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一个习惯， 每次跟教授
出门诊后， 都会在诊室再多待一
会。 首先清理诊室物品和卫生，
之后就会坐下来， 翻看教授看过
的病历。

病历、 老教授、 图书馆并称
为 “协和三宝”。 即使在电子病历
已经很完善的现在， 协和的教授们
在填写电子病历的同时， 也仍然坚
持书写纸质病历。 有些患者病史较
长或建档时间较早， 其病历甚至可
以追溯到几十年前。 每当看到大病
历袋里厚厚的一沓病案纸， 我就会
不自主地挺直身子。 病案纸上记录
着一个生命从萌芽到残烛的病理生
理， 闪耀着多少教授在诊疗中积累
的智慧结晶， 又见证着多少个临床
科室凝心聚力， 共同保护患者身心
健康的决心！

每次把大病历从病案袋里取
出， 我总是满怀着敬畏与感动。
在我眼中， 一张张泛黄的病案纸
上， 不仅能看到一行行工整的汉
字， 还能看到协和人的严谨求真
与协和医院的始终如一、 大道至
简； 不仅记录着一名医者从小医

生到大大夫的成长， 还记录着学
科的发展与现代医学科学的进步。

跟诊时， 每当遇到先前看过
其大病历的患者， 我心里都会涌
起一种熟悉的温暖， 总想多叮嘱
几句， 仿佛生命从此就联系在了
一起。 泛黄的病历里涟漪着感动
与传承的波纹， 字里行间闪耀着
医生的真情。 病历里记录的是患
者客观的病情， 是同行之间的尊
重， 是医学精神的传承， 更是对
生命负责的玉壶冰心。 医用口罩
挡得住细菌病毒， 但挡不住医患
愉快交谈的愿望。 医者眼中流露
出的不仅是对疾病的审慎， 更是
对患者殷切的愿望。 我很想轻轻
告诉患者， 我知道你的疾痛， 不
要怕， 请予我信任与托付， 我们
一起努力， 与疾痛战斗。

大病历就像一台时光机， 有
过往的故事， 当前的迷茫和对未
来的期望。 冲锋号角已经吹响，
时间啊， 请等一等， 小医生， 正
在努力成长。
作者： 郝文真 （北京协和医院）

来源： 中国医学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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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生命垂危患者不能取得
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 可以
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医疗
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
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干扰医
疗秩序， 妨碍医务人员工作、 生
活 ， 侵害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的 ，
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最新通过的
民法典在医疗损害责任篇中将医
患关系的 “权” 和 “责” 进一步
明确， 用法律武器保障生命人权。

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这样的
现象： 交通事故的受害人生命垂
危， 本人已无法表达意志， 又无
法联系其近亲属。 此时， 如不及
时采取相应的医疗措施， 患者可
能立即死亡或遭受严重的伤害 。
那么， 医院到底救还是不救？ 最
新民法典规定 “因抢救生命垂危
的患者等紧急情况， 不能取得患
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 经医疗
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
准， 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
施。” 这体现的是鼓励医疗机构在
患者处于紧急情况下积极施救的
价值导向 ， 可使医院放下包袱 ，
免除后顾之忧， 积极施救， 从而
可使那些生命垂危的患者得到及
时救治。

近年来因治疗需要， 输血不
慎感染艾滋、 乙肝、 丙肝等事件
频频见诸报端。 随着事件的发酵

蔓延， 人们已经意识到输血作为
现代医学的一项重要治疗措施 ，
一方面实实在在地挽救了成千上
万的患者性命， 但另一方面， 整
个输血过程涉及血液采集、 血液
检测、 血液贮藏、 血液运输、 血
液注射等， 每一过程都伴随极高
的风险。 如何保证当出现输血感
染致损时， 患者能及时、 便捷索
赔？ 民法典规定 “因药品、 消毒
产品、 医疗器械的缺陷， 或者输
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
患者可以向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者、 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 患
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 医疗
机构赔偿后， 有权向负有责任的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 生产者 、
血液提供机构追偿。” 民法典以严
格责任原则保护输血感染案件中
弱者的利益， 减少医患纠纷、 稳
定社会， 正是法律所追求的正义

价值所在。
近年来， 我国因医疗问题引

发的纠纷层出不穷， 从围殴医护
人员， 到花钱雇医闹、 强迫医生
下跪以及恶性杀医， 医疗领域的
暴力事件和违法犯罪已经成为社
会痛点。 任由这一现象发酵， 不
仅影响正常的医疗秩序、 破坏医
患之间的信任， 也将滋生社会戾
气， 让非理性的行为在社会中蔓
延。 民法典提出 “医疗机构及其
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干扰医疗秩序， 妨碍医务人员工
作、 生活， 侵害医务人员合法权
益的， 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医疗
纠纷、 惩处涉医犯罪， 有助推动
建立正常的医疗秩序、 和谐的医
患关系。
作者： 朱宁宁 张国栋 张煜 等
来源 ： 法制日报、 人民法院报、
法制博览

������4 月 10 日， 对湖南省肿瘤
医院妇瘤三科主任周彦杰来说，
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那天，
她和往常一样， 在病房交班、 查
房， 准备手术。 忽然听到病房同
事说有人找她， 来者是一位患者
的儿子， 受妈妈委托特地从邵阳
新宁来到长沙。

患者儿子告诉周彦杰， 他妈
妈天天在家念叨， 很想和她视频
见一面， 亲自表达对她的感谢。
周彦杰半信半疑， 以为是他们记
错了人。 询问家属患者名字， 从
电脑里调出资料后， 周彦杰才确
定真是 2002 年收治的患者宛国
娥， 来者是她的儿子黄新东。 确
认信息后， 周彦杰在办公室和她
18 年前曾诊治的宛国娥进行了
一场 “隔空见面”。

“周医生， 你还记得我吗？
你胖了哟。” 视频里， 正在地里
干活的宛国娥开心地对着周彦杰
说道 。 灿烂的笑容 ， 幽默的话
语， 两人就像久别重逢的朋友，
流露出真诚的喜悦。

“当时我真不敢相信， 以为
是熟人介绍来找我复查或看病
的。” 周彦杰动容地说。 宛国娥
让儿子给她带来两瓶蜂蜜。 “这
么多年过去了， 看到她的模样，
看到她健康可爱的样子， 从内心
为她战胜疾病而高兴。”

当天， 从不爱发微信圈的周
彦杰把这件事分享出去， 短短时
间内， 300 多名同事、 病友们关
注留言。 有相同感受的患者在朋
友圈下讲述自己与癌症抗争的心
路历程， 有同事点赞这 18 年后
医患暖心的再度相见。

时间回到 2002 年 4 月 9 日。
52 岁的宛国娥因宫颈癌在湖南
省肿瘤医院接受了子宫广泛切除
加盆腔淋巴结清扫术， 为她手术
的就是周彦杰医生。

“我妈生病以后， 治疗期间
一直是周医生接诊。” 黄新东说，
妈妈特别勤劳朴实， 当时在医院
治疗时考虑经济问题， 想放弃手
术， 是周医生帮着做通了妈妈的
思想工作。

已经 70 岁的宛国娥， 在家
里风里来雨里去 ， 天天干活做
事， 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唯一的
心愿就是想要见见周医生。 “准
确地说， 妈妈十年前就想看看周
医生。” 黄新东说， 2002 年妈妈
出院， 想做锦旗表示感谢， 但周
医生知道他们家境不宽裕， 坚决
拒绝。

医患 18 年的生命之约， 令
周彦杰心里倍感温暖 ， 她说 ：
“没想到患者会记得我， 这让我
找到了做医生的自豪感， 平时再
辛苦也值得。”

湖南省肿瘤医院 刘孝谊

如同各行各业的文化建设一
样， 医院文化建设也离不开舆论
引导、 环境熏陶和习惯养成。 而
开办文化之窗， 架设医患桥梁，
不失为一个既简便又奏效的好办
法。

时下， 医院的门诊部、 住院
部张贴的很多都是带有强制性、
提示性的要求、 须知、 禁止等。
而如果能在这些张贴各种 “要
求、 须知、 注意” 的地方， 有意
识地开辟一块 “园地”， 将医院
对患者的承诺、 医务工作者治病
救人的感悟和体会， 以及患者想
说的话、 要表达的感激等等利用
这个窗口反映出来， 相当于是架
设了医患沟通的桥梁。 譬如， 患
者送红包被医生巧妙谢绝———当
下接收， 术后让护士原封不动地
退还， 患者痊愈后写来感谢信，
这样的事情若能在 “园地 ” 和
“窗口” 里 “展示”， 既是对医院
形象的有力宣传， 也是对医院员
工良好的教育。

作者： 王学华 来源： 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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