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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沟通 信任

——用仁爱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你健康 我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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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是公共服务中一个“敏感地带”，是一种
特殊的人际关系。对病人来讲，都希望遇到医术高明、
态度和气的医生为自己治病，但在当今看病难并未彻
底缓解的现实面前，医患之间仍存在着种种矛盾。
医患关系和谐的前提是相互理解，基础是信任。
正所谓
“以德服人”，这包括对患者生命、人格和权利的
尊重，对专业的敬业精神，对患者痛苦的感同身受，以
及及时有效的沟通。
“医乃仁术”
“仁者爱人”，只有出于
仁爱，医生才会充分发挥医疗技术的力量，让患者感到
信任和安全，
也让医者自己获得尊重和工作的快乐。
记者 陈轶东

理解
ICU 又叫重症监护室，是医院里最
特别的一个部门。住在里面的病人，有
的可以自己走出来，更多的是被车子推
出来。这里的病人一出现病情变化，很
可能就是一场恶战，医护人员常常需要
和死神正面交锋。在 ICU 工作的医护
人员，最能体会生命的脆弱和可贵，也
更能理解病人和家属的感受。
在生命最脆弱的时候，病人们更需
要强有力的精神支持。每天查房时在
患者耳边轻声呼唤他们的名字，是余杭
一院 ICU 医护人员最常做的事。他们
会给患者竖一个大拇指，或是为患者家
属递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各种鼓励

病人的话语。
余杭一院 ICU 的病房里曾住过一
位王奶奶。她气管被切开，因为一刻都
不能脱离呼吸机，沮丧无望的心情常常
涌上心头，时常拒绝治疗，对医护人员
闹一些小情绪。一天清晨，护士遵医嘱
为王奶奶进行动脉血采集，王奶奶就一
直不愿配合。ICU 的护士们轮番出来
劝说，告诉她采集动脉血标本的必要
性，然而王奶奶不但不听劝说，还对在
场的护士们发脾气、闹情绪。护士们一
遍又一遍耐心地向王奶奶解释，才逐渐
安抚了她的情绪。
第二天一早，王奶奶把护士招呼到

沟通
“有时候，医生太需要家属的配合
和理解了，电话沟通总有局限之处，关
于病情进展和治疗的情况最好是能当
面及时沟通。”区中医院肿瘤内科的曹
月娇刚值完一个 24 小时的班，这天病
区共收了八个新病人，问病情、开医
嘱、家属谈话，写病历，按她的话说；
“来来回回走了太多的路，反反复复说
了太多的话，又太长时间盯着电脑，一
天下来口干腿酸双眼模糊”。刚准备
下班的她再次到 10 号房间，希望能见
到 20 床王大妈的儿子跟他谈谈，但是
对方不在。作为主治医师的曹月娇，
已将近一个星期没遇见这位患者的家
属了。
王大妈第一次住院是由急诊收入
的，有老年痴呆症状二十余年，近日意
识模糊、昏迷，CT 显示颅内占位病变，

身边，吃力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很对
不起你和所有的护士，我与你胡闹一
场，事实上你们对我护理得很周到，对
不起你，还应该多谢你。”几天后，王奶
奶的家属还特意送来了感谢锦旗。
“在 ICU 这样的生存环境下，没有
十足的耐心和不间断的鼓励，很多患者
是无法坚持下来的。”护士张燕燕说。
ICU 的护士和别的护士不同，除了对患
者进行专业的医学护理，还要负责照顾
患者的生活，包括饮食、大小便，甚至情
绪……在这些的日常护理中，委屈和无
奈就是家常便饭。患者会因为昏迷对
护士的照料无从感知，家属会因为不能

进入 ICU、看不到护士工作日常，而存
在抱怨。
“这种时候，相互理解就显得非
常重要。”
其实很多时候，矛盾的发生，关系
的紧张，源于双方的互相不理解。医患
双方应该是站在同一阵营、面对疾病同
仇敌忾的战友，医生用行医救人的天
职，自始至终地感知病人，关爱病人;而
患者应该相信医生、配合医生，这样才
能打倒共同的敌人。
让医患关系持续改善，让医患和谐
继续向好，进一步增加双方的理解，是
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为什么还不能自己进食……”曹月娇
随后找家属沟通，
“虽然大妈手术很成
功，医生也努力想让她尽快好起来，但
术后恢复程度因人而异、过程也很漫
长。希望你们给予病人以及医护人员
更多耐心……”当时家属情绪很激动，
事后曹月娇笑着坦言自己当时被气得
不轻。
之后曹月娇隔三差五就抽空给王
大妈家属打电话告知病情。
“上周末打
了电话希望大妈的儿子能来医院，大
家一起探讨下一步方案，大半个星期
过去了，我还是没能见到他。家属不
在，医生护士和护工就是患者最亲近
的人了，我们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了。”话语间，曹月娇给大妈做了检查，
又仔细叮嘱了护工一些注意事项。
医患之间的不理解，更多是沟通

的问题：如果你知道急诊首要是处理
最危重的病人，就不会因为感冒发烧
在急诊室大吵大闹；如果你知道医生
每一个手术方案都要经过详细的论证
和思考，就不会怀疑治疗方案是否存
在过度治疗；如果你知道医生每天要
工作十几个小时、看上百个病人、面对
各种焦虑的状况，你就不会觉得他那
张疲倦的脸是不在乎你；如果你知道
医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治愈病人，你就
不会觉得他不想把你治好……
医患沟通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
前提，是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在诊疗
活动中与患者及其家属在信息方面、
情感方面的交流，是医患之间构筑的
一座双向交流的桥梁，医患沟通更是
获得良好医患关系的有效途径。

在乔司永西村，一提起高尔虎医
师，可谓家喻户晓。作为一名从医 48
年的乡村家庭签约医师，他管理着当地
2000 多 人 的 健 康 。 谁 患 过 哪 些 慢 性
病，谁家有几个小孩，孩子几岁，他都一
清二楚。
“签了约，就是病人对我的一份
信任，也是自己心中的一份责任。”高医
师对病人体贴关怀，曾在下班后大雨如
注的傍晚，赶往患者家中出诊；更有
“小
毛驴”在中途罢工，只得推车步行的尴
尬。
3 月 12 日上午，一位患者家属走进
乔司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永西站的办公
室，激动地说：
“我来是想感谢服务站里
的高医师，他对我妈妈的照顾真的让我

们很感动。”这位家属口中的妈妈是位
高位截瘫患者，在临终前的几个月里，
每隔 1 到 2 天，高医师都会在晚上时间
主动上门换敷贴，风雨无阻。
“我们要付
他出诊费从来不肯收，过年想送点东西
给他表达一下谢意，他也从来不要，只
有到服务站来表示对高医师的感谢。”
而高尔虎却淡然一笑：
“ 作为一个
家庭签约医生，我没有大医院医生那样
的高超技术，却让我养成了在服务态度
上、细节上多换位思考的习惯，这个年
纪赢得一村老小的信任，我觉得很值
了。”临床中，高医师常常会听到这样的
问题：对于诊断，患者会反复不断地询
问你是不是确诊；开了药之后，患者则

会反复问你应该怎么吃，这些药吃了会
不会有依赖性，能否保证治好他的病。
他总是眼睛注视着对方，用诚恳的语气
说，
“如果是我的家人，我也一定会这么
开药的。”
患者们便会很放心地离开。
老子曾说过，
“天下难事必做于易，
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应用到医患关系
中也是这个道理。很多医生都觉得只
要医术过硬、技术好就能让患者信服，
殊不知建立起医生和患者之间信任的
往往都是这些不起眼的细节。虽然换
位思考听起来简单，但只有当切身去体
会、感受患者及其家属的诉求，将病人
视为亲人时，才有可能赢得他们的信
任。

为积极落实“2019 年度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进一步推进“10+X”惠民新政，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2019 年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工作即将启动。
记者 陈轶东 通讯员 周怡
现，我区老人检出率占前三位的疾病
主要包括高血压病、高脂血症和泌尿
系统疾病。实施白内障筛查，共筛查
出可疑病人 11571 人，已实施白内障
手 术 1062 人 ，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57.57%。在试点单位开展慢阻肺病人
筛查，筛查 501 人。从检查结果看，
退休人员和城乡居保的老人疾病谱没
有明显差别。

即将启动的 2019 年健康体检项目
与 2018 年基本相同，主要包括内科常
规、外科常规、眼科常规、耳鼻喉科
常规、胸片、心电图、B 超、血常
规、尿常规、生化十一项、肿瘤标志
物、白内障初筛等项目。同时，将继
续加强体检后管理工作，建立余杭区
城乡居民健康大数据库，建立居民健
康档案，开展健康管理和健康干预。

曹月娇主治医师（中）与省级专家在讨论一
患者病情

刚想下夜班的曹月娇又坐下为一家属开诊断证明

是和谐医患关系的润滑剂

2019 年余杭区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体检即将启动

余杭区自 2018 年开始实施 60 周
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政
策，并将城居医保参保居民体检标准
由 60 元提高到 300 元，企业退休人员
实现每年一次健康体检。区卫健局专
门制定了 《余杭区围健康体检期工作
方案》，明确了体检前、中、后各阶
段工作内容。2018 年共体检 15.46 万
人 ， 体 检 率 达 76.61% 。 通 过 体 检 发

区一院 ICU

是医患间双向交流的桥梁

诊断为颅内肿瘤。肿瘤内科请脑外科
及省级专家会诊后认为患者还有手术
机会，但因肿瘤较大建议去省级医院
治疗。患者转杭州做了脑肿瘤切除，
术后第五天，王大妈又出现在区中医
院急诊室，是家属不听医生劝阻坚持
要转回区中医院治疗，急诊只能将王
大妈再次收入肿瘤内科。曹月娇发现
王大妈的儿子很忙，较少来病房，床前
长期只有一个护工照顾，想跟家属沟
通病情及治疗方案，却常常几天碰不
到人。大妈术后出现了尿崩症、误吸、
肺部感染等一系列问题，主治医师曹
月娇与同事们不断调整治疗方案，指
导护工科学护理，
大妈病情逐渐稳定。
但家属对患者的恢复并不满意，
有一次夜间来病房对着值班医生大发
雷霆。
“ 为什么病人还不能下床行走，

信任

高尔虎医师为病人量血压

是医患融洽的前提

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由家庭医生
面对面解读体检结果，通过随访和健
康管理工作，及时给予健康指导和咨
询。
这一民生举措，有利于对老年人
健康的评估，有利于疾病的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有利于提高群体健
康水平，推进“健康余杭”建设。

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实质上是“利
益共同体”。战胜病魔既要靠医生精湛
的医术，又要靠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
积极配合。在疾病面前，医患双方是同
盟军和统一战线，医患双方要相互鼓
励，共同配合，才能求得比较好的治疗
效果。
何 以 解 忧 ？ 唯 有 充 分 的 理 解、沟
通、信任。只有医生和患者能够做到相
互理解、相互信任、顺畅沟通，才能迎来
医患和谐的春天。

2018 年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体检发现的主要异常和疾病
主要异常和疾病
异常及疾病总数
高血压病
高血脂症
泌尿系统疾病
糖尿病
肝功能异常
胆石症胆囊炎
肾功能异常
精神疾病
恶性肿瘤
肺结核
其他疾病

检出人数
173680
67293
24655
22839
12670
8611
6916
6711
360
80
45
20359

检出率（%）
112.34
43.52
15.94
14.77
8.95
5.56
4.47
4.34
0.23
0.05
0.03
1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