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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了信任
医生拿什么保护自己
——— 哈医大一院血案背后折射的医患困境
本报记者 石念军

喉咙里透着沙哑，老韩努力提
高嗓音，连连问记者：“为什么社会
是这个样子？”

韩建波是济南一家三甲大医
院的急诊外科负责人，刚从手术台
上下来。这一刻，浑身颤抖着的他
看上去格外愤怒。

让他愤怒的是一项舆情调查。
上周，在哈尔滨，28岁的实习医生
王浩被17岁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
李梦南刀伤致命。

腾讯网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
患者杀死医生的这一悲剧，“六成
访民表示高兴”。

这一事件发生后，国内各医院
急诊科和住院部病房，再次被卫生
部强调要求必须安装监控设备。

而在案发地哈医大附属第一
医院，医院已经准备调整医生办公
室座位位置，医生不能再背对或者
侧对门坐，而必须正对门办公。

受害者王浩就是因为背对着
门，连头都没来得及回，就被李梦
南刺中颈部大动脉的。

如果真的遇到袭击

如何抵抗？
“××，能听见吗？”“大口呼

吸！”“好，就这样，深呼吸。”
3月29日16：50，山东省千佛

山医院急诊外科病房。
病床上，刚从手术室下来的病

号鼻腔插着氧气吸管，双眼混沌。
病号的母亲，一位50多岁的妇女，
在人群中兀自哭着。

自头一天晚上到现在，超过10
个小时，韩建波都在抢救这个骨折
病人。

疲惫写在这个40多岁的男人
脸上，他整个人陷在沙发里，恨不
得马上合上眼睛睡一觉。

“昨(3月28日)夜里10点他们
给我打电话，我立马从浆水泉路赶
到医院，凌晨零点回家。今早7点赶
到医院，组织专家会诊，跟家属谈
话，确定手术方案。”他努力回忆整
个过程。

上午10点上手术台，下午3点
半出手术室，老韩为这名年轻的伤
者复合了5处严重骨折。

终于回到办公室，老韩答应，
可以谈一谈新近发生在哈尔滨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血案。

刚刚瘫坐在沙发上的这个中年
医生，突然挺直了肩膀，挥舞着双
手，将桌子拍得啪啪直响，语速快得
不容人插嘴：“兄弟，你说，一个28岁
的医学生被无辜捅死了，网络调查
还有六成人说‘高兴’，这还有人性
吗？”

这件“没有人性”的事，发生在
一周前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因怀疑医生不愿意为自己治
病，17岁的李梦南持刀捅伤四名无
辜医生，其中，28岁的医学生王浩伤
重而亡。事发后腾讯网展开调查，关
于“你看到医生被杀时的心情”一
项，6000余名受访者中，有六成选择
了“高兴”。

3月28日深夜，就在接到同事求
助电话前，老韩刚从网上看到这一
消息，他拉着身为精神科医生的妻
子，试着分析行凶者的心理状态。

“这根本就是一件偶发的刑事
案件。”老韩夫妇认定，这一案件的
发生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因素有很
大关系。身为医生，他们理解一个长
时间饱受重病困扰者内心的无助

与脆弱。
他们也注意到微博上的评

论———
“李梦南患脊柱炎，2年6次求

医，共花费六七万。医生推荐的药，
一种是类克，一次打两支，一支6240
元。对于一个家贫如洗的患者，直接
采用最贵的治疗方案，合适吗？”

“假如李梦南六次就医有一位
医生负责点，假如李梦南当天不用
在一院和哈市结核病医院间来回
跑3次，假如李梦南很有钱，假如李
梦南认识医生，假如那天小店里买
不到小刀……这个血案就不会发
生。这个世界上没有假如！”

“很可能，医生的一点冷漠，就
会勾起他内心的恶意，进而成为杀
人的动机。”老韩说，这起恶性案件
与医患纠纷无关，让他难以接受的
是，一位无辜医生被杀，居然有六
成人感到高兴，“难道仅仅因为受
害者是医生，行凶者是病人？”

韩建波看到，在一些他经常浏
览的专业医疗网站上，同行发泄愤
怒和恐惧的帖子比比皆是———

一位麻醉师的反应是：“幸好
我们工作在手术室，一般人进不
来，还算安全。”有的劝告同事，“晚
上值班的时候，记得锁好门”。

而哈医大一院一位参与抢救
王浩的外科医生则写道：“我麻木地
在走廊穿行……面对大多无助而信
任的眼神，我努力控制情绪，但内心
的恐惧却一直在滋长。满医院的患
者和家属，仿佛每个人都身藏凶器。
身上揣的柳叶刀，不到拇指大小。如
果真的遇到袭击，如何抵抗？”

这些问题

不是医生的错

“当人们不去了解事情原委就
根据经验投票时，说明这个被评价
的行业已经严重被标签化。”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骨外科医生张健分
析腾讯网这一调查结果发现，六成
受访者多数是在没有了解基本事
实的情况下，就点击“高兴”这一选
项的，这种表达很情绪化。

省立医院东营分院院长任勇
曾任医务部负责人多年，尽管一再
强调网络调查的样本性不足，但他
也承认，这一舆情调查表明，继仇
官、仇富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医生
也成为一个被仇视群体。“现在的
民生问题加上病痛，很多患者把愤
怒指向了医生，可这些问题，并不
是医生的错。”

任勇举了个例子，经常有人
说，我从大老远来，排了一晚上的
队，挂了个号，大夫不到10分钟就
把我打发了，太不负责任了。你想
想，医生是个什么工作状态？从早
上8点到中午12点，一共240分钟，
即使医生一刻也不停息，每人10分
钟也只能看24个病号。流感季节，
大医院的儿科门诊一上午都不止
一百个病号，医生连水都不敢喝，
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收红包的不良医生有没有，
肯定有；是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收红
包，显然不是。”受访医生无不提
到，在舆论的讨伐中，很多舆论其
实一直都是以“所有医生都是不良
医生”为前提的。

离开医院整整12年了，薛晨每
每告诉自己“再也不要回忆那些身
为医生的日子”，以至于当记者找
他时，他满脸惊讶。

薛晨离开的2000年，正是医患
纠纷的“大讨伐时期”，2000年前后
5年间，各类医患纠纷在媒体曝光
频率非常高，一再冲击着社会对医

务工作者的评价。薛晨坦言，那时
自己天天“如履薄冰”。

这一年，薛晨意外卷入一场医
疗纠纷。虽然各方均判定薛晨无责
任，但患者家属激动之下还是冲进
了医院。当年，薛晨年度考核被判定
不合格，从而断送了他晋级高级职
称的机会，而他本是公认的最有希
望的竞争者。一气之下，薛晨离职。

像薛晨这种情况并不鲜见。驻
济一家三甲大医院的儿科主任则
称，近两年来，仅他所在科室已有
两位刚毕业的医学院学生因为卷
入医疗纠纷被迫离职。这家医院的
麻醉科近几年也先后有两位麻醉
师因类似的原因离职。而张健所在
的齐鲁医院前两年曾爆出血案，一
名患者家属先后伏击了两名医护
人员，造成一死一重伤，惨剧源于
13年前，其父因肝癌在该医院就
诊，不久后去世，行凶者因此长期
怀恨在心。

这种现状的形成，与中国现行
医疗体制息息相关，包括医疗事故
仲裁机制。医疗纠纷好比悬在医生
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都可能提前
结束一位优秀医生的执业生涯，甚
至是生命。

“在欧美一些国家，医生会购
买相当额度的执业保险，一旦发生
医疗纠纷也不用紧张，保险公司会
代医生赔付。”这位儿科主任认为，
更重要的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发育
形态决定了整个社会心态更接近
平和。而焦虑积聚、戾气凝重的社
会环境下，一点火星可能就会引燃
暴戾之气。

“大家都知道，看病难看病贵，
可现在要当好医生，除了医术外，还
得成为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学会估
量患者的经济能力以及心理变化。
当医生难吧？”这位儿科主任说。

谁也不信谁
“在一个信任普遍缺失的大的

社会氛围下，将自己的命运交给陌
生人，需要多么坚强的神经。何况，
医学永远不可能消除不确定性。”
驻济一家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秦
明说，因为不信任，患者常常表现
得很焦虑，这一点他理解。他和朋
友就发生过一次“医疗纠纷”，他为
此还吃了朋友一拳。

秦明说，他这位朋友因伤风感
冒，在临近下班时到医院输液。考
虑到门诊打针的人多，秦明请他到
自己病房来输液，“躺在病床上毕
竟舒服一点”。

未承想，第一瓶液体刚刚输完，
输液器突然变色。虽然朋友体感毫无
异样，验血也无异常，但谁也不能解
释原因。已经下班回家的秦明很快被
喊来处理纠纷。院方质问秦明为何违
规安排门诊病人到病房输液，熟人质
问秦明，“这是想治死我吗？”

秦明劝朋友：别闹了，都是自
己人，真出什么事，下半辈子我养
着你。话音未落，朋友的一只拳头
就冲着他来了。

“当时实在是怕得要命，那种
滋味，摊在谁身上谁才体会得了。”
时隔两年，面对记者，这位朋友也
坦言不该打秦明，“那时候我结婚
不久，谁也说不清楚这种情况对以
后有没有影响。这些年出了那么多
恶性医疗事故，病人对病情顶多一
知半解的，谁知道医生是不是在尽
心尽力？”

秦明说，很多时候，人心暴戾其
实源于害怕。就像开车时突然看到
有行人抢道，一些人急刹车后摇下
车窗大骂，其实不见得是素质不高，
实在是害怕万一撞上了怎么办。

记者走访省内各大医院的病
房，普通病房走廊里，经常可见密集
的加床，而一些干部病房大多宽敞

如酒店套房。普通患者常常需要重
复排队等候就诊，一些特殊病号往
往一到医院就有专人等候、陪同。这
一幕幕都映射进公众的日常经验，
进而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医生、
医院。在他们看来，所有的规则完全
由医院制定，病人唯有听从。

秦明也认同，正是因为病人不
知道究竟该不该信任医生，最终形
成了这种普遍焦虑，背后则暗藏了
医患双方信任基础的沦丧，否则，
人们也不会每逢就医都千方百计
托关系找熟人了。

韩建波也经常接到亲戚朋友打
来的电话，请他帮忙安排病人看病。

就在3月28日夜里，老韩在赶
往医院的途中，就接到那位摔伤病
人亲属打来的电话，一再请他全力
施救。

老韩告诉对方：我很理解你们
的心情，请你们放心，我是职业医
生。“不管熟悉的还是陌生的病号，
在医生眼里是没有差别的。”

谁是最终的受害者
驻济一家三甲大医院的妇产

科主任医师向记者讲起她亲身经
历的一起医疗纠纷，一个深夜，一
位出现临产征兆的孕妇被送进医
院。这位孕妇是在被一家医院拒之
门外后，转入该院的。

这是一位痛感很差的准妈妈，
婴儿一条腿已伸进阴道，她却一点
反应没有，这种情况下很容易造成
新生儿骨折，若不及时接生，婴儿
随时都有危险。接生的医生与孕妇
家属反复谈话，讲接生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危险。其丈夫一再央求大夫
尽快施救，至于危险，他表示有充
分心理准备。

经过几小时忙碌，孩子出生
了，但还是骨折了。医生连夜将新
生儿转入小儿外科治疗。第二天，
刚刚回家休息了几个小时的这位
主任医师一到办公室就听说，孩子
的父亲已找媒体投诉说他们制造
医疗事故。

“别人拒绝收治了，没事。我们
收治了，反而是自找麻烦。这是什
么道理？”这位主任医师感叹，现在
只生一个孩子，必须要保证百分之
百的接生成功率。产科医生、助产
士的压力非常大，而且来打招呼的
特别多，哪个孩子出生后情况不
好，医生就担心惹上纠纷。按规定，
医院不得拒绝救治危重急病号。但
如果医院、医生都从自我保护的角
度出发，不愿意承担额外风险，那
么，受害者又会是谁呢？

谁又来保护医生呢？
3月29日，省城一座三甲医院病

房走廊里，腰挂橡胶棒的保安仍旧
在来回踱步。但若要重建医生的安
全感，仅靠增加安保力量是不够的。

“越是弱势者，越是将医生当
成最后一根稻草，他们知道医生不
是上帝，不能包治百病，他们需要
的可能只是了解和安慰。尽可能善
待每一个患者，不要成为压垮他们
的最后一根稻草，这要求对医生也
许有点高，但这是对自己最好的保
护。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被压垮的
是谁。”这是微博上关于哈医大一
院血案的一条评论。

对于像韩建波这样在一线工
作的医生而言，他们也许无法改变
一个患者只能有几分钟就诊时间
的现状，他们能做到的，或许只是
一束关切的目光，或是几句温和的
话语，让患者的焦虑感稍稍抚平些
而已。

而面对本报记者“下一次遇到
这种情况还会这么做吗？”的提问，
上面提到的这位妇产科专家回答：

“必须这么做，问心无愧，心里踏实。”
（本文部分人名为化名）

“王浩事件”引起公
众欢呼让谁震惊？究其原
因，公众高兴的不是王浩
的死，而是一个医生的
死。

在这一舆情背后，受
访者以此传达着自我的
不安全感，但他们或许很
难相信，医护工作者的普
遍焦虑也大致相同。

当事件双方都是受
害者，这不幸，注定是全
社会的。

省城一三甲医院保安在病房走廊里巡逻。 郭建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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