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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鼓励社会办医，民营医疗机构发展势头快速
的情况下，医生人力资源管理显得至关重要。

当今医疗市场的竞争是人力资源的竞争。目前，民
营医疗机构医生人力资源管理还存在着医生流动性大、
人才结构不合理、薪酬待遇差、发展空间小、文化建设缺
失等问题。

民营医疗机构只有建立科学系统的人力资源管理
机制、建立公平合理的薪酬体系、加大对医学科研的重
视与投入力度、争取政府政策的支持，在人性、人体、人
文、人品、人才、人心、人气方面做文章，才能得到健康持
续的发展。

一、坚持人性服务

人性就是人内心的本性。人的本性都会对美好的
事物产生更大的兴趣，美丽的地方才会更具吸引力。

幽雅怡人的医院环境会让患者烦躁的心安静下来，
找到舒适感。这种美好的感觉会让人印象深刻，更能使
患者记住医院，一生病就能想到这家医院。

怎样才能抓住“人性”，为患者提供更舒适的服务，
这就需要我们必须有超前的理念，敢为人先，倾力打造
舒适的诊疗环境，给患者留下深刻、良好的印象。

二、坚持人体研究

人体就是人的生命体。生命是最珍贵的，当无数饱
受病痛折磨的患者来到医院时，他们最大的渴望就是能
健康地活着。

面对错综复杂的机体变化、瞬息万变的病情，医务
人员能及时准确发现病因、为患者提供高效快捷的治
疗，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出来的，需要无数医务人员孜
孜不倦地探索，才能创造生命的奇迹。

针对人体机理和疑难病症，河南宏力医院将其视为
极其宝贵的病源科研财富，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科研经
费，培养相关疾病方面的人才。食管癌基金的设立、心
脏病的免费治疗、透析室的成立、脑瘤手术的开展、胃镜
的免费普查……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人体并不断锤炼技
术的体现。事实证明，抓住这个细节会让我们做得更出
色。

三、坚守人文关怀

人文就是人的精神追求。好的医疗能治疗患者身
体上的疾病，但无法治疗患者的心病。细致入微的人文
关怀能让患者恐惧病痛的心找到安全感。

河南宏力医院坚守人文关怀。比如，我们在医院大
厅放着钢琴，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帮一些需要释放情感
的人找到心灵的归宿；在等候区配置真皮座椅、电视、免
费书报、自动饮料机等，方便患者；在儿童诊室外墙上绘
制很多栩栩如生的植物、动物卡通图画，消除孩子们的
恐惧心理……抓住人文建设这些细节，能极大地提高医
院档次，给身处其中的人带来舒适感，让患者在看病的
同时能得到精神上的享受，体会到医院的人文关怀。

四、坚持人品考量

人品就人性品质，也就是医德。医务人员好的医德
不仅会给医院带来正面宣传，更多的是树立了自己的良
好形象。

在河南宏力医院，医务人员始终追求患者至上，全
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正是拥有这种好的人品，医务人员
才能心无杂念、踏踏实实去做事。

此外，笔者认为，医学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
术。救死扶伤是每一个医务人员的天职，追求高超的医
疗技术是医务人员的使命，但一个好的医务人员不仅要
拥有高超的医术，更要有与人良好沟通的能力。

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先进人物事迹，阅读一些人文方
面以及心理方面的书籍，不断去感悟、去了解患者的心
理，要尽可能站在患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真正做到患
者至上，让患者能够切切实实感受到我们是从内心深处
来帮他的。

五、坚持人才培养

人才是医院发展之基，是一家医院最宝贵的财富。
医院只有重视人才培养，在引进人才方面有自己独到的
理念，让每一个招进来的人都能成为人才，才能因这些人才而发展、而进
步。医院还要给每一个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让每一个人才都有自己
的舞台。

针对人才培养，笔者认为，医院要有独到的人才观，不唯学历、不唯资
历，只看能力，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
让能干事的人有舞台、让干成事的人有地位，让大家在竞争的学习环境中
敢比、敢拼，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努力培养有梦想的人才，打造学习型医院
和创新型医院。

六、坚持人心合一

人心就是大家团结协作的精神，是最大的生产力。
笔者认为，人心对医院的发展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目前，院、科两级管

理是凝聚人心向心力的最好管理，坚持院领导大查房，深入科室现场解决
问题，提高各级的执行力和反应速度，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

随着医院的发展壮大，很多方案能否顺利实施，很大一方面取决于各
级领导的政策决策和执行力，但更取决于下面的反应速度，只有高效的执
行力和快捷的反应速度才能使政令畅通，才能让各种计划顺利实施。

七、坚持人气升级

人气是细节凝集的结晶，是医院品牌的最好标准。每个人都需要人
气，一个集体更需要人气，集体的人气需要更多有人气的人来创造。

如果医院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做好自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
身不正，虽令不从”，医院各级领导大到院长、小到组长都起到了模范带头
作用，以榜样来管理、以管理促发展、以发展来产生更多榜样，那么，在日常
工作中，我们就会有更多感动科室、感动医院的人和事。以这些有人气的
人来创造人气科室，以这些有人气的科室来打造有人气的医院，医院才会
不断发展壮大，才能树立自己良好的品牌、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医生需练三医生需练三““qingqing””
倾听倾听 察言察言 巧沟通巧沟通

——浅谈新形势下的医学人文建设与医患关系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吕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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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大家更加注重自身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这也对

医务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怎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减少人们在寻医问药过程中产生的医

患矛盾和医患纠纷呢？笔者认为，要重点关注医疗卫生机构的医学人文建设与践行。

第一“qing”：说话清 将专业术语变通俗易懂

在正式讨论医
学人文建设对于建
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的重要性之前，笔者
首先和大家探讨一
下人文和医学人文
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人
文呢？《辞海》中这样
写道：“人文指人类
社会的各种文化现
象。”众所周知，文化
是人类或者一个民
族、一个人群共同具
有的符号、价值观及
其规范。人文则是
指人类文化中先进
的、科学的、优秀的、
健康的部分，集中体
现在：重视人，尊重
人，关心人和爱护人
等方面。简而言之，
人文，即重视人的文
化。

那 么 ，什 么 是
医学人文呢？医学
人文是一个探讨医
学源流、医学价值、
医学规范以及与医
学有关的其他社会
文化现象的学科群，
包括医学史、医学哲
学、医学伦理学、卫
生法学、卫生经济
学、医学社会学等。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
来，随着医学模式从
生物医学模式向“生
理—心理—社会”医
学模式的转变，以及
关于医学“目的和价
值”问题的探讨成为
热点，我国医学人
文的教学与研究便
出现了热潮，一些
医学院校陆续开始
了 医 学 人 文 的 教
学，医学人文方面
的 著 作 也 相 继 问
世。

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我国医学人文
在这一热潮中得到
了长足发展。

笔者针对医学
人文的理解与体验，
总结了自己的一些
看法，接下来和大家
一起分享一下。

第二“qing”：手上轻 察言观色减少操作痛苦

有时候，我们在门诊一上午就要
接诊五六十名，甚至七八十名患者，涉
及的病种多、病症杂，难免心浮气躁。
这个时候，我们更要耐着性子听患者
说完。耐心倾听患者的表述，往往有
助于我们抓住治疗的关键点。

分享笔者在临床上接诊的一个病
例。一天，门诊上来了一位年逾七旬
的患者。患者古铜色的脸庞上爬满了
深深浅浅的皱纹，一双眼睛空洞无
神。她咧咧嘴笑着，一口牙也脱落得
只剩几颗。

她顿了顿问我：“大夫，这能看病
不？”“可以，您先坐下来歇会儿。”我回
答她。通过十几分钟可以称得上是唠
家常式的谈话，我知道了她老伴去世
多年，孩子们都不在身边，且患者已经

有十来年的高血压病史，还有多年的
气管炎。患者的病情一直反反复复。
最近一段时间，患者觉得头昏脑涨，咳
嗽、咯痰明显比之前加重。

“大夫，俺最近半夜老做梦。梦到
俺那个死去的老头子总找俺。俺这病
也是一天比一天重。你说，俺是不是
得癌症了？”

我告诉她：“您不要胡思乱想，有
问题找医生。我先给您量个血压，一
会儿我再给您听听。”

很快，血压测出来了，180/108毫
米汞柱（1毫米汞柱=133.322帕）。我
拿起听诊器掀起她的衣角，一眼瞥见
患者有明显的桶状胸。我将听筒放到
患者瘦弱的胸壁上，发现患者双肺湿
啰音明显。

“您血压高，得引起重视了；肺上
也有炎症，得去拍个片子看看。有问
题，但不大，您思想上别顾虑太多。咱
医院有心内科、呼吸科的专家，让他们
帮您制订个方案。”

“谢谢你，大夫！好长时间没人听
我这么说说话了。”她低下头，继续说，

“我不识字，孩子们买来的药我也不知
道叫啥名，有时候忘了或者哪个药没
有了就不吃了。孩子们都嫌我啰唆，
不听我说话。谢谢你了，大夫。”

可能老人的疾患依然在，可能在
将来的某天老人还会因此住院，但是，
医生能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听她唠叨，
在心理上给予她安慰和帮助，产生的
效果可能胜过打针吃药。因为，聆听
是一种尊重，更是一剂良药。

第三“qing”：身体倾 要勤于思考重聆听

对于一名临床医生而言，“5+3+
N”的教学培养模式由来已久。从基
础入门的《人体解剖学》到《内科学》
再细分至《呼吸内科学》等，专业知
识的学习和培养也是逐渐积累与升
华的。

学习的时候由简入难，但是，让患
者听明白烦琐复杂的专业术语，是医
务人员需要毕生修炼的一项基本功。
因为，在临床工作中，与患者建立有效
的沟通，是治疗的关键所在。

医务人员都接受过系统正规的
医学教育，但是患者的学历参差不
齐，在治疗过程中要对症下药，接诊
患者时要见招拆招。比如，当一名脑
梗死农民患者询问自己为什么会有
脑血栓时，如果医生将书本上的那一

套理论原封不动地背给患者听，就算
解释得口干舌燥，患者也会一头雾
水。

其实，这时打个形象恰当的比喻
就能事半功倍。医生大可以这样告诉
患者：“咱的血管就像是田里浇地的水
管一样，怎么摆放的都有，这样才能供
应到全身。水管里流淌的水就是咱的
血液。可是，井里、河里的水不像家里
喝的自来水，没有经过处理，里面是有
泥沙和杂质的。这些泥沙从水管里流
过，水管又是固定不动的，时间一长，
泥沙就会沉积到水管壁上，就是咱们
说的血栓形成。如果时间太久，这些
附着在水管里的泥沙太多，就有可能
把水管堵死；水流不通了，就形成了栓
塞。咱的大脑是个司令部，血流不好

了，大脑的供血供氧就会受到影响，患
者就会出现头晕、恶心、看东西不清楚
等临床表现。”

简简单单的一个比喻，既能拉近
医患之间的距离，让患者有一种生活
感与亲切感，又能让患者听得清楚明
白。患者听明白了，医患关系肯定不
容易剑拔弩张。

此外，医生不要吝啬自己的一字
一言。我们都知道，医务人员在临床
工作中习惯使用医学术语和医学术
语缩写，以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在
向患者交代病情及药物使用的时候，
这却成了一块短板。例如：“泮托
40mg，qd po”就没有“泮托拉唑钠
肠溶胶囊，每粒 40毫克，每天 1次，每
次 1粒，口服”来得直观明了。

在临床工作中，不可避免要完成
各种体格检查和临床操作。在培训和
学习中，医务人员要把每一次训练都
当成是在患者身上操作，脑子里要时
刻有无菌观念，还要把人文关怀牢记
心中。

在触诊前，搓热双手的同时告知
患者自己的手有点儿凉，一来可以让
患者感受到自己被关怀，二来可以给
患者一个信号：接下来要进行体格检
查了，使其有所心理准备。

在触诊过程中，要时刻注意询问
患者有无不适和痛苦，观察患者面部
表情有无变化，从这些细枝末节也能
提取到重要的诊疗信息。

在做有创操作时，要提前告知患
者及家属相关操作风险，取得其知情
同意。在操作过程中，要做到沉着冷
静，可以跟患者像唠家常一样转移患
者的注意力，减轻操作带来的痛苦。

此外，还需要严密观察患者的一
般生命体征变化及操作可能出现的副

反应等。只有做到了这些，让患者切
身体会到医务人员在帮助自己治疗疾
病，帮自己渡过难关，才能尽可能地规
避相关的医患矛盾与纠纷。

不说胸中有丘壑，但要做到胸有
成竹。在这种情况下，医务人员要在
心里牢记人文关怀的理念，理解患者
本身就饱受病痛的折磨，在做有创操
作的时候，尽可能减轻操作带给患者
的痛苦，也是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法
宝。

以上就是笔者在工作学习中体会到的三“qing”，也是笔者践行医学人文的方法和要点，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和启示。

《道德经》中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医务人员在临床工作中要具备哪三
“qing”特质，才能把医学人文贯穿始终，从而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