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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文化建设的框架理论研究
要灾月陨杂 四棱锥结构和职工三阶段发展模式
要要
韦 苗袁周 鸣

渊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办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员员冤
摘

要院 文章首先建构了医院文化体系的框架要要
要灾月陨杂 四棱锥结构袁从医院价值文化尧医院行

为文化尧医院形象文化和医院制度文化等四个方面阐述医院文化建设的内涵和主要内容遥 随后探
讨了职工个人在医院文化影响下的三阶段发展模式袁分别为依赖期尧独立期尧互赖期袁并论述和列
举不同阶段的医院文化和管理模式遥
关键词院医院文化曰医院价值文化曰医院行为文化曰医院形象文化曰医院制度文化曰职工个人发展曰医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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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杂杂圆园员缘园圆园怨

悦

医院文化并非仅仅等同于举办文体活动袁医院
文化应该与医院愿景和关键要务相契合 咱员暂袁具体来

悦原原医院文化

相结合袁与医院的改革和发展相结合袁与本单位的实

月原原医院行为文化

灾原原医院价值文化

说袁医院文化建设要与医尧护尧教尧研尧管等业务工作

陨原原医院形象文化

际情况相结合遥 医院文化也不是散在的应景宣传袁
杂

而是长期系统的框架性建设遥

一尧 灾月陨杂 四棱锥结构院医院文化体系的框架
医院文化的基本内涵是医院员工共同尊崇的价

灾

图员

陨

杂原原医院制度文化

月

医院文化体系的 灾月陨杂 四棱锥结构

值观念尧职业精神尧行为准则及其实践活动遥 医院文

对内可以增强职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袁 对外能够打

化体系的主要内容由四大部分组成袁分别是院医院价

造医院的社会形象袁构成文化认同的主要部分遥

值文化尧医院行为文化尧医院形象文化和医院制度文

每家医院都有各自的价值文化遥 例如南京医科

化 遥 医院文化体系的框架图可以用四棱锥结构表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宗旨是院救死扶伤袁治病救人曰

示袁四个组成部分由底边正方形的四个顶点表示袁缺

孜孜不倦袁教书育人曰创新发展袁公正用人遥医院精神

一不可袁共同支撑起医院文化的塔尖渊图 员冤遥

是院求真务实袁团结拼搏袁创新服务袁和谐发展遥 医院

咱圆暂

渊一冤医院价值文化渊澡燥泽责蚤贼葬造 增葬造怎藻 糟怎造贼怎则藻冤

的理念分为服务理念和管理理念袁服务理念是院服务

医院价值文化包括医院管理理念尧 价值取向尧道

患者袁满意患者袁感动患者袁管理理念是院要让患者满

德观念等诸多内容袁是医院全体员工的共识和追求 遥

意袁先让职工满意袁态度决定一切袁细节决定成败遥院

医院价值文化的内容涵盖医院宗旨尧医院精神尧医院

训是院至精至诚袁至善至爱遥 医院每年组织政工师集

理念尧院训尧院歌尧院旗尧院报尧网站尧院史馆尧文体活

体投稿参加中国医院协会和江苏省医院协会文化委

动尧公益活动等遥 医院价值文化是一家医院的名片袁

的论文征集袁彰显医院的特色价值文化遥

咱圆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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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渊员怨愿缘原 冤袁女袁江苏南京人袁硕士研究生袁助理政工师袁研究方向为健康传播学和医院思想政治工作曰周

鸣渊员怨缘苑原 冤袁女袁江苏南京人袁主任医师袁研究方向为医院管理和耳鼻咽喉科学袁通信作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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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活动是医院文化的重要载体袁形式多样袁结
合医院工作强度高尧工作时间紧的特点袁医院工会通

坷中一步一步走过来渊图 圆冤遥 在医院价值文化理念
确定之后袁如何克服和应对野慢反应冶并缩短接受过

常利用中午的时间开展活动袁例如跳绳比赛尧小桃园

程袁尽快转化为职工认同并遵循的行为文化袁内化于

跑步比赛尧投篮比赛等袁既没有占用过多的时间袁又

心袁 事关医院文化能否顺利形成以及管理风格与特

丰富了职工的业余生活袁增进了同事之间的友谊袁有

色的实现袁 是管理者面临的需要认真思索并研讨的

助于营造宽松尧和谐的单位人际关系遥

重要课题 咱远暂遥

虽然院歌尧院旗和院史馆不是每家医院都有袁但
公益活动就是医院的流动名片袁从事慈善义诊和对

成功

口支援等活动袁不但能够为人们诊断疾病袁做健康宣

试行

教袁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医疗事业发展袁同时也彰显医

调整
失败

院的社会责任感袁树立医院的良好形象遥
渊二冤医院行为文化渊澡燥泽责蚤贼葬造 遭藻澡葬增蚤燥则 糟怎造贼怎则藻冤

努力

孕育

培养

宣传
劝服

搁置

医院行为文化是医院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
准则遥 医院行为文化建设主要体现在仪表尧言语尧行
为尧管理尧教学等方面的行为规范咱圆暂遥

医院行为文化对领导者和医护人员都有内在的

阻力
图圆

难产

医院行为文化的形成过程

要求遥 对伦理和领导之间关系的探讨由来已久袁伦

渊三冤医院形象文化渊澡燥泽责蚤贼葬造 蚤皂葬早藻 糟怎造贼怎则藻冤

理型领导是一个多层面的心理过程袁其核心部分是

医院形象文化是物质载体袁 有利于树立医院良

影响领导者行为方式与权力使用的价值观等认知成

好的外在形象遥 医院环境形象体系是展现医院形象

分遥 伦理型领导体现在两个层次上袁即伦理个人和

文化的主体袁包括建筑外观尧庭院建设尧内部装饰尧医

伦理管理者遥 所谓伦理个人袁其特征包括正直尧值得

院标识等诸多方面 咱圆暂遥

信赖尧公平尧有原则袁能够在个人生活和职业活动中

医院形象除了由工作人员塑造之外袁 还要靠外

表现出伦理行为袁但他们并不一定是合格的伦理领

部硬件来显现袁比如建筑尧装潢尧装饰尧标识等遥 标识

导者遥 而伦理管理者则超越了伦理个人袁他们通过

要安放在显眼的地方袁清晰明了袁让初次就诊的患者

和员工定期沟通以传达和维持组织的价值观袁在伦

能够快速找到楼层和科室遥 整个医院的建筑风格见

理行为方面起到榜样作用袁并能够运用奖惩制度引

仁见智袁但一般而言袁手术室和门诊要给予人安静庄

导下属做出伦理反应 咱猿暂遥 另外袁伦理型领导者还会在

严的冷色调袁病房提供温馨的暖色调袁妇产科一般倾

组织中营造一种伦理氛围袁表现为关心他人袁对他人

向于设计为粉色袁儿科要设计得活泼可爱袁降低就医

的需要敏感等袁这会影响到员工的组织承诺 遥

小朋友的陌生感和恐惧感遥 有条件的医院还可以打

权利袁患者有平等医疗尧护理尧保健权曰知情同意权曰

和舒缓心情的场地遥

咱源暂

医护人员应该以切实行动来尊重和保障患者的

隐私保密权曰监督权曰自主选择医院和医疗的权利遥
相关行为的事例贯穿于日常诊疗工作的方方面面遥
例如袁现在不少医院有资质做药物临床试验袁在纳入
受试者的过程中袁除了各项指标要符合之外袁还需要
完善患者知情同意的过程袁知情同意应符合完全告
知尧充分理解尧自主选择的原则遥 再比如袁受传统封

造类似公园一角的亭台楼阁袁 给住院患者提供散步
渊四冤医院制度文化渊澡燥泽责蚤贼葬造 泽赠泽贼藻皂 糟怎造贼怎则藻冤
医院制度文化主要体现在制定尧 执行制度的过
程中充分发挥文化的精神力量和作用咱圆暂遥

制度文化的形成有赖于前三个内容的落实袁是

医院文化体系中最高级的形式袁 也是达到 野无为而
治冶的必经阶段袁制度建设包括制定尧执行和持续改

建思想的影响袁中国女性身患妇科疾病时不愿接受

进袁每个过程都需要各方的参与袁尤其应该关注以下

男性医生诊治遥 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袁男性医生应首

三个问题遥 第一袁医院制度的制定要以人为本袁有利

先调整自己的心态袁然后再跟患者进行交流袁做思想

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遥 如果一个制度在出台时就不

工作袁若患者仍无法接受袁可以请患者选择其他医生

得人心袁没有充分考虑广大职工的利益和诉求袁那么

或者帮忙推荐袁从而保障她们的自主选择权 遥

即便一开始职工迫于权威而执行袁 该项制度也会在

任何一种新生事物从树立到被接受都要经过孕

不久的将来如同一纸空文袁被束之高阁遥 第二袁医院

育尧培养尧宣传尧阻力尧难产尧努力尧成功或失败等必然

制度的执行要注重职工习惯的养成袁 提高职工执行

过程袁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尧艰难的袁需要在阵痛和坎

制度的自觉性袁达到野无为而治冶的境界遥倘若一个好

咱缘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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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得不到落实袁则形同虚设袁而制度的长久执行有
赖于习惯的养成袁这就要求领导在平时的工作中注
意本部门员工的行为规范性袁有问题一定要及时指

窑员圆猿窑

为核心要要
要我们可以做到袁我们可以合作袁我们可以
融合彼此的智慧和能力袁共创前程 咱苑暂遥 三个阶段所描
述的是一个大致趋势袁 各个阶段之间并没有明确的

出尧适时扭转袁帮助下属改正行为和培养习惯遥 培养

界限袁有时两种状态会同时出现于工作的某段时期遥

习惯需要做三个方面的努力 袁即汲取知识袁明确做

依赖期的人靠别人来实现愿望曰 独立期的人单枪匹

什么和为何做曰学习技巧袁知道如何做曰拥有意愿袁发

马打天下曰互赖期的人群策群力实现最高成就遥医院

自内心想要做渊图 猿冤遥 第三袁医院制度建设要关注患

文化的高级境界就是能够帮助和引导员工实现自我

咱苑暂

者的参与袁提高医患协调性遥 兼听则明袁偏信则暗袁
听取患者的建议和意见袁有助于推动医院制度建设
朝着更加科学和有效的方向发展袁也有利于促进医
院和患者之间的良性互动遥

独立期

渊做什么袁为何做冤

习惯

渊如何做冤

个人发展三阶段

互赖期

知识

技巧

发展遥

依赖期

意愿
渊想要做冤

医院氛围

医院文化及管理方式

和谐感
归属感
友善感

团队精神尧笑容管理噎噎
心理契约噎噎
青蓝工程尧情感管理噎噎

图 源 医院文化影响及个人发展模式图
通常袁刚入职的新员工基本处于依赖期袁最初的
依赖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熟悉自己的岗位职责和工作
内容袁也不认识相关部门的同事袁这个阶段需要有老

图 猿 习惯的内涵

二尧三阶段发展院
个人在医院文化影响下的发展模式

师进行指导袁做好野传帮带冶工作遥
新职工在工作几年之后袁 能力比较强的人基本
可以独立地开展一些工作袁结合老师的指导尧同事的
做事风格和自己的工作经历袁 他们会形成自己的思
想袁兼具想像尧思考尧创造尧分析尧组织与表达的能力袁

医院文化不仅仅关注医院的总体发展袁同时也

有时甚至持有和其他人不同的见解遥显然袁独立远比

注重群体中的个人发展状况遥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

依赖要成熟袁可谓职场上的一个跨越遥处于独立期的

家古斯塔夫窑勒庞总结过袁所有的群体袁都具有这样

能干人袁拥有野海阔凭鱼跃袁天高任鸟飞冶的期望袁这

一个共同特征院构成这个群体的人袁不管他是谁袁不

时他们依然需要领导和长辈的适时指引袁 以帮助他

管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多大区别袁不管他的职业是什

们扩展眼界和思维袁纠正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做法遥领

么袁不管他是男是女袁也不管他的智商是高是低袁只

导应该协助下属面对和处理压力袁负责诊断问题尧修

要他们是一个群体袁那么他们就拥有一个共同的心

正错误尧厘清要务遥 当然袁这个阶段的个体更需要有

理要要
要集体心理遥 当他们成为群体中一员的时候袁

良好的执业环境和发展空间遥

他们的感情尧思维和行为与他们单独一个人的时候

只重独立并不适于互赖的现实生活遥 只知独立

迥然不同 遥 由此可见袁对于职工个体的研究需要置

却不懂得互赖的人袁也许能成为独个的野标兵冶袁但却

于医院这个大群体之中袁而不是孤立地分析个人袁本

难以成为野优秀领导冶或野最佳合作者冶遥 人生本来就

文探讨的是在医院文化影响下的个人发展模式遥

是高度互赖的袁 想要单枪匹马实现最大效能无异于

咱愿暂

渊一冤 个人三阶段发展模式

缘木求鱼遥一个能做到互赖的人袁既能与人深入交流

个人发展模式图渊图 源冤描述了个人发展的三个

自己的想法袁也能看到他人的智慧和潜力 咱苑暂遥

阶段袁 分别为依赖期尧 独立期尧 互赖期遥 依赖

渊凿藻责藻灶凿藻灶糟藻冤期以野你冶为核心要要
要你照顾我曰你 为

渊二冤 与发展三阶段相适应的医院文化

医院文化建设需要多部门联动袁 最基本的单元

我的得失成败负责遥 独立渊蚤灶凿藻责藻灶凿藻灶糟藻冤期以野我冶

是科室袁因为科室是每个职工日常工作的活动半径袁

为核心要要
要我可以做到曰我可 以负责曰我可以靠自

其次还需要部门渊如医务处尧护理部等冤尧总支尧党办尧

己曰我有权选择遥 互赖渊蚤灶贼藻则凿藻责藻灶凿藻灶糟藻冤期以野我们冶

团委尧 工会等共同组织配合遥 在个人发展的不同阶

窑员圆源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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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袁职工渴望医院给予相似但有差异的文化氛围袁例

后来袁公司派出丹尼尔任总经理袁企业很快改变了面

如在依赖期的新人最希望自己的工作环境充满友善

貌遥丹尼尔的办法很简单袁他在工厂里贴上这样的标

感袁有人指点迷津袁在消除陌生感和建立工作人脉的

语院野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没有笑容袁 请把你的笑容分

同时锻炼自我遥 处于独立期的职工有理想尧有抱负袁

些给他遥 冶标语签了丹尼尔的名字遥 丹尼尔还把工厂

如果执业环境欠佳袁很可能导致归属感的缺失袁甚至
造成人才流失遥 进入互赖期的智者往往追求和谐尧
合作尧共赢的局面袁如果医院文化能够及时跟进袁将
营造愉悦的工作环境遥

的厂徽改成一张笑脸遥 平时袁丹尼尔总是春风满面袁

笑着同人打招呼袁笑着向工人征询意见袁全厂 圆 园园园

名工人的名字他都能叫得出来遥在丹尼尔的野笑容管
理冶下袁工厂虽没有增加任何投资袁三年后生产效率

配合职工的不同发展阶段袁医院文化建设和管
理方式应有不同的侧重点渊图 源冤遥 针对处于依赖期
的职工袁医院可以启动青蓝工程袁开展情感管理袁选

却提高了 愿园豫遥 美国人把丹尼尔的这个方法 叫做
野俄亥俄州的笑容冶袁这种管理方法美名远扬咱员圆暂遥

综上所述袁 将医院文化体系的 灾月陨杂 四棱锥结

择有经验尧会带教尧善沟通的老职工做好野传帮带冶工

构牢记于心袁落实于行袁同时结合个人三阶段发展模

作遥 情感管理是组织管理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 遥 所

式推进医院文化建设袁有利于医院文化朝着科学尧有

谓情感管理就是管理者以真挚的情感袁增强管理者

序尧系统的方向发展袁有利于职工在医院文化的影响

与员工之间的情感联系和思想沟通袁满足员工的心

下舒心工作尧努力发展袁也有利于医院树立自己的文

理需求袁形成和谐融洽的工作氛围的一种管理方式遥

化品牌袁产生更好更大的社会效益遥

咱怨暂

情感管理注重员工的内心世界袁其核心是激发职工
的正向情感袁消除职工的消极情绪袁通过情感的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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