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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价值观视角对医院和谐发展的思考
唐晓东
渊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计财处袁江苏
摘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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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和谐医院建设是创建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
和谐医院建设不是主体的固化，而是表现为

直接关系到医院发展的
发展的过程。在医院和谐发展过程中，
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践行至关重要，
是在深化医改，实现科学发
目标、环境和成效。基于核心价值观对和谐医院发展进行关注和思考，
展基础上对医院建设和发展在更高层面的审视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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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叶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医疗需求也明显流向高端医疗资源袁 迫使医院通过

观的意见曳是引领时代崇德向善袁建设和谐社会的航

加大投入来争取医疗市场份额袁 获得生存和发展空

标遥 核心价值观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间遥 这显然与科学发展需求是相背离的袁因此袁落实

的核心要素袁从国家尧社会尧公民三个层面明确了价

科学发展仍然任重道远遥 医院的和谐发展必须依赖

值目标尧价值取向尧价值准则 遥 核心价值观所倡导

于医改的深化袁在政府投入和监管到位的基础上袁促

的富强尧民主尧文明尧和谐等12个方面24个字的要求袁

进医院由注重经济效益转到以人为本袁 把主要精力

与2006年10月袁中共中央叶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放在提升服务质量和人才队伍建设上袁 实现真正意

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所提出的院民主法治尧公平

义的科学发展和体现医疗卫生的公益性遥 和谐发展

正义尧诚信友爱尧充满活力尧安定有序尧人与自然和谐

与科学发展相互联系袁 和谐发展是建立在通过对科

相处的社会等6个方面28个字的要求高度吻合遥 培

学发展的切身感受和体验而作出的判断基础上的遥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对和谐社会建

和谐发展更注重的是医护员工对发展成果与自身主

设的有力推动袁医院的和谐发展是建立和谐社会的

观体验的一致遥 而医护员工的主观体验与自身的价

重要组成部分袁因此袁基于核心价值观视角对医院和

值观念和标准直接相关遥同样的发展成果袁在不同价

谐发展值得深入研究遥

值观念的人看来主观体验是不一样的遥因此袁培育和

咱员暂

一尧医院和谐发展与科学发展
有着不同的涵义和意境
科学发 展与和谐发展都要围绕和 体现以人为
本袁这是共同的遥 不同的是袁科学发展主要是在医院
发展的观念和指导思想上要明确和落实全面尧协调尧
可持续发展袁防止为发展而发展袁图一时政绩而急功
近利袁盲目追求规模大型化和设施高端化遥 目前袁由

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与和谐发展直接相关遥 医护
员工对医院发展的主观体验和认同袁 对推进医院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袁没有亲身的体验和正确的判断袁将
会对医院发展缺少必要的热情和激情袁 缺少主动而
持续的动力遥

二尧医院和谐发展的基础
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

于医疗资源配置已经呈现向大城市尧大医院集中的

从国家尧社会尧公民三个层面明确的核心价值观

趋势袁实施医疗保障制度和提升医保水平所释放的

要求袁其核心取向是以人为本袁这是谋求医院和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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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前提遥 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强调的也是以人为本

关系是物质利益关系袁 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原则遥 因此袁医院谋求和谐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

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袁 影响人们幸福与否最直接因素

本的价值取向袁把尊重人尧理解人尧关心人袁满足医护

是切身利益袁 引起人们和谐与否最直接感受是切身

员工的合理利益需求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利益关系的处理遥要构建和谐医院袁必须重视分析院

点遥 医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不仅体现了共产党人立

内在职人员中不同系列之间袁主要是医生与护士尧医

党为公尧执政为民的崇高追求袁而且体现了医疗卫生

护与行政尧干部与职工尧在编与聘用之间曰重视分析

事业减少疾病袁提高健康水平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

不同科室与不同岗位之间袁 在职人员与离退休人员

本质要求遥 医院发展的外在表现为医技的进步尧层

之间利益关系不协调的表现和问题袁 特别是在收入

次的提高和声誉的远播袁而内在理念则是反映以人

分配尧职称晋升尧定员定编尧绩效考核等敏感问题上袁

为本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袁并以医院文化体现出

积极化解因利益不平衡或比较利益不平衡而引发的

来遥 医院和谐发展是一个漫长过程袁在发展过程中

矛盾袁切实保障医护员工的正当权益袁切实推进公平

则需要医院文化逐步走向成熟袁特别是在以人为本

正义袁为构建和谐医院奠定基础遥

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上体现渐进性和坚定性的统
一遥 同时袁要把维护和保证医护员工正当权益袁协调

如何正确分析和处理医院和谐发展中的利益关
系和矛盾袁要注重把握和坚持以下原则遥

和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袁作为医院和谐发展的重要

渊一冤医院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医护员工的原则

保证遥

只有通过和谐发展给医护员工带来更多利益袁

三尧医院和谐发展的关键
是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同

才能使人们体验到医院发展带来的和谐袁 提高对现
实发展的满意度遥决不能为发展而发展袁更不能勒紧
人们腰带来发展遥坚持以人为本袁把和谐发展与提高

医院和谐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袁在代

医护员工生活水平和质量紧密结合起来袁 让和谐发

表和维护医护员工切身利益的同时袁应当重视对医

展成果惠及全体医护员工遥 这也是引导医护员工信

护员工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确立袁这

奉爱国尧敬业尧诚信尧友善作为个人价值准则的现实

是医院能否实现和持续和谐发展的根本举措和突出

基础遥

标志遥 医院的建设和发展袁应当以遵循和践行核心
价值观为切入点和着力点遥 当前袁医院能否实现和

渊二冤医院和谐发展过程贯彻平等公正尧依法办
事的原则

谐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自由尧平等尧公正尧法治作为社会层面的价值取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引导医护员工崇

向袁 落实到医院要谋求和谐发展就必须坚持平等公

德向善袁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遥 首先要重视对医

正尧 依法办事遥 平等公正不单是指经济利益方面公

护员工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袁通过宣传尧教育尧灌

平袁而是涉及医护员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袁包括地

输袁达到理性上的认知袁真正弄清楚野三个倡导冶的基

位平等袁生存尧发展的权利和机会平等遥当前袁社会利

本内容袁牢牢把握富强尧民主尧文明尧和谐作为国家层

益格局正处于深刻变革之中袁 深化医改必然会带来

面的价值目标袁深刻理解自由尧平等尧公正尧法治作为

医院利益格局的调整袁 与医护员工切身利益相关的

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袁自觉遵守爱国尧敬业尧诚信尧友

分配制度尧用工制度尧社会保障制度等也将不断改革

善作为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遥离开社会和民众对正确

和完善遥因此袁更要强调平等公正尧依法办事袁妥善处

的价值目标尧 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的认同和践行袁构

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遥 医院在前一阶段的改革发

建和谐社会与和谐医院就会失去应有的基础和动力袁

展中袁比较多的是强调效率袁建立了相应的内部管理

和谐的理想境界就会成为镜中花尧水中月遥

体制尧激励措施和效率评估机制遥 目前袁应更多强调

四尧医院和谐发展的核心
是处理好切身利益关系问题
建设和谐医院必须注重发展给医护员工带来的

并实行公平优先袁建立必要的制度和机制保障袁并通
过公平以体现平等公正的价值取向遥
渊三冤医院和谐发展立足于爱国爱院尧敬业诚信
的原则

切身感受袁而影响医护员工主体体验做出判断最核

通过核心价值观教育袁 向医护员工倡导爱国爱

心的是利益问题遥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袁要重

院情怀袁决不能一事当先袁只顾个人利益袁甚至将个

视经济与物质因素的基础性作用袁这就无法避免个

人的尧小集团的利益凌驾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之上遥树

人物质利益问题遥 因为袁人们社会生活中最本质的

立正确的义利观袁提倡和弘扬见利思义袁舍利取义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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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和反对见利忘义遥 走出和舍得小我袁走进和融

本的利益遥要通过广大党员袁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全

入大我袁正确处理国家尧医院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遥 同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尧 后天下之乐

时袁处理医患关系的基础也离不开医务人员确立正

而乐来体现和发挥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曰 体现立党为

确的价值观袁敬业尧诚信尧友善是医务人员必须恪守

公袁执政为民曰体现执政党与人民利益的公平和谐关

的基本准则遥 在践行核心价值准则上要学会用野负

系遥同时袁通过制度规范使医院利益关系的协调由经

面消去法冶遥 英国社会思想家埃利亚斯提出院现在的

验方式变为科学管理袁 将以权谋利限制在制度的笼

大概念既然谈不清楚袁不妨只谈它的负面袁当大概

子里遥在机会上形成鼓励公平竞争的制度曰在评估上

念的负面减少一项袁大概念自然就增加一项袁当负

形成客观公正的制度曰 在利益诉求上形成院务公开

面减少多了袁正面的确切意义自然就会出现遥 根据

和密切联系医护员工的制度曰 在分配上形成合理的

负面 消去 法去 思考 和 实 践 袁革 除 与 敬 业 尧诚信 尧友

院内津贴和绩效工资制度曰 在生活保障和救助上形

善不相容的服务意识淡薄袁对待患者冷漠袁开大处

成面向全院医护员工的普遍保障与面向特困者的救

方尧拿回扣红包等不良行为袁点点滴滴进行改进 咱圆暂袁

助结合尧提供实物与提供服务结合尧常规求助与临时

或许更务实袁更符合价值准则的要求遥

救助结合的制度遥

渊四冤医院和谐发展关键在党员领导干部先忧后
乐的原则
和谐是在利益关系上的诸要素的融洽整合袁不
能顾此失彼袁靠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
分人的利益遥 但是袁在具体利益面前落实党员领导
干部先忧后乐的原则袁符合更大范围的长远的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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