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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系统职业道德现状的经济学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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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以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当前的卫生系统职业道德现状 ,认为传统的“病人利益至上”

的非经济伦理原则并不意味着超经济的医学行为决策。对卫生系统职业道德失序的混乱状况 ,不经济的

卫生体制应负更大责任。对医疗服务的经济学分析表明 ,把医院推向市场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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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From the economics angle of view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ethics conditions in

medical system. It believes that the traditional noneconomic ethics principles such as“Put patients’ interests above every2

thing else ”don’t mean the extra economic decision of medical practice (behavior) . The noneconomic health structure

should be more responsible for the disordered and chaotic conditions of professional ethics in medical system. The eco2

nomics analysis of medical service indicates that it is unavoidable to push hospitals to the mark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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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以其对人类的特殊价值 ,要求其从业人员坚守医乃仁术的信念。这一传统的医学

伦理道德观念认为 ,全力维护病人利益是医生至高无上的道德责任 ,这一责任可以超越任何

经济制度、地理环境、社会关系、民族信仰而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许多优秀的医生为此奉

献了一生。然而 ,市场经济独特的运行规律 ,使得医生在这一超经济伦理观念指导下的行为

决策面临了种种经济因素的挑战。红包问题、药品回扣问题、过度医疗问题等令人头疼的行

业不正之风 ,既向人们展示了医疗领域内经济因素引起道德失序的混乱状况 ,又向人们提出

了一个需要鼓足勇气才能作出肯定回答的棘手问题 :能否把医院推向市场 ?

我国对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性质定位是“社会福利性事业”,这与社会主义医德基

本原则是一致的 ,即要求国家的医务人员“防病治病 ,实行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 ,全心全意

为人民健康服务”[1 ] 。这一原则是正确的 ,但容易传给人们一种错误信息 ,以为医务人员在

这种非经济伦理原则指导下可以进行超经济的行为决策。救人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责任 ,任

何经济因素、市场因素应被排斥在医学领域之外。这导致了现实中不计医疗卫生服务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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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强令卫生机构降低医疗费用的现象 ,并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观念 :把经济因素带入医疗

行为决策 ,将意味着传统医学人道主义精神的陨落。因此 ,对“能否把医院推向市场”这样一

个问题作出肯定回答将需要极大的勇气。

然而 ,借助经济学知识对下列认识进行判断并进而分析行业不正之风的经济原因 (当然

这不会是行业不正之风的全部原因) ,也许会为这种勇气的获得提供依据。

11 医务人员是否应该获得比目前更高的报酬 ? 这里的报酬 ,仅指列在医务人员工资单

上的明确收入 ,而不包括以各种名义发放的奖金、实物及药品回扣等灰色、黑色收入。看待

这一问题 ,应该首先弄清 ,医疗卫生服务到底是不是商品。这关系到卫生资源的补偿机制和

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问题。有学者已对这一问题作了研究 ,认为在一般意义上说 ,医疗服务

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 ,它是医务人员为了 (与病人)交换而生产出来的 ,通过知识和技术的输

出创造健康价值 ,通过满足病人的医疗需求实现其使用价值 ,并同样存在物化劳动的转移价

值和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 (v + m) 。[2 ]病人付钱 ,医院提供医疗服务 ,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经

济行为。这一将患者置于消费者地位的经济学分析表明 ,医务人员的劳动创造了新价值 ,并

且 ,由于医务人员从事的是复杂劳动 ,因而会创造出比简单劳动更多的价值。新价值中的一

部分用于补偿医务人员这种“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 ,一部分或用于积累 ,或以福利形式返

还于社会。价值规律要求这一点体现在医疗收费的价格体系和医务人员的收入分配体系

中。然而 ,传统的医疗收费价格体系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诊断费、治疗费或者体现不出来 ,或

者低得可怜 ,相反药品加价比率却一目了然 ,医院成了实际上的药品经销商 ,医务人员成了

依赖国家财政的准公务员。由于自己的劳动价值在报酬中得不到体现 ,其生产和再生产所

需费用 (包括维持医务人员本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医务人员的教育训练费用。尤其是教

育训练费用 ,在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制度后医学生自己承担的数额越来越大)就得不到完全补

偿 ,部分医务人员势必冲破传统医学伦理观念的束缚 ,到灰色、黑色收入中去寻求满足。因

而红包问题、药品回扣问题屡禁不止 ,违背价值规律的东西又以一种歪曲的形式符合了这一

规律。改革医疗收费价格体系 ,同时在医务人员收入分配中通过提高报酬以承认其劳动价

值 ,将是净化行业风气的必要措施。

21 医院是否应该靠自己的经济经营来维持其生存 ? 笔者认为 ,让医院和医务人员作为

国家卫生政策的直接执行者是不恰当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医院救死扶伤的前提是卫生

资源的消耗必须得到合理补偿。事实上是 ,国家财政补贴随物价上涨而占卫生机构支出的

比重在逐年下降 ,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又被不适当地强制压低 ,加上国家财政补贴分配的不

均衡 ,许多医院收不抵支。为了维持最起码的简单再生产 ,医院不得不靠买进高新仪器提高

诊疗收入 ,通过药品回扣提高药费收入 ,大处方和过度医疗服务又反过来增加了社会卫生资

源的消耗 ,受害的只能是患者。这更说明了将市场调节机制引入医疗行业 ,让医院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医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可使国家的卫生投入转向真正

能带来社会效益的卫生防疫、社区服务、老年医学、医疗保险及健康生活方式的推广普及上

来 ,而且 ,这种自负盈亏并不会带来前述所担心的问题 ,相反会提高整个医疗卫生行业的伦

理道德水平。这是因为 ,作为市场主体的医院 ,一方面随医疗改革的深入和职工医疗保障制

度的发展会日益失去垄断性 ,另一方面 ,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也要求其通过经济核算来降低

成本并提供优质服务。尤其是垄断的打破和竞争机制的引入 ,将使以人为直接服务对象的

医疗行业不得不更加重视其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以增强其业内竞争力。在这里 ,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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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新的方式与传统的医学人道主义精神融合在一起。对于市场经济下医学职业道德的重

要性 ,有人形象地将其称为德源资产[3 ] ,正是基于这一经济学审视。

31 病人是否应该付尽量少的代价 (费用) 来获得更多的医疗服务 ? 付尽量少的费用看

病 ,特别是医疗服务价格低廉 ,许多人将这一点作为医疗卫生事业是一项社会福利性事业的

具体体现。这种愿望固然是良好的 ,但决不能靠硬性降低医疗服务价格的方法来实现。硬

性降低医疗服务价格 ,让医院亏本经营 ,必然损害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进而影响人们应享

受的医疗待遇。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以医谋私当然有违人道主义 ,但医疗政策的不经济性

也决非科学。[4 ]出路在于医疗风险共担的社会保险政策 ,在这一政策下 ,医疗保险机构不但

能对传统公费医疗制度下小病大养、浪费卫生资源的行为进行有力的限制 ,同时也能对医院

和医生的决策行为进行更有力、有效的监督。

41 政府是否应该为卫生事业投入更多的财政支出以使国民享有更高水平的医疗待遇 ?

据统计 ,1995 年 ,全国卫生总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18 % ,全年人均卫生费用为 142 元 ,这

在发展中国家居于中低水平。但基于我们的国情 ,我还是以为 ,过多地期待政府增加财政支

出并非明智。原因很简单 ,财政支出的增加必然带来税收的增加 ,花的还是纳税人的钱。关

键在于国家财政支出的流向问题。倘若医院能实现自我维持生存 ,国家财政完全可以更多

地投入卫生防疫、社会医疗服务、建立更完善的医疗保险系统上来 ,尤其是卫生防疫和健康

生活方式的普及 ,更为重要。让人们生活得更健康 ,远比让人们免费就医意义重大得多。

51 卫生系统行风不正是由于医务人员奉献精神差吗 ? 国务院“纠风办”1991 - 1993 年

曾连续三年委托国家统计局进行民意测验 ,结果显示公众对医疗卫生服务部门的不满意程

度居高不下。[5 ]这使人们普遍对医务人员的奉献精神产生了怀疑。不应否认 ,个别医务人员

利欲熏心 ,不惜损害患者利益以医谋私。但倘若将此归结为所谓市场经济的发展腐蚀了人

们的奉献精神 ,则是错误的。因为贪婪不是某种特定制度的产物 ,历史上从来不乏嗜财如命

的吸血鬼医生。那如何解释普遍的行业不正之风呢 ? 事实上 ,对前四个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已经给出了答案 :医院要生存 ,就必须满足简单再生产的基本条件 ,即它所消耗的物化劳动

和活劳动必须得到充分补偿 ,而当前的卫生资源补偿机制无法满足这一要求 ,加上技术和资

源上的垄断因素 ,诸如药品回扣、过度医疗服务之类的不正之风的产生便在所难免。尤其

是 ,这已不再仅仅是个人行为 ,而渐渐演变成一种群体行为了。这使得传统医学伦理观念对

医务人员行为的指导和约束失去了效力。行业不正之风的群体化倾向启示人们 :卫生行业

道德状况的失序已不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 ,不经济的卫生体制应负更大责任。把

医院推向市场势在必然 ,这将完善卫生资源的补偿机制 ,竞争将使职业道德成为一个有力的

资产要素 ,从而净化行业风气 ,提高医务人员的道德水平。

医学以满足人们的健康需要为其存在的价值依据 ,因而“以病人为中心 ,病人利益至上”

成为医学伦理中的最高道德准则。然而 ,随着医学自身的发展 ,公众对医学的需求日益提

高 ,经济学已经成为卫生决策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坚持医务活动的“非经济性”观念 ,

并不能避免与医疗机构的道德充分性和医务人员的伦理性发生冲突。本文对上述五个问题

的经济学分析表明了这一点。当然 ,这种分析既不是对传统医学伦理价值准则的否定 ,也不

意味着鼓励政府把医院作为创造财政收入的机器。相反 ,这种分析仍然遵循以人为本的伦

理准则 ,只是加进了一个经济学的视角。虽然通过这一视角所见 ,把医院推向市场的医疗成

本看起来要比传统体制下的医疗成本高些 (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觉 ,因为后一种情况未考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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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本) ,因而医疗服务价格会有所提高 ,然而 ,由于能降低医疗服务的社会成本 ,消除卫生

行业不正之风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因而会取得真正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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