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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医师的诊疗行为一般是在多个行为方案中进行选

择的结果，这种选择即决策，不仅仅是诊疗技术上的决策，

而且还是一种医学伦理上的决策。笔者认为，分清诊疗决

策行为中的伦理决策内容，并探讨进行正确伦理决策需要

考虑的因素，确定伦理决策的模式，非常有利于外科医师

正确地进行诊疗决策。

1 外科医师应该重视诊疗中的医学伦理决策

1.1 医学伦理决策已经成为当今外科诊疗决策中不可分

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决策是“决策科学的基本概念。指人

们在改造世界过程中，寻求并决定某种最优化的行为方

案。以对事物发展规律及主客观条件的认识为依据。”［1］可

见，所谓决策（decision- making），就是根据问题或行为的目

标，拟订多个可行的方案，然后从中选出达到目标的最佳

方案［2］。即使只有一个备选方案，对于行为者来说，还有

“选择”与“不选择”的自由，同样也需要决策。

医学伦理决策是外科医师根据病人的病情和医院、医

师的实际情况，确定适宜的外科诊疗目标，拟订多个诊疗

行为方案，然后从中选出达到最佳诊疗效果的方案。外科

医师的诊疗决策是十分复杂的，决策中最基本的有技术决

策和伦理决策。技术决策必然是伦理决策，伦理决策不一

定是技术决策。外科医师的技术决策同时也是伦理决策，

因为“伦理行为是利害人己的行为”［3］，是具有利害效用的

行为，对于病人来说，外科技术决策是对自己及其家属具

有重大利害效用的行为，显然，对于病人来说，外科医师的

外科技术决策具有重大的伦理意义；而伦理决策是诸多对

病人具有利害效用的行为，在新的医学模式下，要求外科

医师不仅仅是通过医学技术帮助病人，而且还包括社会、

心理等多个方面。医师在伦理上做出决策，需要建立在道

德思考的基础上，涉及病人及其家属的价值观，同时受社

会文化及宗教信仰、法律规范、行为情境等的影响。

（1）医学伦理决策必须是基于病人的病情和医院、医师

的实际情况，病情和这些实际情况是医学决策合乎伦理的

前提。不以病人的病情为基础的外科诊疗决策和脱离医

院、医师实际设备技术条件的诊疗决策，不可能是准确的

诊断和有效的治疗，必然是违背医学伦理的。

（2）医学伦理决策中，确定的诊疗行为目标应该是适宜

的。外科医师确定过低的诊疗目标是一种医疗失职，确定

过高的不切合实际的诊疗目标，让病人承担不必要的诊疗

风险或引发过度医疗，增加病人的经济负担，均不合乎医

学伦理。

（3）拟订多个诊疗方案，要求列出所有可能的解决方

法。有人往往只列出：“做”还是“不做”，不愿意考虑更多

的可能，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不止两个，即使有时初看

起来认为不行的方法也应全部列出。“因为有时初看起来

不行的办法，经过进一步考虑会发现是可取的或不得不采

取的。”［4］

（4）伦理的决策方法应该是最优的。择优应该是“选择

使病人受益与代价比例适当的诊疗方案。”［5］“收益”要综合

考虑病人所患疾病的性质、病人的意愿、医院和医务人员

的自身条件、病人的经济状况等因素；“降低病人所付出的

代价”，就是综合考虑选择损伤小、痛苦小、副反应小、费用

低、能尽快达到诊疗目标的诊疗方法。

（5）外科决策特别强调正确理解并遵循“不伤害原

则”。不伤害原则是当代医学/生命伦理学的重要原则，要

求外科医师首先考虑到对服务对象的伤害和最大限度地

减少对服务对象的伤害［6］。外科创伤的不可避免性决定着

必须正确理解不伤害原则的要求。不伤害原则要求外科

医师首先考虑到的是”伤害”问题，而不是“有利”问题,这是

一个时间和先后顺序问题；要求对外科医师必须进行“受

益与伤害的权衡”；要求外科医师应该最大限度地使病人

的受益大于伤害；要求最大限度地使病人的伤害降低到最

低限度等。

1.2 外科诊疗中医学伦理难题的广泛存在，要求外科医师

应该重视医学伦理决策 所谓医学伦理难题（dilemma)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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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医学道德难题或医德难题，是指从不同的医学伦理

价值观出发，外科医师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两种甚至两种

以上的不同程度冲突的诊疗行为方案，这样的诊疗决策矛

盾问题，就是医学伦理学难题［7］。一般的诊疗伦理决策往

往是在“善”与“恶”之间进行，这对于一名有着正确医学伦

理价值观的外科医生来说并不困难。但面对医学伦理难

题的决策，是在“善”与“善”的诊疗行为之间进行，而两个

或多个“善”的诊疗行为方案从伦理上又是相互矛盾和冲

突的，此时，外科医师的医学伦理决策就显得非常困难。

在临床诊疗实践中，这样的医学伦理难题是非常普遍

的 。“ 肖 志 军 案 例 ”（见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

2007- 11/26/content_7144618.htm）、及“董明霞案例”（见

http://edu.beelink.com.cn/20081010/2589924.shtml?from=814

e.com）都是典型的案例。前一案例中医生面临着是“抢救

病人生命”的道德义务与遵守有关“知情同意”法律规定义

务的矛盾和冲突；后一案例中，医生面临着是“抢救病人生

命”的道德义务与遵守有关“采血必须检测”等法律规定义

务的矛盾和冲突。医院及医务人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医

学伦理难题，尽管医院及医务人员可以以履行了“知情同

意”和“采血必须检测”等有关法律规定而为自己不必承担

有关法律责任辩护，但病人的死亡却给人们留下无限的伦

理缺憾。

2 外科医师进行正确医学伦理决策需要具备的条件

2.1 把握基本的医学伦理知识和技能 把握基本的医学

伦理知识，具有基本的医学伦理意识，掌握基本的医学伦

理决策技能是外科医师进行医学伦理决策的前提。外科

医师应该在自己的外科诊疗过程中，能够区分出到底哪些

属于伦理问题；把握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伦理原则与

规则，尤其国内外公认的生命/医学伦理原则：“不伤害

（non- maleficence）”、“有利(beneficence)”、“尊重(respect)”、

“公正(justice)”［8］，了解国际、国内的生命/医学伦理规范文

件提出的基本道德要求，如《赫尔辛基宣言》、《日内瓦宣

言》、《涉及人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办法（试行）》等；在此基

础上，使自己的价值观与本专业的医学伦理价值观相符

合；并把握医学伦理决策的方法和技巧等。

2.2 熟悉外科医学专业知识技能 毋庸讳言，具有更多更

好的外科专业知识和技能是进行正确的医学伦理决策的

另一个重要前提。外科医师的伦理决策与技术决策是不

能截然分开的，外科医师的诊治技术行为是医患伦理关系

建立的专业基础，正是外科诊治技术行为将外科医师与病

人及其家属联系在一起。外科医师只有掌握丰富的外科

医学专业知识，具有高超的外科诊疗专业技能，才能够准

确有效地诊治疾病，也才能从多个诊疗方案中，确定出最

佳的诊疗方案，进行包括伦理在内的决策。

2.3 了解病人及其家属的价值观 外科医师在进行医学

伦理决策时，应该充分考虑病人及其家属的价值观，以及

对于自己疾病诊治前途是否已经做出了某些决定。在强

调尊重病人“自主（autonomy）”权利和“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权利的今天，作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医师应

该善于与病人及其家属进行沟通和交流，了解他们的价值

观，并协助他们在决定时，澄清某些价值观造成的影响。

也就是说，外科医师在尊重病人的自主权时，并不是被动

地、消极地迎合病人的价值观，相反，给医务人员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医患之间技术信息的不对称性，决定着外科医

师既要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又不应该无所作为，这就要求

外科医师为病人的自主选择提供充分条件，具体包括如下

工作：向病人详细解释病情；告诉病人治疗或不治疗会出

现的情况；告诉病人各种可能的治疗方案；提出医务人员

自己认为的最佳治疗方案；告诉病人要实施的治疗方案中

的注意事项和如何配合治疗［9］。

2.4 熟悉法律法规和政策 我国已经颁布了大量的医疗

卫生法律、法规，并制定了有关医疗卫生政策，基本形成了

医疗卫生的部门法律（即医事法［10］），有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成为外科医师诊疗行为的法定依据，必须严格遵循。外

科医师应当熟悉这些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此基础

上进行正确的医学伦理决策。

2.5 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 现代化医院工作信息量大，随

机性强，工作繁杂，分工精细，协作紧密，如果没有一整套

严格的规章制度，将会导致医院工作的混乱。这些规章制

度包括：卫生部颁发的医院分级管理标准；卫生部门颁发

的《全国医院工作条例》、《医院工作制度》和《医院工作人

员职责》；各项技术操作规程；医德医风和行政管理等方面

的制度和规定，这些规章制度也是医师诊疗行为的依据。

外科医师也必须熟悉有关的规章制度，在此基础上进行正

确的医学伦理决策。

2.6 求助、参加医学伦理委员会 医学伦理决策分为个人

决 策（individual decision- making）和 团 体 决 策（group

decision- making）。前者是由医师自己做出的伦理决策，在

通常或紧急的情况下，大多需要医师采取个人决策，医师

应该能够为自己的行为决策进行伦理辩护；后者是指组成

一个团体（往往是医学伦理委员会或医院伦理委员会），经

过团体共同讨论之后才做出决定。情况复杂，需要多方面

的专家和利益代表集思广益，或涉及团体利益的时候，通

常采取团体决策。“医学伦理委员会是建立在医院等基层

卫生单位中，由多学科职业人员组成、为发生在医疗实践

和医学科研中的医德问题和伦理难题提供教育、咨询等的

机构。”［11］医学伦理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具有教育培

训、建议咨询、审查评价等功能，医师可以将比较棘手的医

学伦理决策个案，提交到医学伦理委员会会议上，使该决

策由个人决策变为团体决策，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成员来自

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经过团体讨论，发挥集体尤其是医学

伦理专业人员的智慧，就能够使伦理决策更为可靠。

外科医师还可以创造条件，参与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工

作，作为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成员，无疑会大大提高伦理决

策的水平。

··60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09年 1 月 第 29 卷 第 1 期

3 确立一定的外科诊疗伦理决策模式

确立外科诊疗伦理决策模式，对于外科诊疗伦理决策

是非常有利的，它可以使外科诊疗伦理决策纳入一定的框

架，使外科医师的伦理决策有规可循，从容自如，大大提高

医学伦理决策的效率。

为此，许多学者提出了他们的医学伦理决策模式。如

阿洛斯卡(Aroskar，1980)伦理决策模式、柯廷(Curtin，l978)

伦理决策模式、德沃尔夫(DeWolf，1989) 伦理决策模式、海

因斯(Hynes，1980) 伦理决策模式、汤普生(Thompson，1981)

伦理决策模式等，笔者综合考虑，结合我国的实际，认为外

科医师可以按照图1模式进行伦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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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是否为伦理问题，并区分其伦理与非伦理的成分

取得与该情境有关的事实资料

列出各种可能可行的方案，并分析各种方案的

优、缺点，或可能导致的结果

考虑各项基本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并以此作为

伦理决策的依据

依据个人判断或伦理委员会审议结果做伦理决策

依据所做的伦理决策采取行动

评价决策结果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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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伦理决策模式

的职业素质，就必须首先解决好职业人格与世俗人格之

间，尤其是职业人格中伦理人、法律人、经济人三种人格之

间的关系问题。

我国古代医学先贤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对自己、对同行

提出过明确的要求——“无恒德者不可为医”。可以说，全

部的外科史、全部的医学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外科学的

发展日新月异，外科医生必须具备的素质也在与时俱进，

但万变不离其宗：一名好的外科医生必须首先是一名伦理

人，即敬畏生命的人、恪守人道的人。

近些年来，上述职业人格、职业素质受到严重的挑战、

嘲笑、打压，而经济人、世俗人意识大有恶性膨胀之势。这

导致有些外科人、医学人职业素质的严重缺失或扭曲，从

而造成群体性职业倦怠、职业精神滑坡的严重后果。所

以，目前外科医生打造良好的职业素质，必须首先抓住关

键即从重塑职业伦理素质入手，从而养成集伦理素质、法

律素质、经济素质等于一身的完美人格。这里应特别强调

的是，一名外科医生当然也要考虑自己生活的改善、医院

科室的经营，但是绝不能走入纯粹经济人、世俗人的陷阱。

外科医生培育自己的职业精神应该始终有一个经过不

懈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表述为“大医风

范”。“大医”的提法为我国隋末唐初的“明医”孙思邈所明

确界定和倡导。他曾提出过两个著名的命题：一是“大医

精诚”；二是大医应该做到“胆欲大而心欲小，行欲方而智

欲圆”。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庸医为众人所不齿，

神医、圣医为常人所不及，只有“大医”才是应该成就而且

可以成就的。养成“大医风范”靠的是在医疗实践中日积

月累。目前最重要的是将职业精神培育同医疗卫生改革

实践融为一体，通过参与、推进医疗卫生改革和医学职业

精神建设实践，努力养成“大医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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