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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窑圆苑愿窑

第 源 期 总第 缘员 期
20员圆 年 愿 月

从“和”的哲学反思当代医患文化冲突
张

程

渊安徽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袁安徽
摘

合肥

圆猿园园猿圆 冤

要院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袁如何处理由于传统医学文化与现代医学文化的差异所导

致的医患文化冲突袁是一个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遥 运用传统文化中野和而不同冶与野和实生物冶的哲
学思想袁以接受差异为前提袁以实现融合为目标袁促进现代医学文化的普及与发展袁必将有助于这
一问题的解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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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话也是用味觉与听觉来形象的说明野和冶的涵义袁是

一尧野和冶的哲学

证明野和冶字本意的又一证据咱源暂遥

渊一冤野和冶的起源及其本意

渊二冤传统文化中野和冶的哲学

汉字野和冶源于龢与盉遥 龢原是一种乐器袁根据郭

在汉字野和冶的使用过程中袁人们逐渐把野和冶的

沫若的考证袁野然龢固乐器名也遥 叶尔雅曳云耶大笙谓之

涵义从口味与乐律的调和等具体方面引申到抽象方

巢袁小者谓之龢遥 爷此即龢之本意矣遥 冶 盉原是调酒之

面袁形成了丰富的野和冶的哲学袁如野和实生物冶的自然

器袁 根据王国维的考证袁野余谓盉者盖和水于酒之器袁

哲学思想与野和而不同冶的伦理哲学思想等遥野和实生

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遥 冶咱圆暂从起源上看袁和的本意是指

物冶 的思想是由周代史官史伯提出袁叶国语窑郑语曳中

异字遥 噎噎是许渊慎冤以唱和为和袁以调和为龢遥 然古

和袁故能丰长而物生之遥 若以同裨同袁尽乃弃矣遥 冶咱缘暂

本古今字袁许特强为之别耳遥 冶 华觉明认为院野和的初

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曰而如果野以同裨同冶袁相同的事

和羹袁尔惟盐梅爷遥 孔颖达疏院耶盐袁咸曰梅袁醋遥 羹须咸

同冶的思想最初是由晏子提出袁后来又由孔子加以发

咱员暂

乐律和口味的相应与调和遥 郭沫若认为院野叶说文曳和龢

叶经传曳中二者实通用无别遥 今则和废而和行袁盖龢和
咱员暂

记载史伯说院野夫和实生物袁同则不继遥以它平它谓之
史伯认为袁只有野以它平它冶袁相异的事物相互作用袁

文作咊袁意为口味的调和与和美袁叶书窑说命下曳院耶若作

物积累到一定的限度袁那么事物就会消亡遥 野和而不

醋以和之遥 爷以调料来调和食物袁达到口味之和袁而

展遥 叶左传窑昭公二十年曳 记述晏子对梁丘据的评价

来历遥 冶 李晨阳认为袁口味和乐律是野和冶字最初的两

晏子解释道院野君所谓可袁据亦曰可袁君所谓否袁据亦

这样的食物亦以耶和爷命名之遥 这就是野和冶的本意和
咱猿暂

是院野据亦同也袁焉得为和钥冶关于野同冶与野和冶的区别袁

种起源遥 叶国语窑郑语曳中有野和五味以调口袁和六律以

曰否冶袁这是野同冶曰野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袁臣献其否以

聪耳冶袁这是证明口味与乐律的调和是野和冶字本意的

成其可遥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袁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冶袁这

证据之一遥 叶左传窑昭公二十年曳中有野和如羹焉袁水火

是野和冶遥

酾醢盐梅以烹鱼肉袁燀之以薪袁宰夫和之袁齊之以味袁

有可的道理袁否有否的道理袁只有在全面了解事物的

濟其不及袁以洩其過遥 君子食之袁以平其心遥 冶野聲亦如

基础上袁才能谈到和袁只了解事物的某一方面袁只能

歌袁以相成也遥 清濁大小短長疾徐袁哀樂剛柔袁遲速高

小人同而不和遥 冶孔子也认为袁野和冶以野异冶为前提袁

味袁一氣袁二體袁三類袁四物袁五聲袁六律袁七音袁八風袁九

下袁出入周疏袁以相濟也遥 君子聽之袁以平其心遥 冶这两

咱远暂

晏子的意思是袁可与否是事物的两端袁可

达到同遥 叶论语窑子路曳记载孔子说院野君子和而不同袁
野和冶的要求是同中求异袁异中求同袁君子应当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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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医学文化的主流袁 但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

传统文化中野和冶的哲学在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

医学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仍然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中还有许多体现遥 儒家思想中除了孔子的野和而不

里继续存在遥 源于西方的现代医学科学与医疗技术

同冶思想外袁还有孟子的野天时不如地利袁地利不如人

传入中国后袁 与中国的传统医学之间并没有继承关

和冶思想等遥 道家思想中有老子提出野万物负阴而抱

系袁也没有做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改变遥在这种

阳袁冲气以为和冶袁以及郭象叶庄子注曳中提出的野夫顺

情况下袁 作为医生这个专业群体虽然可以由其所受

天所以应人也袁故天和至而人和尽也冶 咱苑暂的思想等遥

的专业教育而接受现代医学文化袁 而作为患者这个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袁不同学说对野和冶的哲学存在不

社会群体则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中还残留的传统

同的阐释和理解遥 做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袁

医学文化的影响遥在医疗过程中袁这两种文化的冲突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袁把野和冶的哲学发展到了极致遥

就会以或隐或显的形式表现出来袁 当它以显性的形

它吸收了先秦野和冶的思想的精华袁在史伯尧晏子等人

式表现时袁就是现实中的医患文化冲突遥

别同异思想的基础上袁提出了野和而不同冶的理念袁并

渊二冤医患文化冲突的表现

用之于处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袁对中国社会产生

医患文化冲突在医疗过程的不同阶段分别表现

了深远的影响遥 相比较于儒家重视人伦袁道家更重

为医患之间的认知冲突尧选择冲突和归因冲突遥冲突

视自然袁提出野顺天以应人冶的思想袁并用之于处理人

有一个由隐性到显性的发展过程遥 在治疗过程开始

与自然的关系袁对传统科学尤其是传统医学产生了

前袁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袁医生和患者之间已经存在

深远的影响遥

对于药物作用尧医学风险尧医疗费用乃至医患权益等
方面认识上的差异袁这种差异会导致医患认知冲突遥

二尧医患文化冲突

李云提出院野医患认知冲突是指医生与患者在诊疗过

渊一冤医患冲突的文化根源

程中对同一事实和现象的认知之间的差异尧 矛盾与

导致医患冲突的 社会根源具有复杂性和多样

对立遥冶咱员园暂认知冲突往往以隐性的形式存在故不易被

性袁经济因素固然是最根本的社会根源袁但是文化因

察觉袁 但是如果此时因为忽略而没有采取措施加以

素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遥 诸如完善医疗管理体制和

化解袁那么就会为此后的冲突埋下隐患遥在治疗过程

医疗保险体制等经济手段对于缓解因经济因素导致

开始后袁 认知冲突的存在会导致医患双方在治疗方

的医患冲突是有效的袁但是却无法消除因文化因素

案的选择和实施过程中产生选择冲突遥 选择冲突既

导致的医患冲突遥 只有针对不同的社会根源采取不

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遥 显性的选择冲突表

同的应对策略袁才能从根源上消除医患冲突遥 鉴于

现为患者拒绝接受医生提供的治疗方案袁 此时治疗

从经济因素的角度来分析和解决医患冲突已有许多

过程终止袁患者治病的目的没有达到遥隐性的选择冲

研究袁这里所讨论的主要是由文化因素尤其是医学

突表现为患者虽然心理上不认同但还是被迫接受了

文化和医学观念的差异所导致的医患冲突遥 在已有

医生提供的治疗方案遥在这种情况下袁虽然治疗过程

的关于医患关系的文化因素研究中袁庄一强 咱愿暂认为

得以继续袁但是由于患者没有认同医生的治疗方案袁

医患关系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袁具有许多人文因素袁

使得医患之间埋下了产生新的冲突的隐患遥 在治疗

咱怨暂

应当从文化根源的角度去探讨遥 施晓亚 也认为只

过程结束后袁当没有出现患者满意的治疗结果时袁医

要是由人群组成的社会就会存在文化冲突袁医患之

患之间就会产生归因冲突遥归因冲突往往是显性的遥

间的文化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袁应从社会文化的层

由于前两个阶段所积累冲突的集中爆发袁 再加上其

面来认识和分析遥 笔者认为袁讨论当代中国医患冲

他因素的影响袁 此时的医患冲突往往达到十分激烈

突的文化根源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社会的

的程度袁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遥比如受

现代化进程遥 设想在一个已经普及了现代医学文化

传统医学文化中调养重于治疗思想的影响袁 有些患

的现代社会中袁或者在一个没有现代医学文化传入

者怀着野能不吃药尽量不吃药冶的观念就医遥 而在现

的高度封闭的传统社会中袁因医学文化差异导致医

代医学文化中药物是正常的治疗手段袁医生本着野该

患冲突的可能性就很小遥 而在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过

吃药就吃药冶的观念行医遥 在治疗过程开始前袁医学

渡的社会中袁已经接受了现代医学文化的专业群体

文化的差异已经导致医患之间存在认知冲突遥 在医

与仍受传统医学文化影响的社会群体之间袁因医学

疗过程开始后袁当患者针对医生开出的处方提出野能

文化差异导致医患冲突的可能性就很大遥 虽然中国

否不吃药或少吃药冶之类的问题时袁医生往往简单地

现在正逐渐进入现代社会袁现代医学文化正逐渐成

回答野不吃药来看病干什么冶遥 从现代医学文化的角

窑圆愿园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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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看袁医生的治疗方案可能是正确和可行的袁但是从

者人体之和的初步目的遥其次医生应该异中求同袁针

传统医学文化的角度看袁医生的治疗方案却并不是

对患者就医观念中与现代医学文化不相符合的部

最佳的遥 虽然患者最终可能勉强接受医生提供的治

分袁发挥自身影响袁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就医观念袁

疗方案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这种方案的认同袁在

达到实现医患之间观念之和的目的遥 一个优秀的医

患者看来袁 这只是没有最佳方案的一种无奈选择遥

生袁不仅要具有专业的医学知识袁帮助患者解决人体

此时认知冲突会导致医患之间产生选择冲突遥 在医

之和的问题袁而且要具有丰富的人文素养袁帮助患者

疗过程结束后袁当吃药没有达到患者的预期效果或

解决观念之和的问题遥 余敏咱员员暂认为即使象美国这样

者因为吃药而产生患者没有预料到的副作用时袁医

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袁 根据文化背景来感知对于医学

生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应尽的义务袁出现的情况是

实践也具有重要意义遥另一方面袁患者也应该主动与

在自身能力范围之外的袁而患者却由于医学文化的

医生求和遥 在现实中医患冲突是否发生往往取决于

差异而不接受医生的解释遥 此时医患之间由认知冲

医疗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与患者对于医疗行为的期望

突和选择冲突发展而来的归因冲突袁就会以医患纠

之间的差距袁 而医患之间在医学文化上的差异不利

纷或医疗诉讼等外在形式表现出来遥

于缩小这种差距遥 如果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患者能

三尧从野和冶的哲学反思当代医患文化冲突
虽然文化差异是产生医患文化冲突的重要原因
之一袁但是文化差异并不必然导致文化冲突袁文化的

够积极地学习尧接受现代医学文化袁改变自身就医观
念中不正确的部分袁以此来提高自身期望的合理性袁
无疑将会有助于缩小期望与结果之间的差距袁 减少
医患冲突爆发的可能性遥

差异和多样性同时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遥 如果

渊二冤运用野和实生物冶的思想发展现代医学文化

我们在面对传统医学文化与现代医学文化的差异

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袁 传统医学因其所具有

时袁不仅看到其中有引发医患文化冲突的不利一面袁

的认识价值尧实践价值和文化价值袁并不会随着现代

而且看到其中有促进医学文化发展的有利一面袁那

医学的传入而完全消失遥 袁长海 咱员圆暂认为传统医学是

么我们在处理医患文化冲突时袁就不会是简单地以

一个连贯而持久的思想体系袁 它提供了现代医学所

消除文化差异做为唯一的手段袁任由传统医学文化

不能完全提供的一些社会功能遥 仅仅进行现代的健

逐渐消亡袁而会是理性地思考在保留一定差异的同

康教育袁并不能立即改变诸多社会不利因素遥因而在

时通过不同医学文化的融合来达到同样的目的遥 传

一些社会状况未能根本改变以前袁 传统医学将不可

统文化中野和冶的哲学袁以接受差异而不是消除差异

避免地继续存在遥因此袁仅仅普及现代医学文化并不

为前提袁以实现融合而不是实现取代为目标袁运用这

能完全消除医患文化冲突袁 只有在融合传统医学文

些哲学思想袁有助于从现代医学文化的普及与发展

化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医学文化袁 实现社会整体进步

两个方面袁缓解由文化差异而引发的医患文化冲突遥

基础上的理念之和袁才能消除医患冲突的文化根源遥

在普及方面袁运用野和而不同冶的思想袁医患双方应同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袁可以运用野和实生物冶的思想袁采

中求异尧异中求同袁通过追求观念之和来促进人体之

用野以它平它冶而不是野以同裨同冶的做法袁促进现代

和的实现遥 在发展方面袁运用野和实生物冶的思想袁

医学文化与传统医学文化的融合遥 在处理传统医学

野以它平它冶而不是野以同裨同冶袁用现代医学的分析

文化与现代医学文化的关系问题时袁 绝对盲从于现

方法和视角来总结和审视传统医学的成果与思想袁

代医学文化而否定传统医学文化袁 把前者原封不动

通过融合传统医学中优秀的成果与思想袁促进现代

地灌输到社会中而任由后者完全消失曰 或者继续迷

医学文化的发展遥

恋传统医学文化而排斥现代医学文化袁 仍然寄希望

渊一冤运用野和而不同冶的思想普及现代医学文化

于完全依靠前者去解决后者暂时还不能解决的医学

如前所述袁由于文化差异的原因袁医患文化冲突

问题袁这些做法都属于野以同裨同冶遥而用现代医学的

在中国完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将会长期存在遥 在这

语言和标准去表述和衡量传统医学袁 保留并发扬传

种情况下袁医患双方都应本着野和而不同冶的思想袁不

统医学中具有现代价值的部分并使之融入到现代医

强迫对方与自己求同袁而是主动与对方求和遥 一方

学文化中袁这样的做法就属于野以它平它冶遥面对现代

面袁医生应该主动与患者求和遥 首先医生应该同中

医学文化和传统医学文化的差异袁 正确的做法不是

求异袁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病的角度看待患者袁主动

完全消除差异袁 而是在保留差异的基础上通过二者

了解患者的就医心理和就医观念袁并根据患者的心

的融合来实现现代医学文化的发展遥 现代医学文化

理说服患者接受自己的治疗方案袁争取达到恢复患

的发展袁将会给医生提供更多的治疗手段袁给患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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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大的期望可能袁通过改变医患双方所处的文化
和社会环境袁在更高的层次上缓解医患文化冲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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