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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摆脱六大常见疼痛

医改能给百姓带来啥实惠？

趣味摄影：爆笑可爱的动物

编者按：谁能保证一辈子不犯错！可要放在患者那里怕就没这么大度了，毕竟一次
错误的代价可能就是一条生命。但很遗憾，频发的医疗事故目前已成了让全球医疗
界都头疼的难题。但要改变这种现状，光靠医生个人显然远远不够。在近日举行
的“医疗安全与医院管理高层论坛”上，专家们提出，只有在整个医疗系统上下工
夫，避免错误再次发生才是根本所在。基于国内的医疗现状，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呢？本期，本报特邀请各方专家，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精彩新闻
·容易引起短路 空调“下乡”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45%医疗行为有差错

·佳能情急之下“囧”营销 能否建立消费共鸣
·“中国一汽”首次以自主品牌阵容亮相国际车展

4月4日，诺华中国—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学术交流合作伙伴项目启动，卫生
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主任李洪山、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邓建

·上海车展：宝马760Li与X5 M两款车型将全球首发
·李彦宏：希望15年后百度70%收入来自海外市场
·新型网银盗号木马现身 专家建议及时升级病毒库

民、哈佛联盟医学国际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杰恩等主办方领导，以及清华大学医学

·诺基亚高管称手机市场尚未触底不再持续恶化

院副院长曹泽毅教授等专家出席了此次会议。之后，首届主题论坛“医疗安全与医

·山寨手机遭3G“逼宫” 无生存土壤将被淘汰

院管理高层论坛”也在4日、5日相继举行。

·武汉餐馆卫生状况“笑脸公示”试行一年悄然暂停
·韩国希杰50亿增资中国 国内调味品企业或受冲击

如何保证安全是医生治病救人的永恒主题，也因此，医疗安全成为当下国内外专家
共同关注的焦点。会上，美国塔夫茨大学医学院副教授、马萨诸塞医疗保健系统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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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兼首席质量官伊凡?本杰明首先公布了美国最新的一项调查数据———在美国
成年患者中，仅55%接受了有科学依据的治疗，意味着45%的医疗行为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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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这表明美国医疗体系的质量也非常不稳定。”

“实际上，人们开始关注医疗安全只是不久前的事情。”本杰明在会上告诉《生命时
报》记者。1999年，美国医学科学院发布报告称，美国每年有4.4万—9.8万人死于
医疗差错。如果这个数字准确的话，医疗差错将位列美国居民死因的第八位。来自
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大约4%—8%的住院病人曾遭受
过医源性伤害。

许世友横扫少林众僧

   健康热点
·临近五月 多吃芒果可以明目

为了说明医疗质量的不稳定性，本杰明使用了“故障率”的概念，即每100次医疗事
件中的出错次数。据美国统计，从故障率的角度考虑，“医疗行业是个高危行业。

http://health.people.com.cn/GB/14740/22121/9168890.html[2013/8/3 18:43:05]

·饮料也分寒热 根据体质来选择
·豆子泡1个小时 可以减少胀气

专题：您最怀念谁的离去？

医疗差错让全球头疼?业内：应让医生敢汇报差错--健康--人民网

如果与民航业做比较的话，医疗行为的安全水平远不及航空业，仅仅相当于航空公

·患肾结石应多吃嘌呤含量低食物
·关心：畸形水果到底能不能吃

司托运行李的水平。”
那么，我国的医疗安全情况如何呢？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不无遗憾地
说：“中国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不过，据他介绍，2002年前后，世卫组织调查
显示，全球住院患者的抗菌药物使用率大概为30%，而中国住院患者中使用抗生素
的比例高达80%—90%，滥用程度可见一斑。另一方面，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所组织的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显示，仅有9.5％认为“医疗很安全”。复旦大学附

男士必学跟头屑说拜拜的九招

·男性睡前按压肚脐可提升性能力

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汪昕教授则透露，2005年他和同事们花5个月做的一项调查显

·11种最让女人厌恶的男士形象

示，在排除手术、病情等自身医疗原因外，1000名手术病人中，仍有8人不得不到

·40岁以后夫妻更应该多点缠绵

手术室接受第二次手术，最高时甚至达到16人。拿全国3000万外科住院病人算，至

·在四种情况下 女人的性欲低

少10万病人“二进宫”，如把县级医院手术时出现的问题也算进去，将远远大于这个

·射精≠高潮  男人也会没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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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检查心脏猝死跑步机 广州珠江医院称纯属意外
· 资格也敢做手术 社区服务站误切20岁小伙睾丸
· 生长激素催熟9岁女孩 家长疑医院误诊获赔28万
· 剖腹产婴儿不幸夭折 亲属质疑医生手术时接电话
· 济南3医院试点“药师+医师”模式 缓解医患矛盾
· 万元做美容9个月没消肿 苏州圣爱医院：手术没问题
· 存放遗体一天竟收费2700元 家属怀疑医院乱收费
· 女子诊所两次输液后返家后身亡 卫生局介入调查
· 待产胎儿死于母亲腹中 家属疑医生延误抢救时间
· 出生三天的宝宝右腿怎么断了 父母和医院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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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错误，是医疗系统问题
在多数患者心中，医生是个神圣的职业，只要有责任心，便可避免错误。对于这样
的“见解”，伊凡?本杰明表示不敢苟同。“人总会犯错的，医生也是人。问题关键在
于，医生为何会犯错？”
为此，本杰明举了个例子：医生在给一个小男孩开氧可酮时，错将1.5毫克写成15毫
克。小男孩服药2小时后出现呼吸暂停。“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这是谁干的’。
我在医院讲这个案例时，人们就会问，是哪个医生把剂量开错了？但是，在对当事
医生、护士、药剂师、患者母亲等相关人士进行深入调查后，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
是出在医疗系统身上。”本杰明解释道，这位医生非常聪明、能干而且很负责任。
可他在事发的那天太疲劳了！前一天晚上他去参加了医师培训，碰巧还要帮个请病
假的同事干活，并要给很多病人开出院药单。“一个人在这种状态下，是很容易犯
错的。”他接着分析道，那家医院尚未安装一种广为使用的软件；社区医院的药剂
师向家长询问了剂量，但依然开了15毫克的药；孩子的母亲也知道这是成人用量，
却未咨询医生……总之，这一系列的漏洞才导致了问题的发生。“所以我们要对事
不对人，毕竟许多人都犯了错误，所以说，这是系统出了问题。”
哈佛医学院副教授肯思?桑兹指出：“不必怀疑医务人员是否具有奉献精神，而应检
讨我们的制度、体系是否可靠。”肯思?桑兹强调，“建立可靠高效的医疗系统，才
能让医疗可靠性从90%提高到99%。”
为了说明制度的价值，美国奥本山医院质量与患者安全部部长苏珊?阿布科教授提
到了“瑞士奶酪模型”。瑞士奶酪上有很多孔，这些孔就像是潜在的漏洞，而我们的
系统就像是一摞瑞士奶酪，如果奶酪上的孔碰巧彼此相连形成了一条通道，错误便
发生了。“因此，我们要做的是查找原因，从制度设计上想办法，而不是去惩罚医
生。”
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曹泽毅表示，美国能够对医生给予理解和分析，这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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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性化的分析值得我们学习。“事实上，中国医生肯定比美国医生更忙、更
累、更辛苦。可这些在我们这里，好像不构成理由。”更多内容请点击健康频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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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入少医生压力大
在此次论坛上，来自美国的研究数据显示，医疗安全与医疗费用间并没有绝对的相
关性。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发言中表示，这一结论的前提是“他们解决了
医生的待遇、医生的价值体现等问题。”安全无疑应该成为医疗行为首先需要考虑
的问题，但鉴于中国特殊国情及目前的医疗环境，中国的医疗安全问题更加复杂。
政府投入、市场趋利、政策导向、医疗定价和专业管理都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

“没有投入就没有安全可言。”据有关医疗质量调研结果显示，医护人员在医疗中常
犯的错误中，仅1%是与缺乏相关知识相关，位居前三的分别是技术方面的错误
（35%）、忽略必要的信息（16%）、不小心（11%）。“中国医生的劳务价值也许
是全世界最不合理的！”廖新波表示，他们的付出远大于所得。因此，政府必须要
加大对医院的投入。
廖新波认为，护理人员严重不足、收费过低也会影响医疗质量的提高，这对医疗安
全的提高也是不利的。“6元钱洗次头在哪里可以做到？只有在医院！”他表示，护
理人员的劳动收费价格始终在低水平徘徊，尽管我国的经济每年都在增长，但数年
前的标准一直执行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一份来自上海市呼吸内科住院病人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三级医院中，护理费用仅
占1.33%，二级医院和一级医院分别为3.11%和6.4%。而各级医院相应的药费却分
别占65.32%、62.19%和59.11%。“更为糟糕的是，不少医院管理者抱有‘重医轻
护’的观念。”他进一步指出，虽然医护人员短缺是个全球性的难题，但中国则显得
更为可怜。只有护理收费价格与价值得到平衡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和提高护理质
量，保证患者权益，保证安全。

“中国医生压力太大，患者对医疗的误解太多太严重!”廖新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中国患者对误诊是很恐慌的，然而误诊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医生出现
差错，院方、科室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来应对医疗纠纷，无形中也浪费了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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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医疗资源。
让医生敢汇报差错

“在中国，出错就意味着惩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仁济医院院长范关荣告诉《生
命时报》记者，而在美国体系里，追究原因才最重要。针对性质类似的医疗差错，
中美两国的处理措施却有天壤之别。

2007年2月，一位5岁的男孩右跟腱挛缩，但医生却为左脚的跟腱施行了延长术。这
家医院赔偿了患者20万元，科室主任被撤职。
与此类似，美国一位左腿有病的患者因为医生的疏忽，在右腿上“挨了一刀”，但医
生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我们不会直接处罚医生，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差错的发生，如何才能避免问题再次出现。但是，如果医生差错率过高，可能会影
响到对他的综合评价，从而可能不利于其晋升。”苏珊?阿布科表示。那么，为了预
防医疗错误的发生，美国通常会采取哪些方法呢？
建立一个可靠的组织体系。“我们采取四个战略来改进质量和增强医疗安全。如采
用计算机化的医嘱系统、电子病例，还有电子处方和安全报告；同时我们还要提高
报告的透明度。”肯思?桑兹还介绍说，美国医院正致力于建立一个高度可靠的组织
体系。“对一个很小的故障，它都会迅速反应。”
出了差错，不惩罚医生。据阿布科介绍，在其供职的奥本山医院，内部网络上也有
不良事件的报告系统，要求医生出现医疗差错后进行报告，再由质量管理部门进行
分析，寻找原因。“此报告制度是无惩罚性的，医生不会因为暴露自己的差错而受
惩罚。我们必须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才能够更客观、更深入地了解事情的真
相。”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医生犯不起错，更别说内部报告自己犯错
了！”廖新波说。
分析根源查找原因。阿布科表示，不良事件发生后，他们会找到当事人，绝不仅仅
满足于他们简单的解释，而是不断追问“为什么”以了解产生问题的原因，从而对管
理系统进行修改。对此，曹泽毅说，这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医务人员发生
问题后关键不是处分个别人，而是要寻找发生问题的根源和体制上的原因，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本版文章由本报记者江大红采访整理）更多内容请点击健康频
道>>>>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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