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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
医学也在发展和演变。这种变化体现在不同时期人们用什么观点

和方法研究处理健康和疾病问题，
即医学模式的变化。医学模式的变化也改变了医患沟通的模式。
不同的医学模式应具有其特征性的医患沟通模式。文章从医学模式的变化发展中探讨医患沟通的
历史嬗变，
并分析其在不同医学模式阶段中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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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渊杂蚤早藻则蚤泽贼冤认为袁每一项

式袁一为自疗互救袁二为通过咒语尧祭祀活动来祛病遥

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院医生和患者袁医学无

在寻求解除病痛的过程中袁 人类最初的经验是来自

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 咱员暂遥 随着人类历史

于巫师的实践遥无论西方医学还是中国传统医学袁都

的发展袁医学也在发展和演变遥 这种变化体现在不

经历了一段巫尧医合流的共生历史遥在人类文明的混

同时期人们用什么观点和方法研究处理健康和疾病

沌时期袁巫术尧原始宗教和医术相互混杂袁巫术是医

问题袁即医学模式的变化遥 在 员怨 世纪以前袁西方医

术与宗教衍生的源头之一 咱圆暂遥 原始社会的初民希望

医学模式和机械论医学模式等阶段遥 进入 员怨 世纪袁

并形成了人类最早期的疾病观与健康观袁 即神灵主

渊亦即生物要心理要社会医学模式冤得以提出遥 医学

人们认为世间的一切是由超自然的神灵主宰袁 疾病

学模式曾先后经历了神灵主义医学模式尧自然哲学

自己的生命世界可以永存不朽袁形成了天命的观念袁

生物医学模式诞生袁到 圆园 世纪中叶袁身心医学模式

义医学模式的体现遥神灵主义医学模式主要体现在袁

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医学模式袁也表

的原始概念就是恶魔袁 这些恶魔是神灵的惩罚或者

现出不同的医患沟通形式遥 叶大英百科全书曳把沟通

是妖魔鬼怪附身遥医学视野中的受众是病人袁宗教视

定义为野用任何方法彼此交换信息冶遥 医患沟通指医

野中的受众是罪人袁都是不健康或者有某种欠缺袁需

务人员为了促进尧维护患者健康袁提高患者生活 质

要以某种途径获得拯救的人遥 对疾病的宗教神秘主

量袁 在医疗服务全过程中与患者及其家属不断交换

义观点决定了氏族和部落成员对病人态度的特殊性

信息袁达成共识袁制订并实施适合患者个体需要的医

质袁常常认为病人是被神抛弃的人袁对他不再过问袁

疗护理方案遥 本文旨从医学模式的变化发展中探讨

听其自然遥此期不存在医患间的沟通袁巫医代表神之

医患沟通的历史嬗变袁并分析其在不同医学模式阶

言袁言则有理袁病人绝对服从袁绝无怀疑遥巫医对病人

段中的特征遥

的说教袁并无对病人的尊重与安慰袁强调的是病者对

一尧神灵主义医学模式时期的医患沟通
医学是人类对抗疾病的有意识尝试袁其与人类

圣者的服从遥

二尧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时期的医患沟通

自我意识的发展史一样久远遥 神灵主义的医学模式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袁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不断提

形成于远古时代遥 早期人类医疗活动表现为两种形

高袁并开始怀疑鬼神致病的观念遥 医巫开始分离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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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遥 在公元前数百年间袁

种观点体现出来的是野机械论医学模式冶遥 虽然机械

古希腊和东方的中国等地相继产生了朴素的辨证整

论医学模式认为野生命活动是机械运动冶袁但是这种

体医学观袁形成了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遥 自然哲学

模式用机械唯物主义观点否定唯心主义的生命观和

医学模式形成于古代哲学的兴盛年代袁其标志时代

医学观袁把医学引向实验医学时代袁对医学进步发挥

应为阿尔克马翁时代袁 阿尔克马翁约生于公元前

重要作用遥此期的培根提出野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冶遥

缘园园 年袁他提出医术的研究袁应该结合哲学理论遥 此

培根认为医学任务分野保持健康尧治疗疾病尧延长寿

家的思想也对医学理论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咱猿暂遥 自

的出现减少了医生在诊治的过程中与病人直接的尧

外袁公元前 源园园 年后的恩培多克勒和柏拉图等哲学

命袁提倡研究解剖学和病理解剖学冶遥此外袁医疗设备

然哲学医学模式的主要理论有古希腊的野四体液冶学

密切的交往袁并将医患关系机械化袁把二者简单地看

说和野自然痊愈力冶以及古代中国的野阴阳五行冶病理

作是施令与被动服从的关系袁 忽视了对病人的尊重

学说和外因野六淫冶尧内因野七情冶等病因学说 遥 自然

与安慰遥医生对病人诊疗时袁对这些设备产生了很大

哲学医学模式是应用自然现象的客观存在和发展规

的依赖性袁它如同屏障袁成为医患交往中的媒介遥 尤

律来认识疾病与健康问题的思维方式袁具有朴素尧辩

其是医院的出现袁病人集中于医院进行治疗袁医患之

证的特点袁将健康和疾病与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和

间的感情联系显淡薄袁出现了医患关系的分离趋势遥

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观察与思考开拓启蒙医学的作

此期的医患双方相互交流的机会减少袁 淡化了双方

用袁有力推动医学的发展遥

感情袁 使医患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物化袁 显得很机

咱源暂

医学与朴素哲学之间的联系使其具有了某种神
秘性袁 这是古代医生使患者对医生职业保持信任的
一个重要因素遥 此时医患关系中沟通形式中包含着
许多非医疗成分袁医生面临着激烈的同行竞争袁为了
争取到更多的病人袁 医生在行医过程中常常按照病
人的意愿行事袁或用深奥的哲学语言袁迷惑病人的心

械遥 医患沟通的渠道也变得越来越窄遥

四尧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医患沟通
员远圆愿 年袁 威廉窑哈维 渊宰蚤造造蚤葬皂 匀葬则增藻赠袁员缘苑愿要

员远缘苑冤发表了叶心血运动论曳袁建立了血液循环学说遥

因其出色的心血系统的研究袁 成为与哥白尼尧 伽利

志遥 直到著名的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渊约公元前

略尧牛顿等人齐名的科学革命的巨匠遥此时期的医学

源远园 年要前 猿苑苑 年冤的出现袁一切才有了根本的变化遥

建立在生物科学基础之上袁 开始形成了生物医学模

医摆脱了巫医成为实证科学遥 希波克拉底指出咱缘暂院野对

律尧细胞学说和进化论袁进一步推动了生物学和医学

希波克拉底将医学从原始巫术中拯救出来袁 才使西

式 咱缘暂遥 员怨 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袁即能量守恒定

医生来说袁 了解一个病人袁 比了解一个疾病更为重

的发展袁科学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医学实践袁这时对健

要遥 冶希波克拉底所提倡的医患沟通的主要形式是说

康的认识已有很大提高袁 并建立了健康的生物医学

在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下的医患沟通关系总体来

员愿 世纪末 员怨 世纪初袁 美国认可病人有权在治

服袁强调对病者的安慰遥

观念 咱猿暂遥

说比较密切袁表现为病人对医生较为信任袁而医生对

疗中了解和选择有关措施袁 并提出医生在实行手术

病人能做到换位思考袁用朴素哲学逻辑思考疾病袁用

治疗前必须取得病人知情同意遥 此外袁员怨 世纪袁美国

自然现象说服病人应该做什么袁不应该做什么遥

制定了叶美国医学医德手册曳袁供医生在实践中遵守遥

三尧机械论的医学模式时期的医患沟通
从 缘 世纪渊公元 源苑远 年冤西罗马帝国灭亡到 员缘

英国及法国也如此袁法国在叶医学专业指南曳第二册
叶医务职务曳一书中明确指出渊医务人员冤必须在较大
范围内使病人感到心理舒适曰 在举止谈吐方面要做

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这一千多年里袁是封建制度

到礼貌袁和蔼袁可亲袁坚定曰在人际关系方面要处理好

在欧 洲建 立尧发展 和 衰 落 的 时 期 袁史 称 野欧 洲 中 世

与护理人员尧病人和病人家属及药商等人的关系遥由

纪冶遥 这个时期因为科学和医学都没有发展袁因而有

此袁 近代西方社会普遍建立了人性化的医患关系与

人把它称为医学的黑暗时期遥 然而袁自文艺复兴时

有效的医患沟通遥 威廉窑奥斯勒是 圆园 世纪医学领域

期开始袁牛顿的古典力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袁形成了

的大师袁开创了现代医学新观念与新里程袁他认为医

用野力冶和野机械运动冶去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形而上

生应当是不竞争尧不喧嚷的袁他们的天职就是抚伤尧

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遥 在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

救穷尧治病袁最好的医生也是最不为人所知的医生遥

主义自然观的影响下袁盛行着野机械文化冶遥 野机械文

他要求自己的学生袁 在日后行医的过程中袁野要守住

化冶就是用机械运动来解释一切生命活动的观点袁这

一片纯良的宁静冶袁野对我们的同胞渊病者冤袁一定要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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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无比的耐心袁持之以恒久的悲心冶遥无比的耐心袁

的思想观念和职业行为随着经济大环境的改变而改

持之以恒久的悲心就是医患沟通中医者最重要的精

变袁形成以野利冶为主导的医患观念袁而病人和社会仍

神 遥 圆园 世纪中叶袁野知情同意冶逐渐被引用于医患

坚守着以野义冶为主导的医患理念袁医患矛盾由此而

员怨远源 年袁世界医学大会公布了叶赫尔辛基宣言曳袁接

患双方难以形成共识遥 人民群众在期盼医学人文精

咱远暂

关系或临床领域袁 成为医学伦理的重要原则之一遥

凸现出来 咱员暂遥 由于视角的不同袁利益分配的调整袁医

受了叶纽伦堡法典曳的主要观点袁进一步规范了人体

神的甘露袁医者则渴望病人和社会的理解与支持遥在

生物医学研究的行为道德遥 医学大会提出了野说明

医患这一对矛盾体中袁处在主导地位的是医师遥在医

与同意冶这个概念袁要求医师把病情和治疗方法对没

患沟通的过程中袁 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是

有专门知识尧 且情绪不安的病人具体地加以说明遥

沟通方式不当尧沟通不到位遥医患沟通需要一个好的

此后袁在美国实行知情同意渊蚤灶枣燥则皂藻凿 糟燥灶泽藻灶贼冤袁即在

桥梁遥 现代生物要心理要社会医学模式就是很好的

医务人员为病人提供足够的医疗信息的基础上袁由

桥梁袁它将心理作用尧社会作用同生物作用有机地整

病人作出自主医疗决定渊同意与否冤袁这是病人的一

合起来袁 其培养的理念是要求在尊重生命价值的前

项基本权利遥 此期的医患沟通的主要形式是在道德

提下袁医生应具备很强的说明力遥从生物要心理要社

观与行为观约束下的思想交流遥

会医学模式的视角思考当前的医患沟通袁 可以更好

五尧生物要心理要社会医学模式下的医患沟通
员怨苑苑 年美国医学家恩格 尔渊郧援蕴援耘灶早造藻冤首 先提

地理解和分析如何建立融洽尧 有效的和谐医患沟通
关系遥

出了野生物要心理要社会医学模式冶遥 这种医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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