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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和谐医患关系回归的思考
唐晓东
渊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计财处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摘

要院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医患之间矛盾的产生和化解，
受社会环

从人文精神、
物质
境和人文氛围直接影响。关注和思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要立足宏观，
着眼基础，
基础、
服务条件和执业要求进行较为全面的审视，
为和谐医患关系的回归铺展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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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构建和谐医患
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时代性课题遥 圆园园猿 年南京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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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主义大行其道咱圆暂遥 改革开放后袁经济建设有成就袁人

民生活有改善袁但社会诚信与是非观念迷失也成为比

科大学在华东五省一市 圆猿 家医院进行医患关系与

环境污染更严重的社会病态遥 表现在医患关系问题

医德现状大型实证研究袁得出了医患之间信任度下

上袁医务人员直接侵害群众利益的是少数袁但群众观

降的结论 咱员暂遥 十年后再看医患关系与医德现状袁医患

点相对淡薄的不在少数袁特别是医生收受红包现象饱

纠纷高发袁激烈程度上升袁网络水军推波助澜袁不得

受社会诟病遥虽说医生收受红包不能完全归咎于医生

不引起对医患关系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遥 圆园员源 年全

的道德水准袁一定程度上由于现有医疗服务价格与医

国人大十二届二次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后作了六

疗服务价值倒挂袁导致畸形补偿方式出现遥 但对医生

处修改袁增加了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冶要求袁反映了群

来说袁 仍然应当从职业道德规范来正确对待红包问

众和社会对和谐医患关系回归的期盼遥

题遥 医生的合理报酬要取之有道袁 不能因医疗服务价

一尧医患纠纷高发导致医患关系
紧张的成因分析
渊一冤 道德观念缺失与价值导向扭曲形成思想
野雾霾冶
目前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异常复杂的局面袁社
会转型尧 经济转轨和文化冲突的三重叠加导致了现

值低估而降低医德要求遥
渊二冤医改进展缓慢与医疗资源短缺形成现实困境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野三医渊医疗尧医药尧医保冤联
动尧三改并举冶并没有真正落实袁一定程度上改革不
同步袁发力不同向袁医保制度不统一袁管理体制不顺
畅 咱猿暂遥 相对于医保制度改革袁医疗体制改革滞后袁特

别是公立医院自身的改革袁 符合公立医院职能要求

实社会生态的动摇袁直接产生了原有价值观念的失落

的运行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袁 医院

和道德规范的失衡遥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两

的经费保障机制也不健全袁 人员工资和运行经费仍

个现实问题院 一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袁社

然依靠医院自身解决袁医患之间在利益关系上野短兵

会理性处于发育而没有健全的时期袁内在的社会理性

相接冶袁医患关系必然显得敏感而紧张遥 加上医疗资

还没有充分发掘尧阐述尧显示和接受袁相反受到传统思

源配置不够合理袁 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想尧落后观念尧扭曲价值和对立文化的侵蚀和削弱曰二

和大医院袁现有卫生资源 愿愿豫配置到了医疗和医药

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工业化和市场化阶段袁科
学至上尧技术主义尧追名逐利盛行袁导致价值理性失
落袁道德观念失范尧人文学科失宠袁相反工具理性尧实

环节袁其中 远园豫耀苑园豫又配置到了三级医院袁基层卫
生资源匮乏尧高素质人才稀少尧服务能力较差的状况
没有明显改变袁加上合理分诊制度没有建立袁群众患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园猿原员园
作者简介院唐晓东渊员怨缘远原 冤袁女袁江苏泰州人袁总会计师袁高级政工师袁研究方向为医院管理与医院文化遥

第 圆 期 总第 远员 期
20员源 年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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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窑员猿员窑

病仍然涌入大城市和大医院袁增加了群众负担袁浪费

国医师协会对全国两百多万职业医师正式启动两年

了医疗资源遥 医疗资源的短缺表现在基层是缺医少

一次的定期考核工作袁并公示考核结果遥 对医德医风

药袁表现在三级医院是优质资源大多消耗在常见病

不过关者袁 县以上卫生主管部门可责令停业 猿耀远 个

和多发病上袁群众看病难尧看病贵的现实困境没有得
到根本性缓解遥

月袁并记录备案遥 连续两次考核不及格者袁则取消注
册袁收回医师职业证书袁直至终生禁医遥

渊三冤职业规范松弛与医患沟通欠缺形成纠纷隐
患

渊二冤信守医德规范必须正视社会对医德医风的
关注和质疑

医护人员肩负健康所系袁性命相托的重任袁从职

葛兰素史克贿赂门曝光袁 药品和医用耗材回扣

业规范而言袁医护人员首先要具有医学人文精神袁敬

为特征的商业贿赂渗透医院各个层面袁 投其所好到

畏生命袁维护人的尊严袁追求人的生命价值遥 但在现

具体个人袁医药代表将医生分成学术型尧关系型和资

实中袁一部分医护人员囿于生物医学模式袁见病不见

源型三类遥对学术型医生通过提供讲课尧参加高端学

人袁只注重从医技着手施治袁在检查尧诊疗过程中缺

术会议的形式帮助其提高影响力曰 对关系型医生则

少人文关怀袁容易形成情感上的隔膜遥 其次袁要坚守

通过请客送礼搞好关系曰 对资源型医生主要是给他

适度诊疗的原则袁在选择和实施诊疗方案时袁尽可能

多袁他开的药也多遥 进口医用耗材畅销袁唯一利器就

用最小代价取得最佳效果袁以体现最优服务遥 但在现

是高回扣遥 药品和医用耗材回扣现象的原因是药品

实中袁一部分医护人员囿于技术理性袁更多地考虑治

和医用耗材销售市场袁医院市场份额占 愿园豫袁零售

疗效果而不顾成本消耗袁缺少对患者经济承受能力的
感知袁容易形成利益上的分歧遥 再次袁要遵守诊疗规

渠道仅 圆园豫遥 重点城市三级以上医院的销售量决定
整个市场的竞争格局袁因此袁药企为争夺市场袁对医

程袁注重医疗质量袁医护人员的服务质量主要体现在

院和医生的野公关冶成了必修课袁少数医药代表甚至

为患者解除病痛袁挽救生命遥 但在现实中袁相当一部分

不择手段遥 药品和医用耗材回扣现象是医疗市场恶

医护人员处于倦怠状态遥 有调查表明袁高达苑源豫的医

性竞争尧行风不正的反映袁在对医院和医生野公关冶的

生处于倦怠状态袁情感耗竭状态达 圆圆援猿豫 遥再加上患

背后袁导致医务人员形象野打折冶遥

者多袁医生少袁工作量大袁长期处于疲劳状态袁诊疗规

更为严重的是陕西富平医生拐卖婴儿直逼法律

程尧服务态度尧服务质量出现不周或下降袁容易引发

底线袁社会对医生的善良仁爱产生颠覆袁造成的社会

医源性矛盾或纠纷遥 在医患矛盾与纠纷面前袁医护

影响极其恶劣遥此案造成相关家庭蒙受失子之悲袁思

人员如果没有应对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袁没有掌握

子之痛袁整个社会对医生产生信任危机遥医生拐卖婴

与患者沟通的本领袁不能低调叙事袁平等待人袁开展

儿是丧德枉法尧丧心病狂的恶劣行为袁暴露了极个别

良好交流袁极易由纠纷引发冲突甚至施暴遥

医务人员道德低下袁人性丧失遥

咱源暂

二尧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第一要务
是信守医德规范
渊一冤信守医德规范必须改进医德医风袁自觉廉
洁行医

从与医德不符的红包问题袁到行风不正的药品回
扣现象袁 再到医生拐卖婴儿事件袁 医生职业操守在医
德尧行规和法纪三个层面受到社会关注和质疑遥原本受
到社会推崇的医生职业逐渐失去昔日光彩遥 医患关系
紧张袁医患矛盾骤增袁侮辱伤害医生的事件频发袁医生

医德医风尧 廉洁行医与医患关系为焦点的执业

执业环境显著恶化袁倒逼医务人员做出深刻自我反思遥

环境相互联系袁 关键是群众对医护人员的满意与认

渊三冤信守医德规范必须成为医疗职业生存发展

可遥如果医疗工作的出发点和医务人员的心目中没有

的自觉行为

群众袁在医德医风尧廉洁行医上群众信不过袁改善执业

医务道德不是外在力量对医生的要求袁而是医生

环境袁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势必落空遥 如果群众对医院

自身对职业操守的认识和医疗职业延续的需要遥 没有

医技的认可高于对医德医风的认可袁就说明医护人员

或不守医德规范袁即使有高水平的医疗技术也难以在

在为民服务尧廉洁行医上还有差距袁还要努力遥 目前袁

社会长期立足和发展遥遵守医德规范为的是得到社会

医德医风存在问题主要包括院收取商业贿赂尧收受患

认可袁赢得百姓口碑袁利于自身生存发展咱缘暂遥

者钱物尧抗险救灾野临阵脱逃冶等遥 对医生收红包现象
一般给予批评教育袁及时退还红包袁消除影响遥 情节恶
劣者袁如主动索取并不及时退还者袁则追究相应的责
任袁给予必要的行政处分遥 最近袁国家卫计委已委托中

信守医德规范要坚守野卫生有道冶遥 蔡元培先生

员怨猿源 年为江苏医政学院渊南京医科大学前身冤题词
野卫生有道冶袁这个野道冶既是卫生自身发展规律袁也是
卫生职业规范遥 医德规范本质上就是医疗行业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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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之道袁每一个行医者都应自觉遵循遥 自从有了医

提高袁而是公平享有尧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包括方便就

疗职业袁先辈们为了这一专业的发展袁既有对医技的

医尧减轻患者经济负担三方面的综合体现遥 目前袁社

钻研袁也有对医德的提炼遥

会医疗保障制度不统一袁管理不顺畅袁筹资水平与供

信守医德规范要坚守大医精诚遥 西方有希波克

给标准不匹配袁付费结算方法不科学袁医疗卫生的公

拉底誓言袁中国有孙思邈的叶大医精诚曳袁成大医者既

益性没有真正得到体现遥在医保制度相对完善袁医保

要医技精袁更要道义诚遥 王学浩院士坚持以野病人为

水平相对较高的欧美国家袁医患矛盾比例相对较低袁

师冶袁他认为没有患者的理解尧配合和付出就不可能

伤害医护的恶性事件更为鲜见袁 即便出现也能比较

有肝脏移植手术的日臻成熟遥 良好的执业环境不是

理性地通过法律诉讼和保险索赔解决遥

天生或他赠的袁是靠医务人员自身医术和医德凝聚
而成和奋力开拓的遥

第三袁 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要以医疗服务体系
完善尧优质资源合理配置为行业服务基础遥完善医疗

信守医德规范要坚守廉洁行医遥 人与人之间的

服务体系和合理配置资源袁 首先要界定政府与市场

关系最核心的是利益关系袁医患之间也是这样遥 红

的责任遥 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决定了政府要发挥主

包尧回扣尧贩婴从本质上讲袁直接侵害的是患者的利

导作用袁 在财政投入和政策导向上履行政府在公共

益袁因而引起人们的痛恨遥坚持廉洁行医袁拒收红包袁

卫生领域的社会职能遥 属于社会责任的则要发挥市

不拿回扣袁关爱患者袁何愁春风唤不回钥

场作用袁 引入社会资本与资源办医和提供多样化就

三尧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一项系统社会工程

医服务遥 要防止盲目追求医疗服务创收和医疗机构
大型化尧高端化袁资源配置要适当向基层倾斜袁促进

和谐医患关系本身是一项系统工程袁其形成尧巩

医疗服务的公平和均衡遥同时袁健全城乡基层医疗服

固与发展更是一个漫长过程遥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要

务网络袁完善分级诊疗制度袁改善社区服务能力袁真

从基础性工作着眼和着手遥 首先袁和谐医患关系的建

正为普通群众提供质优价廉尧安全便利的医疗服务遥

立要以医学人文提升为精神基础遥 人所拥有的生命尧

第四袁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要以信守医德尧廉洁

财产和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应当受到应有的保护袁其中

行医为医务人员执业基础遥 医生职业是以非凡的仁

最重要的是生命权袁没有生命袁其余是零遥 而保护生命

慈区别于其他职业袁医生在人们心目中享有盛誉遥收

的职责是由医生承担的袁这是社会责任分工赋予医务

受红包尧药品回扣尧贩卖婴儿是少数医护人员所为袁

人员的神圣使命袁因此医务人员对人的生命应有敬畏

但已触犯社会法纪与人们心灵深处的底线遥 信守医

之心袁这是医学人文的核心和要旨遥 我国的医学教育

德袁廉洁行医是改善执业环境袁保护医护人员自身的

与欧美相比袁在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上的明显缺陷就是

必要条件与方式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袁更要加

对医学人文的培育遥 目前袁从课堂到临床所增添的模

强自律袁不受利益诱惑和驱使袁真正成为人民健康的

拟临床培训袁无形中增添的是技术含量袁忽视的是医

忠诚卫士遥

学人文和疾病文化教育 咱远暂袁减少的是人文情怀和悲悯

情结的培育遥 医学教育要根据医学模式转变的要求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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