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在大学工作时， 每年都要
对毕业生嘱咐几句话： 你们当医生
后第一个任务便是学会和患者说
话， 即使当下医生工作繁忙， 也不
要忘记和患者及时沟通。

医患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 相互理解的前提是沟通。 医生
说， 工作太忙， 没有时间与患者充
分沟通； 患者说， 希望医生给点时
间， 从医生那里得到准确信息， 而
不是夸大的风险和对疾病的无奈。
医患之间的知识是不对等的， 解决
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加强
沟通。 我们对近 3 年来的医患纠纷
事件进行剖析， 发现 90%以上的事
件存在着沟通不畅或缺乏沟通， 有
的时候因为医生少几句耐心解释，
付出了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

笔者原来工作的医院神经外科
主任乔登洪教授， 是一位和患者沟
通的高手， 我发现他当主任时科室
从来没发生过一起医患纠纷。 他把
办公室设在进入病区门口的第一间
房， 而且从不锁门。 乔主任解释说
这样方便医务人员和患者找他交
流。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与患
者沟通交流是艺术， 也是技术。
作者： 张雁灵 （中国医师协会 ）
来源： 中国医学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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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 有一项大规模的群众
性运动， 全民动手， 人人参与； 长
盛不衰， 历久弥新。 不论是争创国
家、 省级卫生文明城市， 还是推进
健康人居环境建设， 都发挥着极为
重要的作用， 它就是享誉全球的中
国爱国卫生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 百废待兴， 卫
生环境脏乱差， 城乡疫病流行， 群
众缺医少药。 1952 年， 毛泽东题词
指出： “动员起来， 讲究卫生， 减
少疾病， 提高健康水平， 粉碎敌人
的细菌战争”， 在全国倡导、 发起
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 同年，
中央成立防疫委员会， 随后更名为
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 周恩
来、 习仲勋同志担任前两届中央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

彼时， 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以除
“四害 （苍蝇 、 蚊子 、 老鼠 、 蟑
螂）”、 讲卫生、 整治环境为重点，
发挥爱国卫生运动在重大疾病防
控、 重大自然灾害应对及大型活动
保障中的统筹协调作用 ， 全民参
与， 使新中国在 “一穷二白” 的国
情下经受住了鼠疫、 天花、 霍乱、
血吸虫病等各类疫情的严峻考验。
这项以爱国为核心的卫生运动， 大

幅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明素质和自
我防护能力。

多年来， 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以
“清洁家园、 灭蚊防病” 为主题的
群众卫生运动， 加强病媒生物防治
工作。 因此， 全国的血吸虫病疫情
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登革热疫情明
显下降， 成功抗击了 H7N9 流感等
突发传染病疫情 ； 在四川芦山地
震 、 云南鲁甸地震和洪涝灾害灾
后 ， 积极开展卫生防疫 、 环境清
理、 病媒生物防治等各项措施， 确
保 “大灾之后无大疫”。

习惯是积久养成的生活方式，
最终形成一种顽强而巨大的惯性力
量。 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绝不
是简单的清扫卫生。 几十年来， 时
代的变迁赋予了爱国卫生运动不同
的内容 ， 人居环境改善 、 饮食习
惯、 社会心理健康、 公共卫生设施
等多个方面都成为其题中应有之
义。 1982 年， “开展群众性的卫生
活动” 被写入宪法， 确立了爱国卫
生运动的法律地位。 全国各地深入
推进 “管水、 管粪， 改水、 改厕、
改畜圈、 改炉灶和改环境” 的 “两
管五改 ” 工作 ， 基本消除了克山
病、 大骨节病。 本世纪初， 针对非
典、 禽流感等突发重大疫情， 各地
开展了 “三讲一树” （讲文明、 讲
卫生、 讲科学、 树新风） 活动， 以
农村为重点推进 “三清三改” （清

污泥、 清垃圾、 清路障和改水、 改
厕、 改路） 的环境整治， 为保障人
民群众健康作出积极贡献。

2020 年 1 月， 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 我国通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广泛动员卫生健康 、 住房城乡建
设、 交通运输、 农业农村等相关部
门， 依托爱国卫生工作网络， 构筑
联防联控的严密防线， 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打下了重要基础。

人类在和疾病斗争的过程中，
社会文明得到不断发展 。 这场疫
情 ， 更让公众认识到创造一个干
净 、 卫生 、 整洁的工作和生活环
境，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对于民
生福祉以及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要
意义。 今天， 我们在防控新冠疫情
的同时， 一场以 “改善环境、 共享

健康” “杜绝食用野生动物， 向不
卫生不文明的饮食陋习宣战” “垃
圾分类” 等为重点的总动员， 在全
国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新热潮。 人
人践行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的生活
理念成为新风尚。

实践证明， 爱国卫生运动是中
国创造卫生奇迹的一条重要经验。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远在其他国家
开始讨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之
前， 中国就已经制定出一套解决这
些问题的框架， 这无疑是卫生环境
领域的世界创举 。 2013 年和 2017
年， 世界卫生组织先后授予中国政
府 “健康 （卫生） 城市特别奖” 和
“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 表彰
中国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举世瞩目的
卓越成就。 本报记者 汤江峰

������前不久，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老年医学科主任孙卫平走上 “全国
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 领奖台，
捧回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颁发的
“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称号”
奖牌， 高度肯定了他在全市率先开
设老年医学科 6 年来为老龄人所做
出的贡献， 以及他在医学领域为病
人带来的健康和关爱。

一科治多病巧解老人愁
2018 年 12 月 8 日， 有位重病

老人从外院转过来时， 呈呼吸困难
和严重衰弱状态。 家属说： “呼吸
困难， 心血管医师认为是呼吸的问
题， 要求转呼吸科； 而呼吸科医师
会诊后， 认为是心脏的问题。 这让
我们很无奈， 在北京当医师的女儿
从网上查到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有
个老年医学科， 实行多学科综合查
房、 能多病同治， 所以我们就转过
来了。”

孙卫平组织科内相关亚专业的
专家进行讨论， 制订出一个多病同
治、 急性医疗与康复同步、 治疗和
心理护理相结合的治疗方案。 经过
2 周的治疗和护理， 老人明显好转
出院了。

一个月后， 老人来院复诊， 孙
卫平差点没有认出她来 ， 孙卫平

说： “您的变化太大了， 您入院时
呼吸非常困难， 不能平卧， 不能上
厕所， 在病床上吃饭都很艰难， 已
经处于失能状态， 没想到才一个半
月时间的治疗与康复， 您的生活完
全能自理了。” 这样的情况， 在孙
卫平科室经常遇到。

超值关爱病人已成习惯
2017 年 6 月 8 日， 孙卫平接到

湘潭市中西结合医院一位医师打来
的电话： “孙主任， 我这里有位刘
姓男性病人， 血糖非常高， 恐怕只
有您才能搞定。” 病人转来后， 孙
卫平首次查房时发现一个特殊症
状， 病人年龄不大， 但需要大声说
话才能沟通。 孙卫平马上想到了一
种名叫 “线粒体糖尿病” 的疾病。
但这种疾病的确诊， 需要基因检
测， 其费用不低， 且不能报销， 而
这名患者是贫困户。 这时， 孙卫平
想到了自己的母校———中山大学，
请同门的学姐免费做了个基因检
测， 最终符合孙卫平的判断。 有了
明确的诊断， 治疗有的放矢。

另一名家庭经济困难的病人，
有糖尿病病史， 近 3 年因反复呕吐
多次住院， 治疗效果极差， 慕名找
到孙卫平就医。 孙卫平看了他这几
年的就医资料， 马上考虑到他可能

患上一种罕见的疾病， 同样需做基
因检测。 但一万多元的检测费用，
对一个贫困患者来说犹如天文数
字。 孙卫平联系了多家检测机构，
并反复沟通， 终于找到了一家既能
达到检测目的， 又同意只收 3000
元检测费的机构。 接着， 他把前期
的努力向院领导作了汇报， 院领导
了解到病人的实际情况后， 报销了
这笔费用。 经基因检测， 患者被确
诊为： “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 ”，
经过后续处理， 病情得到了很好的
控制。

有人不解地问孙卫平： “你当
好医生就行， 哪来精力管那么多
啊？” 孙卫平说： “我们不仅要解决
患者的疾苦， 也要顾及其经济情况，
防止患者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

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不
仅 “多病共存”， 而且功能明显下
降， 因此， 从事老年医学要 “以人
为本”， 要多倾听病人的想法， 医
学更要有温度， 而非简单地针对疾
病， 在多病同治的前提下， 更要维
护老年人的整体功能， 从而提高其
生命质量以及延长寿命。 孙卫平是
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湖南省 12320呼叫中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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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的中国创举

仁心仁术， 诠释着医学的温度
———记老年医学专家孙卫平

与患者沟通
也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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