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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符号互动论是当代社会学的主要流派之一。该理论强调社会是一种动态实体，
是经持续

人际关系的研究。医患关系
的沟通、
互动过程形成的。社会学家运用符号互动论致力于社会行为、
是社会人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微观层面医患关系就是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面对面的互动
关系，
医患双方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互相交流、
促进了解、
增进感情。文章基于符号互动论视角，
对我国医患互动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
并积极探索如何构建和谐的医患互动关系。
关键词院符号曰互动曰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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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是近些年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袁也是
医学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问题袁学术界一直将构建和
谐医患关系作为重要的社会议题之一袁 从医方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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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咱员暂遥

渊二冤符号互动论的理论发展
圆园 世纪初期袁社会理论学家开始关注微观层次

方尧政府尧社会等各方面对医患关系的现状尧成因尧对

的现象袁致力于研究人际互动的基本过程袁其中最重

策进行深入分析与探索遥 从宏观方面关注医患问题

要的一个理论流派就是符号互动论遥

的同时袁一些学者也开始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袁从
微观层面研究医患关系遥 本文拟运用符号互动理论
重新审视并积极探索构建和谐的医患互动关系遥

一尧符号互动论的相关理论
渊一冤符号互动论的基本概念
符号互动论是当代社会学的主要流派之一遥 这

美 国 芝 加 哥 大 学 哲 学 系 教 授 米 德 渊郧藻燥则早藻

酝藻葬凿冤被公认为是符号互动论的奠基人遥 而对其思

想理论孕育产生重要影响的思 想家主要包括冯特
渊宰蚤造澡藻造皂 宰怎灶凿贼冤尧 詹姆斯 渊宰蚤造造蚤葬皂 允葬皂藻泽冤尧 库利
渊悦澡葬则造藻泽 匀燥则贼燥灶 悦燥燥造藻赠冤尧 杜 威渊允燥澡灶 阅藻憎藻赠冤 和 托 马
斯渊宰蚤造造蚤葬皂 栽澡燥皂葬泽冤遥 现代心理学的创始人袁德国心
理学家冯特对姿态和语言的分析深刻地启发了米德

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院社会现象与社会行为只有通

的思维遥 哈佛心理学家詹姆斯是第一次提出野自我冶

过人际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才能得到解释袁而人际

概念的社会学家袁 他认为人具有从经验情境中认知

互动是以运用符号解释和确定相互间行动的意义为

自己的能力遥 密歇根大学的库利提出了野初级群体冶

媒介的袁因此袁社会是个人借助符号互动的产物遥 符

和野镜中我冶的概念袁他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概念是在

号互动论强调社会是一种动态实体袁是经由持续的

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遥 美国哲学家杜威认为人

沟通尧互动过程形成的遥 作为符号互动论的核心概

类的心灵意识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结构袁 而是人类适

念要要
要符号袁包括语言尧文字尧记号等袁甚至个体的动

应环境过程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思维过程遥 而芝加哥

作和姿势也是一种符号遥 通过符号的互动袁人们形

大学社会学系的托马斯对符号互动论思想的最大贡

成和改变自我概念袁发展相互关系袁处理和应对外在

献在于他的野情境定义冶概念 咱圆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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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的符号互动思想集中表现在叶心灵尧自我与

医患沟通数量不足袁存在零告知尧零自主权认知袁多

社会曳一书中袁米德认为人类的心智过程是独立的袁

数社会方尧 患方和 员源援苑豫的医方承认 野直接交流时

它能够运用符号来认识世界中的万事万物袁通过互
动对客体产生关联曰通过与社会结构中的客体互动
交流袁进而对自我有了更深的认识遥 互动是基石袁社
会自我与心智意识在稳固的社会基石上发展袁从而
使社会结构更加牢固遥
虽然米德孕育了符号互动论的根基思想袁但明
确将米德思想传统命名为 野符号互动论冶渊泽赠皂遭燥造蚤糟
蚤灶贼藻则葬糟贼蚤燥灶蚤泽皂冤

的 是 赫 伯 特 窑 布 鲁 默 渊匀藻则遭藻则贼

月造怎皂藻则冤遥 布鲁默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叶符号互动论曳一

间约缘 分钟冶袁且三方对沟通数量选择野不够冶者多于
野足够冶者曰有 怨援愿豫的社会方和 远援源豫患方选择了零

告 知曰 此外 袁 有 圆园援缘豫的 社会 方 尧员园援怨豫 的 患 方和
远援缘豫的医方认为存在零自主权遥 王茜等 咱缘暂的研究发

现袁在 员园园 例医患会话中仅有 圆缘 例医生对患者有解
释指导性语言袁仅有 员园 例医生与患者详细讨论药物
使用尧治疗方案尧治疗费用等问题遥
圆援 非言语行为的影响力凸显

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尧 患者投诉越来越频

书中袁他把符号互动论界定为一种对人类群体生活

繁袁 其中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医务人员行为举止不

和人类行为的脚踏实地的科学研究方式遥

佳袁具体体现在表情冷漠尧语气生硬尧说话不耐烦尧动

布鲁默之后袁符号互动论也曾受到过争议袁走向

作粗暴等遥 孙咏莉等咱远暂的研究显示袁医患双方分别把

衰弱袁也出现过复兴的迹象遥 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

医务人员语言不当和举止不当作为影响医患关系的

论袁符号互动论为人类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与众

医方因素袁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三位遥 医患双方都认为

不同的社会心理学视角遥 符号互动论涉及的领域较

野医生讲话的语气冶是影响患者情绪的首要因素袁患方

为广泛袁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平台搜索发现主

还认为野医生的表情冶是影响其情绪的次要原因袁其次

要涉及社会学尧社会心理学尧语言学尧教育学尧教育心

才是野医生讲话的内容冶袁此外医务人员的手势尧问诊

理学尧传播学等学科领域遥 虽然医疗卫生领域对符

距离和身体姿势也是影响患者情绪的行为因素遥

号互动论研究较少袁但医学社会学研究者已经开始
关注这一理论对研究医患关系的意义遥

二尧我国目前医患互动的基本状况

猿援 医患双方互动的强弱势差异

医生在医患会话中往往处于强势地位袁 而患者
处于弱势之列遥 王茜等咱缘暂的研究发现袁愿园豫以上的患
者在整个会话中没有问句袁 医问患答的会话模式持

符号互动论认为人与人之间是通过符号或符号

续整个会话过程遥 吴修玲等 咱苑暂的研究指出袁患者一般

体系来传递信息的袁人类使用的符号主要分为语言

在会话中处于应答者的地位袁员园 组调查语料中袁患

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大类遥 医患关系是社会人际关

者索取信息的提问仅占患者言语行为总数的

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在微观层面袁医患关系就是一

猿援园猿豫袁当医生提出某个问题时袁患者几乎不会对医

种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面对面的互动关系遥 医患双

生提出的问题置之不理而去发起新一轮的提问袁患

方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互相交流尧促进了解尧增进

者很少对医生的话产生质疑袁即便有不同意见袁也只

感情遥 其中语言符号是指在诊疗过程中医患双方交

是委婉地表达遥

流的口头语和以书写符号文字形态出现的书面语袁
如告知病情进展和预后尧解释治疗方案尧签订知情同
意书等遥 非语言符号是指在医患双方交流中所各自
表现出来的仪表尧体态尧声调尧手势尧表情尧目光尧距离
等遥 语言与非语言沟通在医患信息交流过程中相互
渗透尧相互结合袁共同发挥作用 咱猿暂遥 近年来袁国内外一

些学者对医患语言和非语言沟通开展了专题研究袁
并对现状及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遥
渊一冤医患互动沟通的现状
员援 语言交流信息的不充分

医患会话是医生和患者沟通交流信息的主要方
式袁是医学诊疗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活动遥 目前

源援 医患沟通解释的有效性欠缺

威廉窑考克汉姆 咱愿暂在叶医学社会学曳一书中提到袁

野很多文献报告说袁不能用容易理解的术语向患者解
释其病情是医患会面中最严重的问题遥相应地袁医生
们说袁渊病人冤 不能理解威胁性的信息和不能理解威

胁性信息潜在的负面效果袁 是不能和病人完全沟通
的 两个常见原因遥 冶孙咏 莉等 咱怨暂 的研 究也 指出 袁有
愿怨援圆豫的医方和 苑缘援园豫的患方在医患双方交流疾病

的医疗信息时存在困扰遥 医生在此过程中比较困扰
的是患者听不懂尧 患者问个不停尧 自己表达技巧有
限曰而患者比较困扰的因素包括听不懂医生的解释尧
医生表达技巧有限尧越解释越让患者担心等遥

医患语言沟通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沟通时间不

渊二冤医患互动现状的主要原因

足尧解释内容不充分遥 徐双燕等 咱源暂的研究数据显示院

员援 医患信任程度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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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的紧张尧医患信任度的降低袁使医患双
方相互猜疑尧相互防范袁在互动沟通中采取自我保护
的措施遥 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袁能少说的就少说袁
可不说的就不说袁该说的一个不落袁检查项目不敢少

窑员圆苑窑

达能力尧适度的非语言行为尧熟练的人际沟通技巧是
医患之间情感互动尧信息共有尧达成共识的基础遥

三尧符号互动论对和谐医患关系的启示

做袁也不多让患者家属发问遥 而患者对医生的诊断尧

医和患是医疗活动中两个最重要的角色袁 良好

治疗措施也心存疑虑袁对医嘱不予配合执行袁或反复

的医患互动体现了互相尊重尧互相理解和互相信任袁

询问质疑袁或当面只字不提袁把诊疗活动一一记录对

是医疗行为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袁 是和谐医患关系

照袁有找多位医生咨询的袁有去多家医院求证的袁更

建立的基础遥作为一种研究社会行为尧人际关系的方

有甚者常备着录音尧录像设备悄悄记录袁野以备不时

法论袁 符号互动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并构建和谐的

之需冶遥 在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袁有的患者和家属不

医患关系提供了另一个视角遥

顾事实尧采取蛮不讲理尧漫天要价尧扰乱医疗秩序尧损

渊一冤重视医学人文特征袁认识医患互动的重要性

坏医院财产尧漫骂殴打医务人员等违反道德和法律

医学是一门具有人文精神传统尧 体现人文关怀

的不当手段袁使业已紧张的医患关系进一步恶化袁医

的学科遥医患关系的本质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遥

患之间的信任危机使袁医务人员与患者家属的互动

当前医患关系紧张尧医患信任度降低袁与医患双方人

沟通距离越来越远遥

文素养的缺失有很大关联遥 要使医患关系回归正常

圆援 医患角色换位的缺失

并趋于良好袁亟需医患双方加强人文素养袁使医疗过

社会分工与合作使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扮演着

程中应有的人文关怀得以回归遥 这不仅要求医务人

不同的角色袁在医疗行为中袁医患双方分别扮演着角

员要以人为本尧以德为本袁增强社会责任和良知曰而

色心理尧角色规范等差异显著的两种不同角色遥 现

且要求患者也要相应提高人文素养袁 以理性和信任

实中袁医务人员是医学专业的权威袁虽坚持医者治病

配合治疗 咱员园暂遥一方面袁医学院校要重视医学人文学科

救人的职责袁但往往忽视了患者医学专业信息的缺

的建设袁加强对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培育袁医疗机构要

乏与对医疗风险认知的不足袁虽烦恼于自身的职业

加大职业道德教育的力度袁 倡导医务人员发扬新时

倦怠与身心疲惫袁但较少关注患者患病的焦虑与急

期医疗卫生行业的职业精神曰另一方面袁我们也期望

躁情绪袁对患者的痛苦无助缺乏同情之心尧关切之

社会各界着力构建和谐的氛围袁 努力提升公民的文

情遥而患者及家属常把自己置于社会弱势地位袁虽对

化素质尧道德修养袁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创造良好的

医疗行为的专业性有一定认知袁但对诊疗效果寄予

社会环境遥 总之袁医患双方只有以人文关怀为基础袁

很高的期望袁虽深感于疾病的痛苦袁但较少关注医务

以理性替代冲动袁以沟通替代责备袁才能从根本上化

人员的职业压力尧身心健康袁对医务人员的辛勤付出
缺乏感恩之心尧感激之情遥 医患双方过多地强调自
身的角色认知袁对对方提出角色期望袁但很少进行角
色换位的思考袁阻碍了医患双方良好的互动沟通遥
猿援 医患沟通能力的差异

解医患矛盾袁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 咱员园暂遥

渊二冤领悟社会角色扮演袁提高医患互动的积极性
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占有一定的位置袁 担当一定

的角色袁与他人发生相应的角色关系袁且每个人的社
会角色既不是单一的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遥符号互动

医患互动的有效性取决于参与者的理解尧表达

论强调人们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过程中自我概

和沟通能力遥 医患之间往往因为年龄尧性别尧学历尧

念不断成熟袁 视他人态度和意向而行动的能力也不

专业等差异袁使互动沟通产生障碍遥 一些医务人员

断增强遥 医患互动过程的第一步就是社会角色的扮

野见病不见人冶袁忽视了患者的个体特征袁仅仅依照诊

演袁医患双方应首先了解自身角色的权利义务尧伦理

患者病情及治疗措施袁较少与患者进行目光交流或

方面医方要增强对医务工作者角色的感悟和认识袁

断思维进行机械性问诊袁用专业性极强的术语告知

规范尧行为特征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角色实践 咱员员暂遥 一

借助手势和肢体动作加以解释说明袁对情绪不稳定

按照职业的规范和要求自觉扮演好医务人员的角

的患者缺乏适度的安抚与鼓励遥 而由于专业知识的

色袁另一方面患方要提高思想道德觉悟和法制意识袁

缺乏袁一些患者或家属难以正确表述疾病的症状及发

摆正自身在医患互动中的角色观念袁 正确地履行自

展袁对医生的问诊常常答非所问曰一些患者鉴于医务

己的权利和义务遥 虽然医患双方不同个体间因自身

人员的权威袁问诊时没有任何反馈袁事后又满腹疑问曰

原因对角色的认知有一定的差异袁 但通过积极的医

还有一些患者袁自觉懂点医学知识袁总是带有一种疑

患角色互动袁可以不断领悟应有的角色袁理解他人的

惑的目光袁提出一些似懂非懂的问题遥 良好的语言表

角色袁调整自己的角色袁从而使医患双方真正按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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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社会角色规范真诚地扮演好自身的角色袁促使医

生与传递的效果与医患理解尧沟通能力有很大关联遥

患关系不断走向和谐遥

医护人员在与患者进行交流时袁 应以相互信任为基

渊三冤关注非语言符号袁增进医患互动的情感性

础袁根据患者的特点制订个性化的互动策略袁提高医

符号互动论认为非语言符号起着加强语言符号

患互动的有效性 咱员圆暂遥对于文化程度较低尧情绪焦虑不

的作用或传递着语言符号以外的信息遥 非语言沟通

安尧互动积极性较低的患者袁应主动与他们进行情感

有助于发挥言语的力量袁具有表达思想尧润色语言尧

性互动交流袁多加鼓励与安慰袁在解释医疗知识时应

表露感情等功能遥 不当的非言语符号也能反映出个

当更为耐心袁尽量用通俗化的语言与他们进行互动遥

人的精神尧素质尧能力方面的缺陷袁影响彼此的信任遥

对于文化程度较高尧情绪稳定有主见尧互动积极性较

在医患沟通中袁恰当运用超语词性提示渊包括语调尧

高的患者袁医生在沟通时除给予情感关怀外袁应积极

语速尧声音强度等冤尧目光接触尧面部表情尧体态语尧人

提供其所需的医疗知识袁多听取他们的想法袁并适度

际距离等非语言沟通技巧袁能够拉近医患之间的心

满足其个性化治疗需求遥良好的互动沟通方式袁能够

灵距离袁增进情感交流袁提高彼此的信任度袁有助于形

更大程度地提高患者的就医满意度袁促进和谐尧理性

成医患互动沟通的友善氛围咱猿暂遥 而良好的沟通氛围袁

医患关系的建立遥

动袁使医患互动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袁促进相互理解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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