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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文章探讨了民国时期医患纠纷产生的原因，
主要为社会的转型与制度的缺失、诊疗模式

的改变、医生的医技与医德、患者的医学素养与医疗观以及媒体的介入等；为减少医患纠纷的发
生，民国时期主要采取了重视医德建设及完善各项法律制度的措施。这些对当前医患纠纷的处理
给出了提示，即医患纠纷是普遍存在的，且在社会转型期会更频发，各项制度的完善是减少纠纷的
手段之一，
医德的建设仍需完善，而民众的医学素养提高也将是永恒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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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丢肾事件冶与野魏则西事件冶再次将原本紧张的

员远怨 起袁尤其是 员怨猿源 年袁共发生医疗诉讼 猿愿 例咱圆暂遥 江

的科学素养太差袁有人认为是媒体起到了坏的舆论

此一年中袁医事纠纷之多袁实出吾人意料遥 其犖犖大

导向作用袁有人认为医生的医德缺失噎噎照此类推袁

者院如俞松筠袁裘伯壎袁沈克非袁张湘汶袁葛成慧袁林惠

西医刚传入不久的民国时期袁患者的科学素养尧媒体

贞袁李元善袁顾宗文等之被控案袁可谓轰动全国遥 冶

医患关系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遥 有人认为是患者

的负面报道尧 医生的医德建设似乎都更不如当前遥

海鸣咱猿暂评论说袁野民国二十三年袁可谓医事纠纷年袁在

虽然这些医事诉讼不能完全反映民国时期医患

那么是否民国时期的医患纠纷应该更多袁冲突应该

纠纷的全貌袁 但也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医患纠纷提

更激烈袁更应该产生医闹之行为呢钥 为此袁了解民国

供了野窥一斑而见全豹冶的可能遥通过这些案例袁不难

时期医患纠纷的产生及对策袁对当代频发的医患冲

分析出医患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遥

突也许可以给出些许提示遥

一尧 民国时期医患纠纷的概况

二尧 民国时期医患纠纷产生的原因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袁国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袁

医患纠纷指凡是患者或家属对患者诊疗护理过

从封建制变为共和制遥但从时间上来看袁封建制时期

程不满意袁认为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有失误袁

长达几千年袁而共和制的建立只是短短的几年时间袁

对患者造成不良后果尧伤残或死亡袁以及诊疗过程中

人们的固有观念和文化习俗是不可能立刻转变的遥

加重了患者痛苦等情况袁要求卫生行政部门或司法

在这样的转型期袁旧的制度尚未被完全抛弃袁新的制

机关追究责任或赔偿损失的事件袁在未表明事实真

度又未完全建立袁 因此自然留下了一些混乱的真空

相之前袁可称为医患纠纷咱员暂遥

地带遥而医学界处在这样的混乱地带中袁也不可能独

自从西医传入我国后袁国人的医学知识与医疗

善其身遥特别是这一时期不但是政治上重建的时期袁

行为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袁 传统的医患关系也随之

医药卫生体系也在经历一个重建的过程袁 在新的卫

发生了重大转换遥 在这变化过程中袁纠纷的出现在所

生制度包括司法制度都不健全的情况下袁 医患纠纷

难免遥 有作者曾对民国时期发生的医疗诉讼案进行

频发也是可以理解的遥除此以外袁以下原因更是造成

了整理袁 在 员怨圆苑 年到 员怨源怨 年间袁 医事诉讼事件共

民国时期医患纠纷发生的主要因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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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诊疗模式要要
要从个体医疗到医院医疗
传统的医疗通常以野个体医疗冶的方式完成遥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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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袁实不多观遥 固无怪乎不为世所尊敬也遥 冶咱苑暂
渊三冤患者的医学素养与医疗观

者生病后袁医生一般需要出诊至患者家中袁诊疗活动

民国时期常有因患者缺乏基本的医学常识而导

的全过程在患者家中完成袁医生相对较为熟悉患者

致的医患纠纷乃至诉讼的发生袁 因为医学常识的缺

的经济状况尧饮食习惯尧思想观念等遥 而患者及家属

乏会使得患者对医生治疗过程和治疗效果产生怀

则因全程与医生进行细致的沟通袁所有诊疗均在自

疑遥如野有一病家袁当病初志时袁不知道请教正式的医

己的注视下完成袁即使最后疾病的转归不良袁患者也

生袁却去求神拜佛袁请仙方袁求符咒袁闹得病势一天比

往往能够理解袁医患纠纷较少发生遥

一天沉重袁才去就医袁但是病入膏肓袁药石自然无灵袁

而野医院医疗冶的模式起源于 员怨 世纪初期的西

那时病家不怪自己耽误病机袁倒怪医生之无用遥 冶咱愿暂

黎医院的改革袁形成了新的医院医学袁理学检查和病

医师一案遥 该案曾轰动一时袁谢筠寿坦言院野田律师所

理解剖在医疗中占据中心地位 遥 医生的诊疗依靠

控者袁谓由灌肠器传染赤痢菌袁冰囊减退抵抗力袁医院

参数袁而原先非常重要的病史与生活史的描述成为

究其原因袁是民国时期西医刚刚传入袁当时的社会宣

方袁以法国巴黎的医院学校为中心袁法国大革命后巴
咱源暂

的是呼吸尧脉搏尧体温尧血液尧器官等若干项目的检验

再如上海田鹤鸣律师曾因其妻产后死亡控告俞松筠

无卫生设备袁可以传染等等袁均属似是而非之论遥 冶咱怨暂

可有可无袁医生也不太需要患者来提供病情的信息遥

传不够袁 而医生在诊病的过程中也未向患者详细解

这种情况下袁医生对患者是不了解的袁通常也会显得

释病情袁更谈不到宣传医药卫生知识遥 因此袁患者的

对患者漠不关心遥 而患者及家属则更难完全信任一

医学素养其实也与医生的未尽之责有一定关系遥

位对自己几乎一无所知的医生遥 因此袁稍有差池袁患

而与此同时袁 民众的医疗观却与西医传入前有

者及家属便很难宽容与理解医生袁医患纠纷因此而

了很大的变化遥传统的病家对于病患的不幸致死袁常

产生遥

抱以野生死由命袁富贵在天冶的观念袁归咎于医生的

而民国时期袁恰恰是传统的个体医疗向现代的

少遥 但西医传入后袁患者的医疗观悄然发生了改变袁

医院医疗转变的变革时期袁人们头脑中对个体医疗

野有病必愈冶的想法相当普遍遥 正如范守渊指出院野其

的烙印一时难以抹去袁对医院医疗则更难接受遥

实医生的责任中在耶治病爷遥认为医生有耶愈病爷之责袁

渊二冤医生的医技与医德

尤其是耶有病必愈爷之责袁这种观念是绝大的错误遥

民国时期的医疗界较为混乱袁不仅中尧西医并

噎噎由于病家的这种观念上的错误袁 便常常造成医

行袁正式医师与江湖游医也同操医业遥甚至有的江湖

生与病家双方本不应发生而终于发生的纠纷事件袁

游医只读过几本医书便敢挂牌行医遥 特别在乡村袁

小的失欢袁大至诉讼袁这种现象袁我们都能想象得到

庸医误诊的现象更为普遍袁叶申报曳曾刊文对此进行

的遥 冶

过批判院野单就农村中的郎中和稳婆毒害生命的数字

咱员园暂

渊四冤媒体的介入

而言袁简直没有数字可以统计噎噎在他们那样不合

当发生医患纠纷时袁 如新闻媒体能如实进行报

科学袁无医药的知识棘手下袁是绝对不会有美满的收

道袁则对患者的权益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遥但有

效遥 冶 为此袁政府设有医师考核制度及执业登记制

的新闻工作者因缺乏医学知识袁 在对医患纠纷了解

而除了医疗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外袁医生的医德

渲染与夸大事实袁 则对医患纠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医风也是引发医患纠纷的原因之一遥 社会民众对于

作用遥 为此袁范守渊就撰文写道院野涉讼的开初袁却没

医师的负面评价反而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而增多遥

有不被新闻报纸大事宣传袁大事刊布着袁而所宣传的

医师被视为野商人冶袁对医师的指责也不绝于耳遥 一

事实尧所刊载的医讼内容袁又没有一件不是根据病家

些医生唯利是图袁视行医为敛财之道袁对患者肆意索

的一面之词的口语情形的遥噎噎希望诸位噎噎凡在未

取袁甚至坑蒙拐编袁给患者带来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痛

曾正式宣判之前袁是非不明袁真伪难分之时袁万勿听凭

苦袁也影响了世人对医师的看法咱远暂遥 有医师指出院野即

原告片面之词袁而随便刊载尧任意传布才是遥 冶咱员园暂

咱缘暂

度等袁但效果并不明显遥

今之悬壶问世者袁惟以一得之技术自眩袁而毫无道德
观念袁动辄以索取金钱为目的袁利欲熏其心袁日习与

不详细的情况下就盲目听信患者的一面之词袁 过分

三尧 民国时期减少医患纠纷的对策

机械险诈袁以售其获取金钱手段者袁比比然也遥 所谓

针对医患纠纷频发的现状袁 民国的医界和政府

见人之病袁如已之病袁不以贫富而歧视袁不以病难而

都在不断反思袁 并分别从道德与法律两个层面给出

厌恶袁不以病轻而疏忽袁抱完全救世宗旨袁治疗重任

了回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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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重视医德建设
医界明确认识到医患纠纷的发生袁医师群体的社

窑圆怨缘窑

四尧 民国时期医患纠纷的当代启示

会形象的恶劣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部分医师毫无职

通过分析民国时期医患纠纷的原因可以看出袁

业道德的行为所造成的遥 基于这样的认识袁医德建设

医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是某个时代独有的现象袁

便引起了民国医师们及各个医学团体的重视袁民国的

它是随着医学的发展袁医学模式的转变袁医患间存在

医学期刊上出现了一批探讨医德的文章 遥 首先论述

的信息不对等而客观发生的袁具有普遍性遥医患纠纷

医德重要性的是丁福保袁他提出了野医师十德冶袁作为

自古有之袁 只是囿于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各有其特点

最早在医学期刊上提出医师要重视医德修养的文

而已遥 只要社会在不断发展袁医学技术在不断进步袁

章袁 无疑为之后的医德建设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遥

医患关系永远会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袁 医患纠纷

到了 员怨猿园 年代以后袁此类文章越来越多遥 其中尤以

便将普遍存在遥 虽然民国时期的医患纠纷发生的原

宋国宾的叶医业伦理学曳最具代表性遥 宋国宾指出一

因及特点与当前不尽相同袁但仍不乏一些共性之处遥

个合格医师应具备的人格特征应包括野学术才能尧敬

如何通过解决这些共性问题以期形成良好的医患关

业尧勤业尧仪表言辞冶四个方面遥

系则是民国时期医患纠纷对当前的启示遥

咱远暂

随着民国医师人数的日益增加袁各地纷纷成立

渊一冤社会转型期的医患纠纷更频发

了各种形式的医生组织袁其中全国性的组织有中华

从民国时期的医患纠纷可以看出袁 当社会越是

医学会渊学术组织冤与全国医师联合会渊职业组织冤遥

处在一个变革和转型时期袁医患纠纷越是频发遥民国

在医德建设中袁中华医学会与全国医师联合会也做

时期相对清以前各朝代袁 医患纠纷的频发主要由于

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与贡献遥 员怨猿猿 年中华医学会颁布

社会制度的变更袁各项制度的变革所引起遥当前我国

了叶医师条诫曳第一版袁并且分发给会员袁它对于医学

也正处于一个变革时期袁 主要是医疗卫生体制的变

会会员在医学伦理方面的学习和医师职业素质的提

革和市场经济的转型袁 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利益多元

高起到了积极作用遥 同年袁医师联合会还颁布了叶医

化必然引发利益冲突袁导致社会纷争袁医患纠纷只是

师信条曳袁共有十条内容袁与中华医学会的叶医师条

整个社会纷争中的一个方面咱员猿暂遥因此袁相信当社会的

诫曳内容上基本相似袁涵盖了医师与患者尧医师之间尧

转型与体制的变革完成后袁 将会一定程度上减少医
患纠纷的发生遥

医师与社会的关系几方面遥
但从实践上看袁民国医家虽然意识到职业伦理

渊二冤各项制度的完善是减少纠纷的重要手段

的基础地位袁但在从业中遵行仍多依靠医家的道德

虽然民国政府在法律层面加强了相关法律制

底线与社会良心袁甚至在其时众多医生心目中袁压根

度的建设与完善袁但仍有很多需进一步完善之处遥

就不知道医生行医还是要讲道德的咱员员暂遥 这反映出职

而这些恰恰是法律的疏漏之处袁 容易造成医患纠

业伦理的确立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遥

纷的发生遥 正如前文所指出袁这些法律的可操作性

渊二冤完善各项法律制度

不尽如人意袁对医患双方权利义务规范不够详细遥

除了道德上医师的自我约束袁在法律上政府也

相比民国时期袁 当前的法律制度有了大幅度的提

通过各种各样的法规尧规则尧条例等对医师及民众进

高和完善袁但仍有类似的可操作性差的问题存在遥

行他律的约束遥

比如关于患者的告知袁 到底什么样的手术需要告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袁卫生行政逐渐走向正

知袁告知的程度如何袁法律并没有具体而详细的规

轨袁卫生行政也加强了对医生的规范管理袁医生执业

定袁这就为医患双方认识上的分歧埋下了隐患袁最

登记制度得以建立遥 南京国民政府陆续颁布了叶医

终极有可能导致医患纠纷的发生遥 因此袁法律的完

师会规则曳渊员怨圆怨 年 员园 月冤尧叶西医条例曳渊员怨猿园 年 缘

善袁特别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的完善袁是减

月冤尧叶中医条例曳渊员怨猿远 年 员 月冤尧叶医师甄别办法曳

渊员怨猿怨 年 员园 月冤尧叶医师暂行条例曳渊员怨源园 年 愿 月冤等袁
并于 员怨源猿 年 怨 月颁布叶医师法曳遥 这一系列医药卫

少纠纷的重要手段之一遥
渊三冤医德的建设仍需努力完善
与民国时期相比袁 当前的医疗技术水平已得到

生行政的规章制度袁无疑为规范医师行为袁减少医患

了飞速提升袁江湖游医乱治病的现象已基本消失袁但

纠纷的发生袁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遥

在医德建设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遥 而医师的职业

但这些法律规定相对比较粗糙袁存在可操作性

道德建设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袁 一方面由于每

的问题遥 且没有一部规制医患关系的法律袁缺少对

个人的道德水准本就参差不齐袁 医师作为社会的一

医患双方权利义务详细规定的制度性规范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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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袁道德水平有高下也很正常遥 另一方面袁受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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