的唯一取向袁放松了自己的道德修为和职业素
养遥

渊三冤从医院文化的培育入手袁重塑医务人员的
道德形象

渊三冤医院发展的压力

个体在群体中袁由于受其他成员的影响袁所表现

在福利性与市场化之间袁政府调控不到位袁医疗

出来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方法将产生共同的趋向袁从而

服务价格体系严重背离价值规律遥 而为了医院的生

构成从众倾向尧动力倾向尧标准倾向等行为特征咱圆暂遥 正

存尧发展袁有极少数院领导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袁放松

是因为群体成员的心理特征袁 使得我们在中青年医

了思想政治工作袁忽视了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化袁

务人员的道德重建时可以从医院文化入手袁 运用医

从而使医院的整体道德水准下降遥

院精神袁凝聚和约束他们的内心信念和思想行为遥在

渊四冤腐败现象的冲击

医院文化的三个层面的内涵中袁医院精神是核心遥利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惩治腐败力度的加大袁党

用院歌尧院训尧院规尧院旗尧院徽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医

内的蛀虫纷纷落网袁这对塑造党的形象袁净化社会空

院精神一旦形成心理定势袁 即可通过明确的意识和

气袁进一步取信于民确有好处遥 但同时袁这些腐败分

潜意识支配他们的行为遥其信念化的结果袁会使他们

子的个体行为也损害了党员队伍的整体形象袁削弱

自觉修正个人行为袁主动关注医院的前途尧命运袁维

了党的公信力袁动摇了党在中青年心目中至高无上

护医院的声誉袁为医院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遥进而激

的地位袁对他们思想观念形成了很大冲击遥

发他们对实现医院目标的认同感尧责任感袁形成空前

三尧新形势下加强医务人员
职业道德建设的思考
渊一冤从理念信仰的重建入手袁唤醒医务人员的
道德责任

强大的向心力尧凝聚力袁培育医院中青年良好的群体
行为遥
渊四冤从行为科学的运用入手袁催生医务人员的
道德自觉
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认为袁 引起人行为动机

医务人员对一些非道德形态的熟视无睹袁这背

的两种因素分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遥 让人满意和

后的野集体无意识冶日积月累将会造成诸多问题的积

防止人不满意是两回事袁提供保健因素袁只能防止发

重难返遥 因此袁重建中青年医务人员的价值和信仰

牢骚袁消除不满袁却不一定能激励员工曰要想激励员

体系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遥 一是要着重政治理论的

工袁就必须强调成就感尧认同感尧工作本身的价值尧责

常规教育遥 帮助职工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袁提高政

任感以及个人的成长 咱猿暂遥 医院中青年医务人员在人

治鉴别力袁做到野身在医院袁胸怀天下冶袁丰富和完善

生财富积累的初始阶段袁对激励因素更为重视遥工作

精神支柱工程遥 二是要着重价值观念的转变教育遥

成就感尧荣誉感尧领导的信任等会带给他们精神满足

由重利轻义变为义利并重袁先义后利曰由重现实理想

和精神力量袁让他们明确目标袁看到希望袁产生动力遥

转变为理想与现实并重袁以理想统帅现实曰由重经济

渊五冤从团队建设的培训入手袁激发医务人员的

轻政治转变为经济与政治相结合曰由重个体轻集体
转变为个体与集体相结合遥 三是要着重职业道德的

群体意识
野人心齐尧泰山移冶遥任何组织群体都需要一种凝

传承教育遥 市场需要道德的支持袁医院需要医务人

聚力袁医学科学的发展使医学分工日趋细化袁团队协

员职业道德的支撑遥 在继承传统的优良医德的基础

作对于更好地完成医疗任务显得尤为重要 咱源暂遥 但人

上袁考虑到医德的时代性和个体差异袁而不是用一成
不变的道德模式去剪裁活生生的现实遥
渊二冤从制度体系的创新入手袁完善道德重建的
基本规则

情的淡化及对个人技术的有意封锁会影响医学科学
的发展遥因此要通过引入团队建设理念袁开展团队建
设培训以及拓展训练等方式培养中青年医务人员的
群体意识袁 沟通彼此的思想袁 引导产生共同的使命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袁野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

感尧归属感和认同感遥 同时袁通过团队内部所形成的

任意横行袁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遥 冶

一种观念的力量尧氛围的影响去约束规范尧控制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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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遥 进而逐渐强化临床科室之间尧临床科室与医
技科室之间尧医生与护士之间尧中年技术骨干与青年
医务人员之间的团队协作袁将中青年医务人员这个
群体打造成充满凝聚力尧充满活力尧充满战斗力的创
新型尧创造型尧创优型的团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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