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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
“病德”观及其对当前医患关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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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中国传统
“病德”观具有丰富的理论内容，它和医德观共同构成了医患双方应遵循的道

德内容。在择医问诊方面，中国传统病德观强调患者在择医时首先要搜集相关医疗信息，选择一位
患者应该及时、及早进行
好的医生，
且应将病情详尽地告知医生，不能有所隐瞒。在遵医治疗方面，
治疗；在治疗过程中要信任医生，做到用医不疑；对医生开出的药方和其他治疗措施，要遵照医嘱。
在病情康复过程中，患者应戒除烦恼抑郁等负面的心理情绪，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有益的调
养之道。中国传统医论中对“病德”十分重视，如今也应该大力倡导广大患者遵循一定的道德观念，
将中华传统病德观转化为现代病德观，为缓和与根治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作出贡献。
关键词院病德曰传统医论曰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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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从古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袁

医冶 置于第一袁 明代章楠也说院野是故详慎在选医之

而在今天的中国袁医患关系似乎被推到了相互紧张

时袁不在临病之际冶 咱猿暂袁都认为患者在看病时的首要

与互不信任的风口浪尖遥 据调查统计袁有五分之一

任务是选择一位好的医生遥如何选择一位野明医冶呢钥

的患者和四分之三的医务人员认为当前医患关系处

清代徐大椿对此有所洞见院野然则择贤之法若何钥曰院

于紧张态势咱员暂遥 医务人员在此调查中所占比例更高

必择其人品端方袁心术纯正袁又复询其学有根柢袁术

的原因无疑与当前医院暴力伤医事件频发尧医闹现

有渊源袁历考所治袁果能十全八九袁而后延请施治遥然

象屡禁不止等因素有直接关联遥 在现实的医学教育

医各有所长袁或今所患非其所长袁则又有误遥 必细听

中袁为保障患者的权益不被医生侵犯袁我们对医生的

其所论袁切中病情袁和平正大袁又用药必能命中袁然后

职业道德素养与医疗技术水平提出了越来越多和越

托之遥 所谓命中者袁其立方之时袁先论定此方所以然

来越高的要求袁这是无可厚非的遥 但我们同样也不

之故袁服药之后如何效验袁或云必得几剂而后有效袁

应忘记袁医患关系永远是由医生和患者共同构成的遥

其言无一不验袁此所谓命中也遥如此试医袁思过半矣遥

在对医生提出严格要求的同时袁也非常有必要对患

若其人本无足取袁而其说又怪僻不经袁或游移恍惚袁

者进行一定的道德约束袁这种约束就形成了野病德冶

用药之后袁与其所言全不相应袁则即当另觅名家袁不

观念遥 所谓野病德冶袁就是患者及其家属在对待疾病

得以性命轻试遥 此则择医之法也遥 冶咱源暂选择好的医生袁

问题和就医时所应具有的道德咱圆暂遥 野病德冶的思想并

先要考察其人品是否端正尧学问是否高明尧之前的行

不是最近产生的袁在中华传统医论中除了有医德论袁

医生涯中是否能医治好大多数的病患袁 如果这些特

还有非常丰富的野病德冶观袁这一理论资源同样值得

点都满足袁即可选择他看病遥 除此之外袁在看病的过

我们发掘与弘扬遥

程中还要留心考察该医生院 其所开的药方要讲清楚

一尧择医问诊的野病德冶
明代龚廷贤在叶万病回春窑病家十要曳中将野择明

依据何在袁服药之后患者会有何反应袁要多久才能见
效等袁 对这些问题医生都能正确地回答并符合实际
治疗效果袁才说明该医生是真正值得信赖的对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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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好的医生看病袁接下来在看诊时患者要
将病情详尽地告知医生袁不能有所隐瞒遥 潘之淇云院
野叶医家四要曳曰院望尧闻尧问尧切袁犹人之有四肢也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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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袁而应根据患者自身病情的变化发展和医生是否能
及时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来决定遥
患者对医生开出的药方和其他治疗措施袁 要遵

肢废袁不成其为人遥 一要缺袁不成其为医遥 然必先望尧

照医嘱进行遥 龚廷贤认为野病家十要冶的第二要即院

先闻而后切者袁所重有甚于切也遥 乃病家不知此理袁

野肯服药袁诸病可却袁有等愚人袁自家耽搁遥 冶咱愿暂程国彭

往往秘其所患袁以俟医之先言袁即以验医之能否遥 岂
知病固有证似脉同袁而所患大相刺谬遥 若不先言明
白袁猝持气口袁其何能中钥 冶 咱缘暂古人看病讲究望尧闻尧

也道院野病家误袁在服药袁服药之中有窍妙袁或冷或热
要分明袁食后食前皆有道遥 冶咱苑暂患者不仅要肯服药袁还
应分清服药的药量尧服药时的温度尧服药的具体时间

问尧切袁医生在把脉之前还要先问询患者自身的情

等信息袁严格遵照医嘱袁只有这样才能使药效等治疗

况袁只有患者将病情详细告知医生袁医生才能做出综

措施的效果发挥到最大最好遥 而且患者还应不吝惜

合判断来诊治遥 病患千万不能为了试探医生是否高

钱财袁 有些药物虽然很贵袁 但鉴于对患者病情有帮

明等其他原因而故意隐瞒病情遥因为病因千差万别袁

助袁医生也会开出贵的药方袁患者不应认为医生是为

如果不能与医生保持畅通交流袁即使再高明的医生

诈取钱财而故意为之遥正如龚廷贤指出的院野勿惜费袁

也无法保证能得出准确的判断遥

惜之何谓袁请问君家袁命财孰贵遥冶在生命的健康和钱

二尧遵医治疗的野病德冶
择医问诊之后袁医生就患者的病情给出治疗意

财的多少之间袁患者更加珍爱的应该是前者遥

三尧调养有道的野病德冶

见袁这时患者应该及时尧及早展开治疗遥潘之淇指出院

医疗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性活动袁 要达到好

野凡服药于微袁则其病易疗遥 若过半而治疗者袁什三

的治疗效果袁除了遵照医嘱进行治疗外袁患者还应在

身袁不自珍惜袁罔遵医戒袁忽略初机遥 直至深重袁乃始

野治疗之术冶遥 患者的自我调养之道袁首先要从心理健

矣遥 过七八而治疗者袁什不得一矣遥 噎噎今人染病在

个人生活习惯等方面有所注意袁用野调养之道冶来配合

张皇袁卒以丧亡而不救遥 冶 病发后越是及早治疗袁就

康的自我调养做起袁简言之袁就是要戒除烦恼抑郁等

咱缘暂

越容易康复袁如果拖延病情袁等到中后期袁就算患者

负面的心理情绪遥 程国彭云院野病家误袁最善怒袁气逆冲

再重视袁也很难挽救了遥

胸仍不悟袁岂知肝木克脾元袁愿君养性须回护遥 病家

在治疗过程中袁患者还要信任医生袁做到用医不

误袁苦忧思袁忧思抑郁欲何之钥 常将不如己者比袁知得

疑遥 明代名医张介宾说院野病家之要袁虽在择医袁然而

雄来且守雌遥 冶咱苑暂怒气伤肝袁肝伤而脾胃亦受损袁忧思

择医非难也袁而难于任医曰任医非难也袁而难于临事

抑郁对人的精神损伤也很大袁这些负面的心理情绪都

不惑尧 确有主持袁 而不致朱紫混淆者之为更难也遥

是对病情百害而无一利的袁 患者一定要设法化解克

噎噎以故议多者无成袁医多者必败遥 多何以败之钥 君

服遥 比如忧思抑郁袁患者可以多想想那些比自己境况

子不多也遥 冶 张介宾认为择医之后还要野任医冶袁即

更差的人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袁自己虽然身处病痛之

信任医生遥 特别是当治疗进行到瓶颈状态时袁患者要

中袁可还有许多患者受病痛的折磨更甚于己袁和他们

有能力辨别是非袁 不偏听那些对主治医生的浮言议

相比自己还算是幸运尧幸福的袁通过这种思考视角的

论袁因为遭遇瓶颈可能是由于病情发生无法预期的变

转换或可化解负面的心理体验袁保持积极的心态遥

咱远暂

化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袁如果此时不信任医生袁将治

其次袁患者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遥野房室不远袁

疗效果缓慢等原因归咎于医生而频繁更换袁则不仅对

则耗其精遥 劳动不戒袁则耗其力遥 言语不省袁则耗其

治疗无益袁而且会拖延病情袁甚至会因为多位医生的

气袁此邪之自内受者也遥 起居不谨则风露侵袁饮食不

不同施治而使病情变得更加复杂遥 程国彭也说道院野病

节则肠胃损袁此邪之自外入者也遥 健人有此袁不免于

家误袁性躁急袁病有回机药须吃袁药既相宜病自除袁朝

病袁况病者而可以益之毒乎遥 冶咱缘暂患者在养病期间袁要

夕更医也不必遥 病家误袁不相势袁病势沉沉急变计袁若

避免或节制性生活袁避免沉重的体力劳动袁避免说话

再蹉跎时日深袁恐怕回春无妙剂遥 冶咱苑暂如果治疗有效

太多而耗费气力遥除此之外袁还要注意饮食起居等环

果袁哪怕收效不速袁患者也不宜频繁更换医生袁而应坚

节遥程国彭也云院野病家误袁不戒口袁口腹伤人处处有袁

持服药等治疗措施袁病情自然会慢慢好转遥 可如果治

食饮相宜中气和袁鼓腹含哺天地久遥病家误袁不戒慎袁

疗没有效果袁而且反而加深了病情袁这时患者就应该

闺房袵席不知命袁 命有颠危可若何袁 愿将好色人为

及时更换医生袁以免延误治疗遥 总之袁患者在治疗过程

镜遥 冶咱苑暂 亦是要告诫患者应注意调节饮食和克制房

中的野任医不疑冶与野及时更医冶袁都不应偏执化尧极端

事遥凡此种种袁无不说明良好医疗效果的取得是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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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患者自身调养之道的袁而患者对调养之道的坚持

妙袁医生作为专业人员深知其中的道理袁因此遵照医

正是野病德冶的重要体现遥

嘱来展开诊疗活动是非常必要的遥
第五袁患者在看病过程中不应吝惜钱财遥现代中

四尧野病德冶今用的启示

国野看病贵冶是一大难题袁这里固然存在医疗保险体

由上可知袁中国传统医论中对野病德冶和野医德冶

制等多种客观问题袁但患者也要认清这一事实院相较

都十分重视袁今天在宣扬医生的职业道德操守时袁我

于钱财袁生命健康更为重要遥只要是真正有必要开展

们也应该大力倡导广大患者遵循一定的道德观念袁

的对恢复健康有帮助的医疗行为袁 只要是力所能及

将中华传统病德观转化为现代病德观袁为缓和与根

的花销负担袁患者就不应过于执着钱财尧吝惜花销袁

治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作出贡献遥 为此袁笔者提出

这样不仅收不到良好的治疗效果袁还会拖延病情遥

以下几点现代野病德冶观遥

第六袁 患者在养病过程中应保持良好的心态和

第一袁患者应在看病之前选择合适的医生遥 现

生活方式遥现代心理学的多项研究表明袁心理状态的

代医学日益复杂深入袁领域划分也越来越精细袁不同

健康与否直接影响到病情的恢复状态遥因此袁患者在

领域的医生其诊治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袁即使在同一

养病期间要摒除忧郁烦怒等负面的心理情绪袁 设法

领域内部袁医生们也有各种诊治专长的分别遥 患者

使心态调整到积极健康的状况遥 此外袁养成有节制尧

在就医前袁应该多搜集与自我病情相关的医生信息袁

有规律的健康生活方式也是患者必不可缺的遥
总之袁 作为医患关系之中的患者也应遵循 野病

然后再通过考察医生的互联网评价尧医生专长尧医生
口碑等多种方式选择一位医生前去就诊 遥 现在许

德冶观念的约束袁并让这种道德的约束成为一种内在

多患者在就诊之前往往忽略了择医这一重要环节袁

的自觉遥在医疗过程中袁患者除了要求医生为自己提

以致于出现在诊疗时由于患者和医生专长不匹配而

供优质的服务之外袁也应换位思考袁患者自身也应对

发生误诊误治的现象袁甚至延误了病情袁患者也会因

自己有所要求遥有理由相信袁在医生们严格践行医德

此怨怼医生袁进而可能发生医疗冲突遥 对比古代名

观的同时袁只要广大患者遵循良好的野病德冶观袁医患

医提出的看病野首要在择医冶的病德观袁现代患者也

关系的和谐局面就会迎来新的春风遥

咱怨暂

应尽早树立这一观念遥
第二袁患者在诊疗时应信任医生袁不宜频繁更换
医生遥患者最初选择的医生往往对患者的病情有更充
足的了解袁做出的诊疗判断会更加准确有效袁患者若
因收效不速等原因频繁更换医生袁特别是对一些危重
病尧慢性病尧高血压等病患袁反而会加大医生医疗的难
度袁 而且一段时间内密集接受不同医生的诊疗措施袁
还可能由于药物的相互作用而减轻药效或发生不良
遥 正确的做法是袁先选择一位医生看诊袁如果在

咱员园暂

反应

一个治疗周期内没有效果甚至加重了病情袁而医生又
说不出因病施治的原因袁这时就可以更换医生遥
第三袁患者在所有的诊疗阶段都应将病情如实告
知医生袁不应有所隐瞒遥 诚信是医患双方的共同责任袁
也是医患关系的基础袁患者不能为了任何个人理由而
对医生隐瞒病情遥有些患者为了个人目的不惜伪造检
查报告袁隐瞒自身因高血压和心脏病不宜做手术的事
实袁而让医生冒着并不知情的医疗风险对其施行手术
治疗咱员员暂遥 患者如此作为是极不道德的袁这种违背野病
德冶精神的行为必须坚决禁止遥

第四袁患者应严格遵照医嘱进行服药等诊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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