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画家路克·菲尔德斯的名画 《穆瑞医生》，
创作于 1887 年， 正值抗生素发明前的医学阴暗时
代， 无数孩子在传染病的肆虐中夭折。 这一展现普
通医生无论患者贫贱、 沉着敬业形象的作品， 在维
多利亚时代晚期取得圆满成功， 成为传世佳作。

当时， 路克的儿子身患重病， 延请名医穆瑞来
诊疗。 交往中， 穆瑞的医技与道德境界让路克感悟良
多。 尽管儿子最终因病情恶化不治身亡， 路克却从中
理解到医学的使命不仅是对病况的施救， 还有对病人
痛苦的细微体察与关怀， 是一门 “柔性的科学”。

画面上穆瑞大夫正用深情的目光抚慰着病儿，
与孩子交流情感， 同时为思索最佳的治疗方案而陷
入沉思。 这幅画也启示医疗工作者们， 盲目追求医
学技术不能解决医患之间的矛盾， 医护人员拥有更
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更丰满的人文情怀才是缓解医患
矛盾的重要因素。 来源： 医联 APP

当今社会医患矛盾日益紧张， 医患之间如何重建
相互信任？ 笔者认为， 现代医者可以从古人 “医乃仁
术” 的智慧中汲取养分， 提升自我。

“医乃仁术” 意为医学是施行仁道主义的术业，
它是我国古代儒家的仁术与医学本质的完美结合。 医
者， 首先要有仁爱之心， 对患者要有慈爱关怀之情，
只有有仁爱之心的人， 才有仁爱之德， 只有仁爱之
德， 才能修炼成仁爱之术。

我国儒家文化一直强调仁爱思想是从医的基础条
件， 明代陈实功在 《外科正宗》 中提出医者从医要先
明白儒家伦理道德， 后才能熟悉掌握医学知识。 《孟
子·梁惠王上》 也提出， 治病以不伤害为要， 行仁者
之术。 古代民间医家更看重社会价值的体现， 通过不
断钻研医术， 提高自身道德修养， 获得社会广泛认
同， 筑构了更为丰满的社会医学伦理道德。 孙思邈在
《千金要方 》 中对医者的社会价值分为三个等级 ，
“上医医国， 中医医人， 下医医病”。 古代医生在儒家
思想的影响下， 遵循着儒家的价值观念， 表现出 “见
利思义” 的高尚人格。 《吴鞠通行医记》 中就提出优
秀的医者为人处世， 不沽名钓誉， 不计较个人获利，
这才是有德行的人。 在古代儒士看来， 学而优则仕兼
济天下能够造福百姓， 除此之外最好的济世之途就是
行医， 宋代范仲淹提出 “不为良相， 当为良医” 的人
生理想。 古代儒生与医生都有 “惠民济世” 的思想，
认为以仁爱之心治理朝政， 可平天下， 以仁爱之心救
助患者， 则可将爱心传播到天下的百姓中， 使家庭和
睦， 人伦有序， 从而达到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

如今医疗界往往推崇医者的技术成就， 而忽视人
文精神的培养。 笔者认为， 先进的医疗技术并不能代
替崇高的道德水平， “医乃仁术” 的行医宗旨一点也
不过时！ 医疗技术的发展是用于造福人类， 促进人类
健康发展， 如果没有心存仁爱之心， 创造的医疗技术
对人类可能毫无价值， 甚至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只有
将高超的医疗技术与 “以仁为先， 医乃仁术” 的人文
情感融合在一起， 才能让患者享受到完美的医疗服务。

作者： 湖北鄂州市第三医院 鲁进
来源： 中国医学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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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老龄化， 不仅体现在生命长度，
更体现在生命质量。 近年来， 国家卫生健
康委从预防保健、 疾病诊治、 康复护理等
多维度构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为促进健
康老龄化提供支撑。

编织健康管理网络

将医保卡靠近感应区， 读取成功后，
再经人脸识别， 秦阿姨的影像资料、 手机
号码等信息自动录入， 一份健康档案随即
建立。 这一幕， 不是发生在医疗机构， 而
是出现在上海市民秦阿姨所住小区的智慧
健康驿站。 在这里， 居民可自主选择获得
11 项自助健康检测、 11 项自助体质检测
和 15 项健康量表自评服务。

根据语音及文字提示， 秦阿姨开始健
康指标测量。 借助智能化设备， 身高、 体
重、 血压、 血糖、 胆固醇、 尿酸、 心电图
等检查一气呵成， 各项体征指标显示在屏
幕上， 每项还都附有详细的解读和健康建
议， 令她直呼， “离家近， 不排队， 还免
费， 竟真能实现！”

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 她在智慧健康
驿站所测得的每一项健康数据可实时传输
至智能手机上， 在 “上海健康云” App 内
查阅获悉。 同时， 健康数据也将 “抄送”
至家庭医生电脑端， 作为今后长期健康管
理的依据。

“既解决了我们中老年人因各种原因
难以定期体检、 及时就医的难题， 也在潜
移默化中强化了我们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的
意识。” 正如秦阿姨所言， 智慧健康驿站帮
助社区居民实现了从 “以治病为中心” 向
“以健康为中心” 的理念转变， 打通了健康
管理 “最后一公里”。 自此， 秦阿姨的退休
生活多了一个必行事项———定期逛逛 “健
康超市”。 她说， 医保卡好比会员卡， 健康
数据好比积分， 她要用积分兑换健康。

截至 2020 年年底， 上海市共建成智慧
健康驿站 219 家， 在市体育局、 卫生健康
委的推动下， 未来将进一步扩大覆盖面，
健康管理或变得触手可及。 不仅是上海市，
放眼全国， 各地也在不断推进老年疾病早
筛、 早诊、 早治措施。 健康中国行动-老年
健康促进行动实施两年来， 老年健康与医
养结合服务列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健康管理率达 67.6%。

加强老年学科建设

在门诊大厅， 多病缠身的老人扫视着
屏幕上日益精细的分科， 对该挂哪个科室
看病一头雾水； 挂了号， 做了检查， 发现
不对症， 只好又从头来过； 落座诊室， 身
后时不时 “闯入” 的其他患者， 本想细致
描述病情， 话到嘴边瞬间遗忘 ， 走出诊
室， 仍是一头雾水； 回到家中， 由于缺乏
必要的用药指导， 在药箱里一阵翻腾， 戴
着老花镜反复查看配伍禁忌， 对该不该吃
的药还是一头雾水……

“一头雾水 ” 曾困扰着很多老年患
者。 如今， 随着老年医学科在二级及以上
综合性医院的普遍设置， 老年患者的就医
痛点、 多病共存的诊治难点正被疏解。
今年 9 月，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

科综合诊疗门诊 “开张”。 该门诊采用老
年综合评估常规模式、 共病处理模式和多
学科团队工作模式， 针对合并多种疾病的
老年患者， 提供综合评估、 长期随访和用
药调整， 过程中对功能衰退尽早识别尽早
干预， 减少慢病急性发作 ， 提高生存质
量； 当老年人症状太多或不典型时， 提供
适合老年患者的问诊服务和专业指导， 并
制订个性化诊疗方案； 同时， 提供营养、
运动、 护理等方面的健康指导。 就诊后，
不少老年人坦言， “终于把病看明白， 看
踏实了”！

据了解， 截至 2020 年年底， 全国设
有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6 个；
设有老年医学科的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
2642 个， 设有临终关怀 （安宁疗护） 科的
医院 510 个。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 《老
年医学科建设与管理指南 （试行）》 明确，
老年医学科应当通过医院与社区卫生中
心、 医养结合机构、 护理院等中长期照护
机构建立固定联系 ， 可进行定期远程会
诊、 联网培训， 并与基层双向转诊， 实现
老年患者的连续治疗及全程化连续照护。

关爱弱势老年群体

浙江省杭州市某养老机构失智病区，
小郭与老郭进行着 “答非所问” 的对话。
“比起几个月前算好了， 至少不再自我封
闭， 情愿开口了。” 小郭告诉记者。

几年前， 一次小郭下班回家， 父亲向
他抱怨， 自己找不到假牙， 一定是被保姆
偷了。 小郭反驳道， “这不可能， 你看人
家满口好牙， 偷假牙做什么？” 那时， 他
就发觉不对劲儿， 后来陪父亲到院检查，
果然被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病。

“一人失能 ， 全家失衡 。” 小郭说 ，
“我家住一楼， 门必须里外锁死， 怕他跑
出去走丢 。 他想出去 ， 就不停 ‘咣当 ’
门。 邻居听见， 碰到我们就说， ‘你爸太
可怜了。’”

阿尔兹海默病虽无法治愈， 但细致的
生活照护 、 专业的医疗护理有助延缓病
情， 提高生活质量。 这是小郭求助于养老
机构的初衷。

像老郭一样的失能失智老年人， 是老
龄社会的弱势群体， 也是家庭养老的真正
挑战。 “十三五 ” 时期 ， 中央财政安排
149 亿元， 支持面向特困老年人、 高龄失
能失智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与此同时， 各地不断加大对弱势老年
群体的养老保障力度。 山东省对一星级及
以上民办和公建民营类养老机构收住的中
度、 重度失能老年人， 每人每年补助 2400
元、 3600 元； 四川省支持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 乡镇卫生院为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或
居家医养服务， 鼓励各地将乡镇行政区划
调整改革后闲置的公共服务用房用于改建
医养结合机构， 持续扩增社区医养服务供
给； 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建设乡村两级医
养结合中心， 将医疗康复、 慢病管理、 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与家庭医生签约有机结合，
其中失能、 半失能老年人占比超 70%。

作者： 健康报记者 赵星月
来源： 健康报（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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