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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关系就医”取向下的医患互动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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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文章以野关系就医冶为切入点袁在简述中国医患关系现状的基础上袁从社会健康平等失范

摘

与政府补偿机制缺失尧医患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不均衡性和医患关系的单次随机博弈三个方面
分析了当前医患互信失范的原因曰并从人情消费的角度对野关系就医冶进行审视与反思袁提出通过
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袁解决医疗资源供给短板尧加强医患双向沟通袁强化监督反馈机制和优化执
业环境袁搭建良好的舆论平台等渠道建立良性医患互动袁促进医患和谐与信任的策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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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总费用不足和结构失衡袁 政府对卫生事业的资

一尧中国医患关系的现状

金投入相对不足袁医疗保障体系不够完善袁群众个人

医患关系曾是全社会和谐关系的代表袁然而近

负担较重袁患病未就医尧未住院率较高等遥

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袁我国医患矛盾有恶化的趋势遥

自改革开放以来袁 大型公立医院的作用得到了

据卫生部统计资料显示袁圆园园远 年全国医疗暴力事件

充分发挥袁但长期以来存在的矛盾也日益凸现院一是

共发生 员园 圆源愿 件袁到 圆园员园 年增加至 员苑 圆源猿 件 遥医

人民群众对优质医疗需求的高涨和有限的服务能力

患之间的信任似乎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袁甚至有报道

之间的矛盾曰二是由于医疗技术日新月异带来的医疗

称部分患者在医疗机构就诊时随时记录甚至携带小

费用的刚性增长和有限的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曰三是

型录音尧录像机以求保留证据 袁而野托人看病冶这一

医院市场化的支出和公益性的收入之间的矛盾曰四是

现象更是日益盛行袁到医院看病托熟人打招呼已是

由于医院承担大量的公益责任和不能得到相应补偿

司空见惯遥

之间的矛盾曰五是医务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和低收入

咱员暂

咱圆暂

野托人看病冶 一方面产生于当前的看病难问题袁

但另一方面袁 有违社会公平原则的托人看病行为又

使许多患者看病更加困难袁形成了恶性循环遥 因而袁

的矛盾曰六是医疗对政策尧法律尧舆论等环境的高度要
求和不尽如人意的职业环境间的矛盾咱猿暂遥

从社会范围看袁 健康的不平等比财富的不平等

本文试图立足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医患关系的基本特

更易引发社会矛盾激化遥 由于一些医疗恶性事件的

点袁对野关系就医冶现象的产生以及当前医患关系的

发生袁少数媒体不恰当地推波助澜袁部分野职业医闹冶

互动错位进行分析袁 并尝试提出重新构建良性的医

的投机行为等袁医患矛盾被无限放大袁社会矛盾被转

患互动关系遥

嫁到医院袁放大到具体的医生与患者之间遥医务人员

二尧基于医患互信机制缺位的医患信托关系
渊一冤医患互信的失范及原因分析
员援 社会健康平等失范与政府补偿机制缺失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袁我国的医疗卫生改革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遥 但我国目前的总体医疗卫生水平
在世界范围内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袁突出表现在

在有限的服务能力之下承担着过多的社会期待袁而
患者因为社会健康公平的缺失与低水平的医疗保
障袁而将责任归咎于具体的医院与医生袁形成了医患
互信失范的主要原因遥
圆援 医患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不均衡性

与其他人际关系不同袁 医患关系的双方所掌握
的信息既不对称袁也不均衡袁且无法逆转遥作为医生袁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苑原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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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缘 期 总第 缘圆 期
20员圆 年 员园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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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窑猿缘怨窑

掌握了本学科大量专业性的知识袁并有着专业的训

有 时会找熟人袁员愿援圆园豫的人每次都找袁员源援愿源豫的人

练与职业从业经历袁构成了患者无法企及的野职业权

想找但找不到袁从来不找熟人者仅占 员猿援远缘豫遥 在调

力冶 遥 而患者的就医行为本身就是向医生的知识结
咱源暂

构倾斜或者说是获取医生专业知识支持的一种行为
方式袁从互动的特点来看医生在诊断的过程中占据

查的原因中袁占到前三位的分别是野省去挂号烦恼冶尧
野图个心理安慰冶与野医患信任缺失冶遥

有学者通过对某医院 员猿圆 名住院患者调查后发

了绝对权威的地位咱缘暂遥

现袁托人看病者主要集中在公务员与企事业单位领导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袁医生的知识更

等人群袁且托人看病者的综合满意度要高于普通就医

新速度相比过去有了很大飞跃袁与患者的知识结构

患者咱愿暂遥 并且分析认为袁产生该行为的原因主要有四

的差距也愈加明显遥 很多患者对这一领域几近无知

个方面院一是对自己占有了超过平均社会资本的一种

状态袁只能依赖就诊时的直观感性的个体体验对医

社会认同曰二是医患互信的缺失曰三是减少就医的时

生的可信程度做出粗浅的判断遥 这一差距导致医疗

间成本曰四是希望得到最优质的医疗服务遥

服务需求近乎完全依赖于供给袁因而医生具有了其

在医患互动中的人情消费袁 一方面是基于医患

他行业所不具有的市场力量 咱远暂遥

互信的缺失袁 而这种行为又使许多患者看病更加困

从某种程度说袁医生为患者提供了消费项目和

难袁形成了恶性循环遥通过对该现象的调查和对人情

消费方案袁大部分患者往往只有被动选择的权利袁从

消费环节中各利益相关人群的思考袁不难看出袁这种

而使医生具有了谋取利益的空间袁这从根本上造成

消费方式既是几千年中国熟人社会准则的延续和体

了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遥

现袁同时也是转型期社会分层对健康公平的挑战遥

猿援 医患关系的单次随机博弈

当这种熟人社会的准则放置于医疗服务的特殊

目前袁在以医疗技术水平为主要参考标准的情

环境中袁由于生命健康权的特殊性袁患者作为野消费

况下袁广大患者首选的就诊机构和问诊医生的范围

者冶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袁野求医冶心态催生了人情消

不断扩大尧流动性也逐渐增强袁人们就医时的自由选

费的外界土壤曰 而患者通过对社会差序格局的感知

择和问诊的随机性不断加大袁加之医疗费用的不断

与适应袁 会通过向医务人员提供有形或无形的人情

增长袁也使得很多疾病的治疗过程出现间断性遥

费用袁来交换相应的医疗服务袁获取对社会的认同与

从博弈论角度分析袁由于社会的转型与城市化

印证曰再者袁医生通过接受人情消费袁提供相应的人

水平的提速袁医生与患者双向选择的范围相比过去

情服务袁 这就为构建自身社会资源网络支持奠定了

有了质的飞跃袁跨省跨市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袁即使

基础袁因此在当前医疗卫生水平较低尧医疗保障程度

在同一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袁患者也可以去多家

不均等的情况下袁人情消费有其发展的土壤遥

医院就诊袁传统的相对固定的医患关系逐渐消失袁取
而代之的是医患间的单次随机博弈袁由此袁医患之间

圆援 差距格局的道德审视

在我国袁 传统社会结构是典型的熟人关系为主

很难建立稳定的联系袁这就使彼此之间不易产生信

的社会袁一些学者将其概括为野熟人社会冶遥费孝通先

任关系 遥

生在叶差序格局曳中指出院野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

单次博弈仅仅涉 及博弈双方的一次性策略选

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袁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

择袁在这种情况下袁博弈双方需要考虑的仅仅是一次

清楚的柴袁 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

交易成本而无需考虑后续交易成本袁因而在策略选

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遥 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

择上是非常野自利冶的遥 因此袁随着医患流动性的加

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遥 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

剧袁医生与患者日后不再打交道的可能性被无限放

生联系遥 冶 我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决定了我国传

咱苑暂

大袁在单次博弈的就诊过程中袁不少患者担心医生乱
开药多收费袁也有部分医生提防野职业医闹冶尧担心
野恶意取证冶从而小心翼翼袁这也成为医患互信失范
的另一重要原因遥

统人伦 野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
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遥 冶咱愿暂

在就医过程中袁希望通过野熟人冶就医反映了在

差序格局中的医患关系袁 人们利用彼此间的道德资

渊二冤医患互动中人情消费的文化思考

源来进行人情消费袁 并借助该消费形式重建或扩大

员援 医患人情消费的文化土壤

道德资源遥在医患人情消费的过程中袁熟人资源建构

在医患互信有所失范的今天袁人情消费纵横交
错在日常的就医行为中袁引人深思遥 在叶生命时报曳
联合搜狐网健康频道的调查显示院缘猿援猿园豫的人看病

的道德网络具有双重属性 咱怨暂院一方面是道德约束下
的缓冲性袁另一方面是道德局限性遥在差序格局的人
情就医过程中袁 医患双方在人情道德的范围内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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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规则袁在局部环境下开展有序尧优质的医疗服

执业环境是医患信任生存的拟态空间袁 媒体承

务袁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袁这种道德体系仅属于野私德冶

载着构建拟态空间尧搭建社会舆论平台的重要功能遥

的范畴袁并不适用于公共范畴袁一旦进入到公共环节

广大医务人员是新医改的生力军袁 也是重建医

就会出现混乱尧无序的现象袁引发新的医疗不公平袁

患互信的具体承担者遥 特别是在对医疗纠纷的报道

从而造成医患互信的失范再循环遥

中袁 部分媒体因为个别医疗事故而质疑整个医疗体

三尧良性医患互动的重构
医患互信是良性医患互动的前提袁重新引导尧建
立良性的医患互动需要采取社会尧文化尧经济多项措

系袁或妖魔化整个群体袁甚至为了制造眼球效应而有
意无意地歪曲客观事实袁 加剧了医患间的隔阂和对
立袁 从而出现了医务人员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是天
使尧在平时诊疗活动中是魔鬼的二元对立怪圈遥

施袁通过构建公平的就医机制袁丰富医疗服务资源袁

医患信任的建立来源于主观经验与客观经验袁

提升医疗的服务水平袁加强内外环境的互动与沟通袁

在社会流动性日益加剧的今天袁 大量的患者对医务

促进医患和谐与医患信任遥

人员与医疗行业的了解来自于媒体搭建的舆论平

渊一冤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袁解决医疗资源供
给不足的短板
医患互信的失范是引起医患矛盾的重要原因袁而

台遥客观地说袁近年来媒体在报道医患关系方面有较
大的改进袁 对良性医患关系的建立同样起到了 野正
性冶作用遥好的拟态环境与客观的社会舆论会使医务

究其原因袁 医患互信的失范折射了中国医疗卫生制

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

度的基本矛盾袁其核心是医疗资源供给短缺袁重要制

性袁也有利于患者正确地认识医疗行业与医务人员袁

约是政府投入相对不足遥在有限的社会保障水平下袁

从而利于良性医患互动的重新构建遥

不少患者为求医问诊不得不倾其所有袁必然对治疗
风险难以承受曰加之全民健康知识匮乏袁医患沟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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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袁也对医患沟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在医患交往中袁由于患者对负责诊治的医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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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援 医患信任危机对医疗执业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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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科研团队获得科技部“怨苑猿”
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最近袁科技部公示信息袁由我校代谢疾病研究中心主任赵子建教授作为首席科学家领衔
的研究团队袁已经成功获得科技部 圆园员猿 年野怨苑猿冶重大科学计划在生殖与发育领域的立项支
持袁立项的主题是野脂代谢紊乱与精子发生障碍的分子关联研究冶遥

国家科技部野怨苑猿冶项目的宗旨是加强原始性创新袁在更深的层面和更广泛的领域解决国
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袁以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袁为
国家未来发展提供科学支撑遥 怨苑猿 计划项目按照专家评议尧择优支持的工作方法和野择需尧择

重尧择优冶袁野公开尧公平尧公正冶的原则遴选袁强调国家需求与重大科学问题的结合袁鼓励优秀
科学家和研究集体面向我国未来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袁围绕人口与健康尧能源尧
信息等国民经济尧 社会发展及科技自身发展的国家需求和有重大影响的重点学科领域开展
多学科综合研究和学科交叉研究袁 提供解决重大关键问题的理论依据和形成未来重大新技
术的科学基础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