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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患关系道德及其规范是护理伦理学的核心内容。随

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市场经

济对道德关系的影响和科学技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 ,人们的

价值观、伦理观受到很大冲击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有关医护

人员社会公众形象和医疗护理质量与服务问题的争议 ,甚至

诉讼法律。而如何从护理伦理的角度来协调护患关系 ,解决

护患矛盾 ,将为缓解上述问题提供可行的帮助。

1 　护患关系的伦理学观点

护患关系是护理人员在医疗护理行为中与患者建立起

来的一定联系的人际关系。护患关系道德是指协调该关系

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要求。[ 1 ]护患关系的基本内容可分为技

术关系和非技术关系 ,其中 ,技术关系是非技术关系的基础 ,

是维系护患关系的纽带。而非技术关系则是指双方由于社

会的、心理的、经济的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实施医护技术过程

中所形成的道德、利益、价值、法律等多种内容的关系 ,在临

床实践中 ,如果处理不好最基本的技术关系 ,建立良好的护

患关系就无从谈起。而如果处理不好非技术关系 ,改善护患

关系就如同空谈。为此 ,从护理管理的角度加强伦理学教

育 ,提高护士的职业道德素质 ,对护理服务的改善会起到根

本性的影响。

1. 1 　技术关系是建立护患关系的基础 :护理技术是护士的

基本技能和能够给予服务对象的最直接的帮助 ,它体现出护

理作为一门专业的独到之处 ,也体现出护理专业的科学性、

技术性和质量水平。技术关系是护患关系发生的土壤 ,更在

培育良好护患关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例 :夜间 ,某医院急诊室 :一突发心脏病的患者被家属匆

匆送入 ,病人处于清醒状态 ,主述胸前区剧烈疼痛 ,面部表情

十分痛苦 ,全身大汗淋漓。经心电图证实 ,病人被初步诊断

为急性心肌梗死 ,急需建立静脉通道。护士甲立即为病人准

备药物 ,并迅速端着治疗盘来到病人身边 ,此时在病人身边

的家属的眼睛都集中在护士身上。静脉穿刺一次、两次 ,竟

未成功。病人和家属焦急的心情无法言表 ;护士乙见状 ,匆

忙赶来帮忙 ,终于使静脉穿刺获得成功。看着救命的液体流

入病人的血管内 ,大家都松了口气。

当护士甲再次来到病人身边 ,为病人及家属讲解心脏病

的有关知识时 ,病人对护士甲所言表示出明显的怀疑。

可见 ,在护士不能为病人提供良好的专业性技术服务的

情况下 ,就很难建立相互信任的护患关系。而且 ,病人可以

从一个技术能力不强的护士身上 ,推测该医院整体护理与服

务质量的水平 ,一旦出现不满意的问题 ,其最初的静脉穿刺

技术失败就将成为导致护患关系紧张的导火索。可见所谓

护理技术 ,绝不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 ,由于护理的服务对象

是人而不是物 ,其可成为导致各种复杂护患关系的基础。

1 . 2 　非技术关系是改善护患关系的条件 :在护理伦理学中 ,

将护患关系中的非技术关系视为涉及到道德、价值、利益和

法律等多种内容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存在在护患关系中 ,

也是人们一般交往中十分重视的内容。如果人们的价值评

判不一致 ,就很难形成基本的交往关系。在护理行为中 ,如

果护理行为没能体现出与患者相向的价值观念 ,也很难建立

良好的护患关系。而体现伦理道德的医护行为 ,会被服务对

象所感受、认可和接受 ,又将成为化解医护患矛盾的可靠方

法。

例 :病房中 ,医护人员正在紧张地抢救着一位年轻的生

命 ,由于病情突然发生了坏的转机 ,等候在病室外的家属正

处于极度的痛苦和深深的焦虑中 ,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

在医护人员身上 ,每一双眼睛都伴随着他们的进进出出而揣

摩着病人病情的发展。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病室里安

静下来 ,家属已预示到最坏的结局。当病人因抢救无效 ,最

终宣布死亡时 ,让家属来到病人的床边 ,医生和护士已停止

了操作 ,站在病人床前 ,向死者微微鞠躬 ,然后转向家属 ,说

“对不起 ,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还是没有能挽留住他的

生命 ,请原谅。为了避免惊扰其他病人 ,请尽量保持安静向

患者告别。说完 ,医护人员缓步退出 ,给家属与患者留下一

个单独告别的空间。家属抑制住悲痛 ,对医护人员的行为表

示出深深理解 ,并安静地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

由于医护人员对死者的尊重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医德 ,

令家属感到了心灵的震动 ,尽管抢救无效 ,家属仍表示出对

医护人员深深的理解。虽然看似简单的职业道德行为 ,却使

医护患关系在这里得到了升华。

2 　改善护患关系的伦理学分析

在学校护理教育和护士继续教育中 ,之所以将护理伦理

作为护理学科体系中的基础课程之一 ,有其内在道理。实践

证明 ,伦理学教育优于单纯对护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后者

长久以来的单方灌输式思想教育已很难被学生所接受。由

于护士所从事的是人的健康工作 ,如果从业人员不具备基本

的职业道德水平 ,就会在行为与言语中偏离以病人为中心的

轨道 ,护患关系的建立也就无从谈起。为此 ,无论在护理教

育的基础课程中 ,还是在在职继续教育中 ,护理伦理学的学

习都应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

2 . 1 　优质的护理技术应成为临床护理不断追求的目标 :由

于技术关系在建立良好护患关系中的关键作用 ,提示护理管

理者 ,在注重护理理论、学科进展、护理模式转变的同时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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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忽视对护士技术能力的培训与重视。由于护理学科毕竟

是一门临床应用学科 ,任何时候 ,临床技术都应是护理专业

的立足之本。

在伦理学的护患关系道德规范中 ,重点强调的是对护理

工作的精益求精 ,可见没有精湛的护理技术做基础 ,护患关

系的建立和改善就会成为泡影。在中国加入 WTO 后 ,全球

一体化的趋势会愈来愈强 ,护理服务向国际化、标准化、规范

化发展成为必然 ,为此 ,人们会用国际或国内通用的医疗护

理服务标准来衡量护理服务工作 ,护理所面临的国际化挑战

已日趋明显 ,护理的标准化服务问题将成为今后相当长的时

间内护理管理者共同关注和努力的目标。

随着病人权利愈发被服务对象所了解和各种等级护理

服务标准的公示制度的建立 ,对护理服务的要求将愈发明

确 ,病人有权利接受与所支付的医疗护理费用相匹配的各级

护理服务 ,护士应具备基本的专业技术资格才能为病人提供

优质的专业化服务。

2. 2 　非技术关系所涵盖的内容应成为护理职业道德教育的

基本内容 :护理服务要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提高病人满意度 ,

首先要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和遵守符合职业道德

的行为规范 ,护患双方接触的机会最多 ,病人不仅希望从护

士那里得到技术服务和生活照护 ,还希望得到尊重和爱护 ;

获得精神支持和心理安慰。这均属于非技术性关系的范畴。

在技术关系基础上已建立的护患关系 ,护士要能够为病人适

时提供科学的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 ,就会进一步维系一个具

有良好发展态势的护患关系。

3 　运用护患关系道德规范 ,改善护患关系

在护理伦理的道德规范中 ,首先强调了护理工作要精益

求精 ,这是对护理实践中的技术关系重要性的最好说明。同

时指出护士要尊重病人的人格、生命价值和病人的权利。

尊重病人的人格 ,表现在时时都不能损害病人的利益 ,

对所有服务对象无论职位高低、贫富卑贱、种族差异等都应

一视同仁。尊重病人的生命价值 ,是说病人的情况虽有不

同 ,但他们的生命都具有一定的价值或潜在价值 ,已经或在

今后将为社会做出贡献 ,所以 ,护士要每时每刻作好护理工

作 ,从病人的根本利益着想 ,使所有病人平静的生活或尊严

的死去。尊重病人的权利 ,是护理工作者尤其要重视的问

题 ,病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 ,有平等的医疗权利、知情同意的

权利、获得医疗信息的权利、因病免除一定责任和义务的权

利和医疗护理纠纷的诉讼权利。护理人员要了解病人的权

利 ,并应维护病人应享受的权利 ,成为病人利益的忠实维护

者。

当我们强化了护理伦理有关护患关系的道德规范教育 ,

并使之体现在一切护理行为中 ,就会提高总体的护士职业素

质和体现出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服务理念 ,护患关系就会得

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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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 ,多媒体课堂教学

软件 (以下简称“课件”) 在护理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多。但

有的课件尽管制作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效果却不尽如

人意 ,甚至被批评为“只是把书本搬到屏幕上”。因此 ,有必

要对课件在护理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究竟如何、什么样的课

件才会受到欢迎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1 　课件不能取代教师

一种意见认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课件将取代黑板

和粉笔 ,教师只要操作计算机 ,通过人机对话就可以完成教

学活动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 ,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是任

何其他教学手段和工具所无法替代的 ,课件只能处于辅助地

位。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尤其在护理课堂教学活动中 ,教

师通过风趣幽默的语言 ,声情并茂的神态 ,抑扬顿挫的语调 ,

将枯燥无味的医学护理理论知识与临床护理实践相结合 ,激

发学生对医学护理知识的学习兴趣 ,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和记忆 ,这些面对面的人性化的教学方式是任何现代化的设

备技术无法代替的。再者 ,各种教学媒体都有自己的功能、

适用范围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没有一种教学媒体在一切方

面都优于另一种教学媒体 ,也没有一种教学媒体能传递所有

教学内容 ,能与任何学习者发生最佳的相互作用。因此 ,人

机对话是不可能完成全部教学活动的 ,必须由教师将它合理

地组织在课堂教学活动中 ,配合生动的讲解、熟练的技术演

示 ,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优势。

2 　使用课件有利有弊

好的课件集图、文、声、像为一体 ,用特技显示手法 ,将临

床教学内容生动而形象地表现出来 ,有直观与感官的双重效

果 ,能充分发掘学生获取知识的潜力 ,使学生对医学护理理

论知识的理解和记忆都得到明显的提高。[ 1 ]将课件用在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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