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武汉市
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医生在
微博发布了一段视频， 称自己在
武汉爱尔医院接受白内障手术后，
视网膜脱离， 右眼近乎失明。 在
这场尚未停息的医疗纠纷当中 ，
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 艾芬是由
熟人介绍到爱尔眼科就诊， 并且
她在本院的眼底相片和 OCT 报告
都在正常范围， 因此在爱尔眼科
没有做够所有检查。 艾芬的主刀
医生王勇亦在媒体采访中承认
“检查不全面”。 那么， 通过熟人
看病是否合适？ 又该如何避免由
此产生的医疗纠纷呢？

艾芬事件无疑为临床医生敲
响警钟， 医法汇医事法律团队创
始人张勇律师表示， 在医疗实践

中， “熟人看病” 是诱发医疗纠
纷的高发因素。 医生往往因为是
关系号、 人情号， 办挂号 、 病历
等手续时办不齐全， 该做的检查
不做， 甚至不办理正规的缴费手
续， 导致诊断依据不足， 没有正
规的医学影像或检查报告 ， 一旦
发生误诊 、 漏诊等后果， “找熟
人” “托关系” 就成为医患矛盾
的导火索， 进而产生医疗纠纷。

在目前的社会 ， 熟人看病是
许多医护人员无法避免的现实 ，
那么医生该如何避开熟人看病所
引发的医疗纠纷呢 ？ 张勇认为 ，
医务人员首先应当坚持医院的就
诊原则， 告知患者严格按照就诊
制度进行就诊， 及时完善病历材
料及相关检查， 注意告知义务及

注意义务的妥善履行 ， 一旦发生
意外情况， 医院也不会因为诊疗
记录欠规范而担责。

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世杰强
调， 无论是协助熟人到自己所在的
诊室就诊， 还是把熟人推荐到其他
医院或医生处就医， 都要充分向患
者和家属介绍医生资历和实力、 提
前告知医疗风险。 如果不是医生自
己亲自参与治疗， 即便出现医患纠
纷甚至医疗事故， 介绍人也无需承
担法律责任。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医生本人不得与
诊疗方有任何利益往来， 一旦介绍
人从中分得利益， 且经权威机构认
定存在医疗过错， 则介绍人需承担
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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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中医妇科临床、 科研及教
学 37 年，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林洁在湖南
省内及周边省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及影响力， 来自全国各地的求治患
者越来越多， 门诊常常一号难求，
成为省内中医妇科界知名的专家教
授。

1985 年， 林洁从原湖南中医学
院医疗系全日制本科毕业， 以优异
的成绩留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妇产科工作， 跟随湖南省名
中医李新华及张静玲、 杨秉秀、 尤
昭玲老师坐诊， 博取众长， 不断充
实自己的中医临床经验及理论知识。

随着该院妇产科的发展， 林洁
又开始学习现代妇产科医学知识，
在西医妇产科老师的指导带领下很
快掌握了妇产科手术技能， 并在腔
镜专家教授的指导下率先在科内开
展了妇产科腹腔镜技术。 她在专业
上注重新知识、 新技术的学习和应
用， 不断进取， 很快成为专业技术
的多面手。 工作期间， 她又攻读了
湖南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课程， 并
考取了全国第四批、 湖南省第二批
名中医师承班， 跟师名中医尤昭玲
教授， 获得硕士学位， 开始了对中

医妇科学新一轮的攀登。
在尤昭玲的悉心指导下， 林洁

对中医妇科疑难病， 如不孕症、 多
囊卵巢综合征、 卵巢早衰的防治及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中医辅助治
疗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 致力于在
现代妇科领域大力弘扬中医药的优
势和特色， 通过观察女性眼、 手掌
鱼际形、 色辨识女性的卵巢功能；
抓住肾藏精主生殖的本质， 遵循卵
泡的发育、 成熟及排卵的规律， 辨
卵调泡理膜助孕， 治疗女性不孕、
卵巢早衰、 卵巢低反应及反复流产
等疾病； 认为女性炎性疾病及肿瘤
多有正气不足， 对盆腔炎性疾病后
遗症、 带下病、 内膜炎 、 内膜息
肉、 子宫肌瘤、 子宫腺肌病等治疗
在传统清热利湿或活血化瘀的基础
上多加益气扶正之品， 确立了病症
期时相结合的整体诊疗思路， 临床
应用获得满意疗效。

从医至今， 林洁一直坚守在中
医妇产科临床第一线。 她对中医四
诊的熟练掌握， 精准的辩证用药，
使治疗更具针对性， 减少了患者的
经济负担及病痛所带来的心理负
担； 中医整体辨证的贯彻应用， 改
善了患者的体质， 真正做到治病求

本。 在长期的临床工作中， 不论患
者身份高低， 出身贵贱， 她均一视
同仁。 面对一些家庭情况不好、 文
化水平不高的病人， 她加倍耐心地
对病人解释病情， 交待用药； 对于
妇科病涉及的几个特殊时期， 如孕
前、 产后及围绝经期等特殊时期的
病人， 尤其注重情志治病这一重要
因素， 每每病人就诊， 在开药治病
的同时她还针对性地开导病人， 解
开病人的心结。

作为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一流
学科中医妇科专业学科带头人， 林
洁充分发挥自身的中医理论基础，
利用中医药的优势整理出中医妇科
盆腔炎、 崩漏、 胎动不安等优势病
种诊疗方案， 临床应用疗效满意。
在医院各级领导的支持下， 与科室
团队共同建设国家中医妇产科区域
诊疗中心， 使学科整体医疗水平上
了一个新的台阶。 同时， 她热心学
术交流及公益活动， 不辞辛苦带头
走基层， 坚持每月下基层医院进行
义诊、 学科建议、 专业指导及人才
培养， 致力于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
问题， 不断提高中医妇科基层医疗
水平和服务。

湖南省 12320呼叫中心 供稿

厚 德 博 学 精 诚 济 世
———记湖南省名中医林洁

《村医图》 又名 《灸艾图》， 为南宋李唐所创一幅
风俗人物画， 描述走方郎中 （村医） 为村民治病的情
形， 是中国最早以医事为题材的绘画之一。

整个画面有一种紧张的气氛， 患者表情异常痛苦，
郎中治疗专注镇定， 抓按患者的老妇人非常用力， 两
个少年或恐惧或担心， 拿膏药的童子非常认真。 据史
料记载， 当时宋朝的人均寿命不超过三十岁， 尤其在
艰苦的农村， 医疗保障非常薄弱。 不难看出， 作者对
当时下层劳动人民寄予了很大同情， 这也是他人文关
怀的具体体现。 美学导师蒋勋曾讲过 《灸艾图》， 认为
“具备人文关怀， 医疗才有温度”。

具备人文关怀,医疗才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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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和谐的医患关系， 让
医生和患者成为一个利益相关、 情
感相系的命运共同体， 这是医患双
方共同的心声。 以往， 我们谈论医
患关系， 更多的是侧重于去思考医
者当如何作为。 事实上， 在构建医
患命运共同体过程中， 患者该做什
么以及怎么去做， 也是一个重要的
理论与实践课题。 那么， 患者的角
色定位究竟是什么？

自身健康的全面管理者
个人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 每个人都要做自身健康的全面
管理者。 为此， 要客观评价自己的
身心健康状况， 找寻适合自己的健
康生活方式， 坚持不断地从事健康
行动与逐步接近自己设定的健康目
标等。

医疗预期的合理设计者
当下， 患者的医疗预期一般分

为四个层级： 一是疾病得到治愈，
如传染病； 二是如不能治愈， 可以
得到控制， 如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
性病； 三是如不能控制则设法缓解
症状； 四是临终患者尽可能减少疼
痛和痛苦， 增加舒适和安宁度。 这
四个层级的任何一级都是当下医疗
能力在某一疾病或某一患者身上所
能达到的医疗预期， 都是正常的。
至于在具体的某一患者身上能达到
哪一层级， 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
的。

患者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并
在综合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 疾病
性质与发展趋势、 医学科学技术发
展水平及医疗资源等因素的基础
上， 对自己的医疗预期做出较为合
理的设计。

医疗过程的积极介入者
“患者” 是个人在人生特定境

遇下所扮演的一个特殊角色。 患者
所能做的首先是承认这样的现实进
而努力改变这种现实， 具体应做到
以下方面：

首先， 从主观思想上承认自己
已经是患者的现实， 不抱怨、 不沮
丧、 不怨天尤人， 更不自暴自弃，
带着积极的心态去就医。

其次， 患者要尊重、 信任、 理
解并配合医师。 尊重是构建医患和
谐关系的前提； 信任建立在医生的
职业胜任力和权威上； 医患关系不
是普通的买卖与消费关系， 患者有
时即使花了钱也不一定就能换回生
命与健康， 所以需要互相理解； 患
者应该积极配合医生， 主动客观全
面地与医师述说病情， 认真遵守并
执行医嘱， 积极参与到与医师共同
决策的过程之中， 以做出最符合医
学科学与医患双方利益的医疗决策。

医疗秩序的自觉遵循者
医疗是一项严谨而科学的事业，

有着各种规范的程序与要求， 需要
患者自觉遵守。 一是遵守国家的法
律法规； 二是遵守医院的医疗秩序；
三是遵守医生制订的诊疗流程。
作者： 刘云章 （河北医科大学社会
科学部） 来源： 健康报

构建医患和谐关系，
患者该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