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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袁医院尧医生对患者和社会承

担的责任越来越重大遥 如何适应社会发展袁摆正医患角色关系袁培育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是摆在我
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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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是一门科学袁也是一门野人学冶遥 作为医务
工作者袁需要大力倡导医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袁着
力提升职业道德建设水平袁切实承担起救死扶伤尧服
务患者的责任与义务遥

业实践转化袁 倡导医务人员以崇高的道德追求推动
临床治疗尧指导医学行为尧提升服务水平遥

二尧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偏移分析
健康所系袁性命相托袁医务人员承担着治病救人袁

一尧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内涵

维护群众健康的神圣使命袁但不可否认在当今阶段医

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是指医者对医学的价值判断

务人员职业精神和道德建设面临着诸多问题与困

和态度认识袁以及在医学行为和医疗服务中体现出

惑遥 尤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医疗卫生体制

的精神境界和理想追求袁主要由品德修养尧行为修

改革的不断深入袁医院尧医生对患者和社会承担的责

养尧技术修养三部分组成遥 品德修养主要体现为爱尧

任越来越大袁许多医务人员不能适应形势变化袁未能

敬尧谦尧诚四个方面袁即医师对患者要爱尧对家属要

摆正医患角色关系袁导致职业道德出现偏移和失位遥

敬尧对同事要谦尧对工作要诚曰行为修养主要表现在

渊一冤经济利益的诱惑驱使

言尧行尧风尧貌四个方面袁即医师要做到言必行尧行必

现实生活中袁 个体的活动目的和行为选择多数

果尧风要正尧貌恭亲曰技术修养主要表现在读书尧技

都处在趋利避害的权衡计算之下遥一方面袁作为独立

能尧交流三个方面袁即医师要多读书掌握最新信息袁

核算的医疗卫生机构和有衣食之需的医务工作者袁

要多训练掌握临床技能袁要多交流推动医学进步 遥

其谋利行为和凸显必要的物质福利是正当需求袁这

生命健康权是人性最集中的体现袁是民生最根

也是社会得以发展进步的重要原因遥另一方面袁医疗

本的保障遥 医务人员应当尊重医学客观事实和必然

行为又是民生行为袁关系群众切身利益袁涉及社会和

规律袁不断丰富和提高职业手段与治疗方法袁关爱和

谐稳定袁应体现尊重患者意识尧人道博爱传统和无私

尊重患者袁用心解除患者病痛遥 圆园园缘 年袁中国医师协

奉献精神曰 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要力争成为济世苍生

会道德建设委员会向全国执业医师发出了叶医师宣

的精诚大医遥而现实中袁少数医务人员在医疗行为中

言曳倡议书袁推行新世纪的医师职业精神袁将三个野基

充斥着利益计算和得失计较袁 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

本原则冶和十条野职业责任冶作为应当遵循的行为准

最大化不顾医学职责及患者承受力袁开大处方尧过度

则遥 倡议书强调将患者利益摆在首位袁医师应该秉

检查尧收受红包等袁甚至放弃治病救人的社会职责袁

承公平尧认真的原则为患者服务袁尊重患者的自主

致使职业精神丧失尧职业形象受损尧医德医风滑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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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袁 试图唤醒从医人员自觉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意

渊二冤体制机制的方向偏离

识袁维护医学对社会的承诺袁逐步推进职业精神向职

公共医疗卫生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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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水平袁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质曰应由政府组织向全体

员积极性袁合理支付其劳动服务报酬的问题遥社会与

公民免费提供或按成本收费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遥 我

政府可以要求医务人员多做贡献袁 但脱离实际的话

国的公共医疗卫生在体制机制的运行上出现了方向

听起来很美袁却解决不了他们心态失衡和医患冲突袁

偏离袁影响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社会形象袁加速

也改变不了当前医院病态发展的现状遥

恶化了医患关系遥
员援政府公共卫生职责缺位

政府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袁 医院管理体制混乱遥
如果说公立医院是政府举办的事业单位袁但在经费

渊三冤工具理性的大行其道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
马克斯窑韦伯在考察人的行为时提出来的袁是指人为
实现某种目标而运用手段的价值取向观念遥 关心手

上却要自负盈亏曰若是企业单位袁又缺乏人事权尧定

段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是其显著特征遥因此袁工具理性

价权袁缺乏独立法人应有的责任和义务遥 医院最终

也称为技术理性袁突出追求最佳方案尧最佳手段和最

在追求盈利与体现公益之间徘徊袁结果变成口号是

佳效率袁而把人的感受和价值置之一旁 咱圆暂遥 纵观目前

公益的袁实际是追求盈利的遥 此外袁卫生资源配置公

许多医院袁医生过度依靠治疗设备袁大量缩减问诊时

平性差袁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大型医院袁农村和社区

间袁甚至出现以仪器代替人工袁以检查取代诊疗的不

基层卫生资源相对短缺袁服务能力不足遥 经济困难

良趋势遥 患者在医院感受到的是冷冰冰的仪器设备

人群去城里大医院看病袁既增加了食宿和交通费用袁

和一张张的化验单据袁感受不到医生的存在与交流遥

又加重了心理负担遥 如果医务人员不能很好地提供

医务人员在治疗过程中缺少热情与真诚袁 忽视患者

医疗服务或没能积极地救治患者袁会给患者及其家

的心理感受和复杂情感袁 是导致医患矛盾和纠纷激

属带来强烈的心理落差袁甚至会产生尧传播尧扩大悲

增的内在原因遥

观绝望情绪袁使患者陷入野求医生要怕 医生要恨医
生冶的怪圈遥
圆援卫生总费用支出结构失衡

卫生总费用是一个国家用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总
支出尧总规模袁是国家尧单位以及个人支出的总和遥

综上可以看出造成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失落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袁 但其结果只有一个要要
要若没有医
生良好的职业道德袁便不会有和谐的医患关系遥从这
个意义上说袁 我们要致力于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培
育与重建遥

作为发展中国家袁我国的卫生总费用不低袁但结构失

三尧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培育途径

衡袁个人承担部分较大遥 在卫生总费用中袁药品支出
所占比例过大袁仪器检查和诊疗费用也相当可观袁还

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培育是一个系统尧 渐进而长

要支付医院基础设施建设尧设备购买费用和医生劳

期的过程袁需要全局谋划尧前后衔接尧点滴积累尧逐步

务津贴等遥 卫生总费用支出消耗在从药厂尧建材到

推进遥

医生尧患者冗长利益链条中的不同环节袁直接用于患

渊一冤加强制度建设袁加快体制改革

者的比例很低遥 此外袁医疗资源的浪费也十分惊人遥

医德滑坡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医疗卫生体制遥

有数据表明袁目前我国 悦栽 利用率仅为 猿愿豫袁核磁共

由于政府投入减少尧医院自身投入加大袁医院经营面

振利用率为 源猿豫袁仅此一项袁就相当于浪费了五六

临很大压力而不得不将心思放在患者的钱包上曰现

十亿元遥 卫生总费用支出结构失衡造成了大量医疗

行以药养医制度以及医患信息不对等尧 救治方案不

投入无法起到预期效果袁影响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

透明又给予了医院及其工作人员很大的操作空间袁

员的服务效率袁成为城乡居民感觉野看病难尧看病贵冶

为其虚抬医疗服务价格袁挣取灰色收入提供了温床遥

的一个重要原因遥

因此袁 要通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立法形式保障公

猿援医务人员收入与付出比例失调

立医院公益性质袁实现医药收支两条线袁着力改进医

医务人员工作难度高尧风险大尧专业性强尧加班

疗行为中不合理环节袁 加大违法违纪医务人员处罚

时间长曰但收入与所付出的劳动不匹配袁缺乏有效的

力度和犯罪成本遥 惟有中国医改最终具备足够的正

激励约束机制袁职业认同感低遥 医务人员感觉自身

当性与合理性袁秉持野良币驱逐劣币冶原则袁才能祛除

职业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尊重袁工作自豪感和事业

医疗体制的重重积弊袁 从而在制度上保障医务人员

心无力支撑袁造成医生态度生硬尧心态失衡袁或想方

职业道德的纯洁性遥

设法获得额外收入袁或对患者采取野防御性冶治疗方

渊二冤自觉加强学习袁增进人文素养

案袁降低责任风险袁从而加大了医患之间的隔阂遥 医

内因永远起主要作用遥 医务人员要认真学习医

疗卫生体制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调动医务人

患沟通学和一般心理学袁学会换位思考袁增强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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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家属的同情与共鸣袁改进服务态度遥 其次要加

用于卫生人员的工资及福利曰 健全医疗服务体制机

强传统文化袁特别是中医文化的学习袁全面深刻了解

制袁 既要维护患者的利益袁 又应保护医务人员的权

医德形成的哲学内涵与文化要求袁能够自觉地从德

利袁可尝试实行强制性医疗事故保险袁减轻医院及医

性和生命的高度把握医德修养遥 叶周易曳讲求野生生

务人员的工作压力遥

不息冶的天地大德袁尊重生命尧敬畏生命是传统文化

渊五冤医务人员要锤炼临床技能袁提升服务水平

对生命的本体思考 咱猿暂曰儒家追求修齐治平袁注重内外

任何职业都是相应技 能和职业道德的有机统

兼修袁野德术并进冶代表了中医文化中为人行医之道遥

一遥医学的本职是服务患者的临床实践袁医务人员职

叶黄帝内经曳 指出院野天覆地载袁 万物备悉袁 莫贵于

业道德的发扬最终要通过医学技术和临床技能得以

人遥 冶 唐代名医孙思邈强调院野人命至重袁有贵千金袁

体现遥因此袁要强化医务人员的技能训练和终身学习

一方济之袁德逾于此噎噎医人不得恃己所长袁专心经

意识袁鼓励他们在技术上精益求精袁不断积累工作经

略财物曰但作就苦之心袁又不得以彼富贵袁处以珍贵

验遥积极参加实践锻炼袁参加义诊尧医疗服务尧救灾抗

之药袁令彼难求袁自炫功能遥 冶咱缘暂应该引导医务人员自

灾等公益活动袁在实践中长才干尧强医术尧增阅历袁在

觉学习并认真领会我国古代医德中以人为本尧尊重

服务人民中增强职业认同感和敬业爱岗思想袁 切实

患者尧以义节利的思想基础和人文特征袁在行医过程

提升职业道德建设水平遥

咱源暂

中不断强化医学使命和神圣责任遥

总之袁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涉及面广尧专业性

渊三冤加强医院内部管理袁规范医疗行为

强尧意义重大尧使命光荣遥只要政府尧医疗机构和医务

制定医务工作者道德规范尧医务人员廉洁从医

人员通力合作袁共同努力袁医务工作者一定可以承担

制度袁药品比例控制尧抗生素使用和仪器设备检查等

起治病救人尧维护群众健康的神圣使命遥

相关规定袁形成一套与职业道德建设相匹配的制度
体系遥 以制度管人袁按制度办事袁据之有理袁处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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