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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

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于

2020年 6月 1日正式实施。

该法提出，全社会应当关心、

尊重医疗卫生人员，维护良好

安全的医疗卫生服务秩序，共

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这也

是南海多年来推进“平安医

院”建设的初心。

2019年11月22日下午，

南海区人民医院里，一名男子

“挟持”了正在出诊的医生，但很

快就被医院警务室的民警和保

安制服。这是南海区卫生健康

系统2019年度警医联防反恐

防暴暨消防安全应急救援演练

上的一幕。

一直以来，南海区都高度重

视“平安医院”建设。2012年，

广东和谐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南海工作站（以下简称“南

海工作站”）正式成立，形成了基

本覆盖南海全区的医患纠纷调

解网格，承担了南海区绝大部分

的医患纠纷案件的调处工作。

南海区卫健局医政科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一组

数据：2012年，南海工作站共

接到投诉医患纠纷 162宗，

这个数字到2018年仅为84
宗，减少近一半。侧面反映出

南海的医疗环境好转，市民的

纠纷投诉大大减少。

南海区15家公立医院创建“平安医院”

多部门携手
营造尊医爱医护医氛围

2019 年 12 月 28 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
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经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
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20年
6月 1日实施。其中第四十
七条涉及到社会广泛关注的
医闹，法文提到，确保医疗卫
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
严不受侵犯，其权益受法律
保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
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
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
人格尊严。

事实上，如何维系和谐
医患关系，推进“平安医院”
创建，一直是医疗管理工作的
重点。近年来，南海区不断做
出尝试，从2016年开始，南海
区在15家公立医院创建“平
安医院”，并出台《佛山市南海
区医疗纠纷处置工作实施细
则（试行）》，实现警医联防。

2019年，南海区发生医
疗纠纷81件，医疗纠纷发生
数呈趋降态势，医疗秩序总
体平稳，一般医疗纠纷均能
及时化解。

每天上午8时不到，南海

区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医生黄

远授就已经穿好白大褂准备

查房，查房后他还要准备手

术，注定又是繁忙的一天。

根据统计，目前南海区有

6488 名医师，分布在全区

454家医疗机构，去年一年为

2702.3万人次提供了诊疗服

务和住院手术，黄远授就是其

中一名医生。

黄远授经过8年本科、研

究生教育后成为一名医生，从

医时间刚好半年。用他的话

来说，真正到了医院才发现，

治病要跟人打交道，自己掌握

的都是课本知识。“比如我与

病人沟通病情的时候，我会说

也许鼻窦有炎症。病人可以

理解炎症，却不知道鼻窦是什

么。对于这些我耳熟能详的

医学名词，要用外行人能听懂

的语言告诉他们，患者理解了

才会配合。”他说，有些手术的

风险也得讲清楚，但不能吓唬

人，不然病人对抗病魔的信心

就下降了。

正因为耐心的解释，黄远

授觉得绝大多数病人都能相

信医生的治疗。美国纽约东

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镌刻着

一位西方医生特鲁多的铭言：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

是去安慰。”这段铭言反映出

了医学的基本规律和职业要

求。黄远授说，医生不仅治病

救人，还有一门重要的课程要

不断学习，那就是学会与病人

沟通、与病人家属沟通。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呼吸科主任中医师、南海区级

学科带头人戴勇认为，医患之

间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如果

没有进行有效沟通，很容易产

生不信任，医生还要换位思

考。戴勇已经从医 20多年，

他的团队主要负责呼吸系统

疾病病人的管理和救治，这些

病人平均年龄在 50岁左右，

慢性病比例较高。耐心沟通、

换位思考成了他工作中必不

可少的环节。

即使这样，仍会有病人或

者家属提出质疑。“比如反复

咳嗽，发热患者，我们会要求

病人拍胸部X光片，有时单靠

X光片看不清，得拍CT甚至

要做其他检查。病人就会觉

得自己被过度检查了。”每每

遇到这种情况，戴勇就只能再

次向病人、家属解释，解释CT
和X光片的差异。“我能理解

病人的心情，人生病了就会恐

慌会担心，情绪波动也会更大

一些，总希望医生能慧眼识

病，不需要做那么多检查，不

需要走那么多弯路，希望能药

到病除，立竿见影。”戴勇说，

他接触过的99%的病人都选

择相信医生，这也是他从医的

动力。

“我们和患者都有一个共

同目标——战胜病魔，因此病

人的信任很重要，有的病并非

一次就能痊愈，需要医生一次

次拨开‘真相’，找到病因，这

个过程如果失去病人的信任，

那治疗就很难继续下去，患者

也会反复因寻求新医院，新医

生而耽误病情，重复检查。”戴

勇说，希望病人也能体谅医生

的初心，体谅到疾病诊断需要

时间，体谅疾病治疗偶有无

助，双方都多一点理解。

做好医患沟通 赢取患者信任 建设“平安医院”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在中国县市级医院品
牌专科评选中

南海四医妇产科
获评专科第8名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何泳

谊通讯员/黄春梅 李霞玉）近日，南

海区第四人民医院在2019中国县

市级医院品牌专科评选中喜获佳

绩，普外科、儿科、妇产科获得“最

具人气奖”，妇产科更是获得专科第

8名。

本次活动是健康县域传媒、健

康界、《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杂

志于今年5月发起。活动征集全国

县市级医院，包括骨科、心血管、肿

瘤等18个学科实践案例，组织以

三甲医院专科专家和全国龙头县

市级医院管理者为评审团队，围绕

学科软硬件建设、人才梯队、服务

能力等多个维度进行评审评定。

全国 20个省份近 200家县级医

院，近600个专科报名参评。

“妇产科评选为全国母婴友好

示范医院，是南海区十三五规划及

院内医学重点专科，以促进自然分

娩，妇科微创为专科发展特色。”

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黄利川表示，2018年妇产科住院

人数、手术量、业务量排在全院第

一，分娩量排在南海区第三，在区

域内有较高影响力。

儿科是专门从事儿童疾病的

诊断、治疗、预防、教学和科研的综

合性临床科室，是南海西部知名度

较高、影响力较大的儿科。而普外

科是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的重点

专科科室。“未来5年，普外科将向

肝胆外科、胃肠外科及甲乳腹壁疝

外科向亚专科建设。”南海区第四

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张启鹤说。

近年来，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

不断提高医疗水平与学科建设，目

前医院胸痛中心已通过国家级认

证。该院院长林孝和表示，“未来

医院将不断完善医疗健康服务，为

西樵及周边地区百姓提供更好医

疗保障，为健康中国的建设贡献一

份力量。”

流感高发季节
专家支招预防

据广东省疾控中心的消息，广

东自2019年12月以来流感病毒

活跃进入冬季高发期，目前主要的

流感病毒仍然是甲流。南海区疾

控中心专家提醒市民：对付流感要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一、接种流感疫苗

接种人群：6月龄~5岁儿童；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特定慢性病患者

及体弱多病者；医疗卫生机构工作

人员；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

看护人员。除了以上重点人群，其

他健康成人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

二、做好日常防护

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

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等遮

住口鼻；勤洗手，尽量避免触摸眼

睛、鼻或口；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

足休息等；避免近距离接触流感样

症状患者，流感流行季节，尽量避免

去人群聚集场所；出现流感样症状

后，患者应在家隔离观察，不带病上

班、上课，接触家庭成员时戴口罩，

减少疾病传播；流感样症状患者去

医院就诊时，患者及陪护人员要戴

口罩，避免交叉感染。

三、如有不适，及时诊治

流感患者在出现症状后，治疗

重点是缓解发烧、咳嗽等的流感样

症状，孕妇、儿童、老人以及慢性病

患者等流感高危人群感染流感后

更容易导致重症，应尽快就医。

文/珠江时报记者 肖莎莎 整理

■南海区卫生健康系统2019年度警医联防反恐防暴暨消防安全应

急演练,安保公司教官表演散打团体操。 实习生/廖明璨摄

■南海区卫生健康系统2019年度警医联防反恐防暴暨消防安全应急演练,医生、护士、保安引导并协助“病人”疏散至安全地带。

实习生/廖明璨摄

“平安医院”建设事关患

者生命健康权益，关乎医务工

作者的切身利益，是构建和谐

医患关系的基础性工作。

2016年，南海开始探索警医

联盟的新模式——医院里的

警务室，并定期召开医警联席

会议，研究分析各医疗机构医

患关系现状、医患矛盾处理情

况及存在的安全隐患。

每天上午8时，桂城派出

所辅警何志杰就已经出现在

南海区第二人民医院急诊楼

的大堂。如果没有突发事件，

他的工作就是在医院各个科

室和楼层巡视，遇到紧急事

件，尤其是医患冲突，他必须

在3分钟内赶到现场。

“我们已在全区 18家医

疗机构安排了50名辅警警力

专职驻点医院警务室。”佛山

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治安大队

民警黄远滨介绍，在医院警务

室、急诊科、消防控制中心、保

安值班室和财务科等重点场

所，都安装了直通110的一键

式报警按钮；医院各重点场

所、通道、大堂等安装视频监

控，其中急诊大堂等重点场所

视频监控直接与辖区派出所

联网。下一步，公安还将与卫

健部门一起探索在全区县级

以上医院推进智能感知安防

区建设。

同时，各医疗机构还建立

健全门卫、值班、巡查等安全

制度，落实“人防、物防、技防”

等安全防范措施，一家家医院

里的警务室搭建起群众和义

务人员的安全感。

除此之外，南海区还不断

优化就医流程，从破除以药养

医角度出发，建立公立医院运

行新机制；全面推行电子健康

码缓解群众就医排队难、等候

时间长、流程复杂等难点问

题；向群众发布“南海区胸痛

急救地图”，搭建起“区、镇、社

区”三位一体的急性胸痛区域

协同救治网络；通过家庭医

生、家庭药师，落实“医药入

家”便民政策，让市民就医更

舒心更放心更安心。

建警务室打造警医联动新模式

文/珠江时报记者肖莎莎通讯员 杨晨 甘霞 刘芝璐

健康促进区建设动态

■特勤队员对医院进行常态巡逻，全力维护医院正常工作秩序

和良好诊疗环境。（资料图片） 珠江时报记者/刘贝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