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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治之下的“以和为贵”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对医院
和医生的监督工作，并提倡法治
之下的“以和为贵”，进一步科学
合理地调解医患矛盾。在处理医
患关系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经
验。

首先，加大对医院和医生的
监督。在日本政府的指导下，中
央级和地方级的医疗评估机构
纷纷诞生，一般每过一年就由民
众、官员和独立专家对所有医院
和在职医生进行综合评分，对评
估合格者发给合格证书，对不合
格者则提出各种不同级别的警
告，并在网上或向媒体公示。

从事故吸取教训。日本厚生
劳动省建立了医疗事故数据库，
成立了由医生、律师、民间组织
代表参加的医疗事故研讨会，着
重查明事故原因，并举一反三。

要求医院给医生购买“事故

保险”。在政府的监督下，院方大
多已为医生购买了“事故保险”，
于是大多数中、小纠纷便可望通
过保险公司就获得解决，避免了
发展为更大的医患矛盾。

通过法律手段协调医患关
系。按相关法规规定，在发生医
疗事故后，医院不分大小都须向
政府有关部门报告，然后由政府
作为“中间人”出面向病人家属
作出汇报。值得一提的是，日本
政府加紧建立了相关制度，帮助
那些在医疗诉讼中处于相对劣
势的患者和家属。

俄罗斯：坚持“法律优先”

与许多国家解决医患纠纷
时采取“调解优先”不同，俄罗斯
果断地将“调解”晾在一边，而采
取“法律优先”。如果患方认定自
己的健康或生命受到了医疗事
故 的 侵 害 ，他 们 便 可 向 相 关 医
院、医院的上一级领导部门、当
地司法机关和医保机构提出索

赔要求。
俄罗斯多项法律 (比西方国

家 还 多 ) 都 贯 穿 了 一 条 铁 定 原
则：公民健康第一。患者不论民
族、性别、经济状况、文化背景，
其保护自己健康的权益都被视
作神圣不可侵犯，并在多部法律
中都得到方方面面的全力保护。

据悉，患者或其家属能使用
的法律武器包括俄罗斯行政违
法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
法、刑法、民事和刑事诉讼法、医
学司法鉴定法等。

不过，俄罗斯法律在大力维
护患方权益的同时，对医方造成
的医疗事故也“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美国：法律和调解“双管齐下”

美国每年死于医疗事故者
在人数上超过死于交通事故者，
好在相关的法律不断在完善，处
理事故的系统也在不断升级，这
就使得美国人完全有“底气”对

“医闹”大声说“NO”。
实际上，医患纠纷并非纯法

律问题，背后往往还隐藏着许多
复杂的因素。鉴于此，美国采用
的是法律和调解的“双管齐下”。

所有医院都须设立的仲
裁委员会，其实就是“变
相”的调解委员会，成员
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包
括 医 院 的 医 生 、注 册 护
士、牧师、社 区 代 表 、社
会工作者、培训工作者、
教师、律师，等 等 ，这 些
人中许多还是志愿者，不
收任何报酬。

仲裁委员会的任务
主要有：

一、专门负责调查医
疗事故，调查的重点在于
认证主管医生是否尽责
尽力以及是否有过失，并
向患方如实通报。

二、担负着类似我国
居委会里“调解委员会”
息事宁人的角色。即“大
事化 小 、小事化 了 ”，直
至双方达到理解或谅解。
不过，仲裁委员会仅仅是咨询服
务机构，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相关的
保险公司也会对医疗过程进行
监督。这是因为保险公司有专门
人员作专业鉴定，而且有能力通
过各种途径让患方得到赔偿。相

反要是患方去医院闹事，即便有
理，也很可能会因为危害医疗或
公共秩序而被拘，如果由于使用
暴力而使他人受到伤害，严重的
甚至会锒铛入狱。既然依靠法律
之手纠纷不难解决，患方自然也
不会轻易去冒险当“医闹”了。

挪威：藏扫帚

在圣诞节前夜藏扫帚是
挪威的一项古老风俗。过去，
人们认为巫婆和恶鬼会在圣
诞节前夜外出寻找扫帚来骑，
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把扫帚藏
在最安全的地方。如今的挪威
主妇依然遵循这一传统，她们

在睡觉前会把扫帚、拖把和刷
子等物品全藏好。而男人们有
时还会溜出家门，在外面放上
几枪，以吓跑巫婆和恶鬼。

捷克：用核桃壳制作小船

捷克的一项圣诞节风俗
则是用核桃壳制作小船。人们
会敲开几只核桃，在半只空核
桃壳里放进一只蜡烛点燃，让
它在一只盛水的大碗里漂。据
说，核桃船的行驶轨迹也预示
着主人的未来。蜡烛燃烧的时
间越长，主人就越有可能生活
得幸福长寿。如果小船一直靠
在碗边，则意味着主人会守在
家里不外出。

斯洛伐克和乌克兰：

向天花板抛食物

在斯洛伐克和乌克兰的
圣诞节前夜开始吃饭前，一家
之主会将一勺叫做「Loksa」(用
面包、水和罂粟籽馅做成 )的
食物抛向天花板。粘在天花板
上的食物碎屑越多，就预示着
主人一家来年会更加衣食无
忧。

瑞典：火烧稻草山羊

过去4 0年来，瑞典小镇
Gavle都会在圣诞节前竖起一
只巨型的稻草山羊。而且在圣

诞节这一天之前，是必须要把
山羊烧掉的。1966年以来，山
羊仅有10次逃过了在圣诞节
前被烧掉的命运。

智利：祭奠亲人

在过去 1 1年中，智利小
城Ta l c a的人们会在新年这
一天来到市政公墓，陪伴死
去的亲人度过这个节日。晚
上1 1点钟，当小城的主教宣
布弥撒仪式结束时，市长会
打开墓园的大门，同时还有
优美的古典音乐一起迎接死
者的家属。

温哥华：北极熊冬泳

温哥华的“北极熊冬泳俱
乐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
最久的一只北极熊冬泳俱乐
部。它起源于1920年新年一小拨
冬泳者一头扎进英吉利湾的举
动。这只俱乐部已由最初的10

人发展到2000年的2128人。

秘鲁：洗Temascal汗蒸

在秘鲁的库斯科和马丘
比丘等地，人们会履行一项古
老的印加人新年风俗─洗
Temascal汗蒸。Temascal是一
个用布裹起来的小木屋，象征
大地母亲的子宫。人们在这里
洗掉身上的异味，得到净化，
好似经历了一次重生。

在法国卡仰大学交流学术期
间，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普丽娜
是一个有着两个孩子的单亲母
亲，女儿艾丽莎9岁上小学三年
级，儿子哈雷7岁则刚上一年级。
普丽娜与众不同的教育方式，很
特别，其中有两个真实经历给我
的印象最深。

有一次，普丽娜早上刚来到
办公室，就接到了女儿艾丽莎打
来的电话，艾丽莎在电话里大声
说道：“妈妈，快来救我呀，我把数
学课本丢在家里了，马上就要上
课了，没有课本肯定要挨老师批
的，快马上给我送来，拜托，拜
托！”

这要是换成国内的父母，肯
定立即放下电话就给送书去，更
何况，从办公室到普丽娜的家，再

到学校，整个路程步行只需要10分
钟。出乎我意料的是，普丽娜没有
离开办公室，回去帮女儿送书，也
没有吩咐家里的保姆去送。她在
电话里对艾丽莎说的：“妈妈在上
班，上班就有自己的工作责任和
约束，不能随便离开的，哪怕离开
的时间极短暂。妈妈也相信你一
定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说完这
些话后，普丽娜就挂了电话。

坐在一旁的我，觉得这样不
太好，不就是送一本书嘛，于是连
忙说：“要不我帮你送吧，反正手
头上也没有什么事情。”普丽娜连
连摆手说：“千万不要这样，这是
艾丽莎自己的错误，是她自己的
事情，因此她就要自己承担起这
个责任，如果我们轻描淡写地就
给她送过去了，她一定不会吸取

这次失误的教训，下次还会再犯
的。”

还有一次，普丽娜的小儿子
哈雷在学校跟人打架，抓破了同
学的脸，学校老师电话通知普丽
娜立即去学校一趟，出于关心，我
决定陪普丽娜一起去了哈雷的学
校。刚在学校见到哈雷时，小孩子
一脸的不服气，称：是同学先动的
手，自己只不过是正当防卫，没有
错！

普丽娜什么话也没有说，只
是拉起哈雷的手就朝老师的办公
室走去，一到办公室，普丽娜就对
着老师说：“老师，对不起，哈雷打
人，不是他的问题，是我这个做妈
妈的问题。”然后，给老师来了三
次90度的鞠躬。

之后，普丽娜又对着站在一

旁被哈雷抓伤脸的同学的父母致
歉、三鞠躬，并且立即带着孩子去
医院治疗，整个过程，哈雷一直跟
在一边，但从头到尾，普丽娜没有
一句责备他的话和给予他惩罚性
的行为。

在从医院回学校的路上，一
直沉默不语的哈雷终于开口了，
他说：“妈妈，对不起，我发誓，以
后再也不打架了，再也不让您在
他人面前受委屈了。妈妈，请您相
信我。”

这之后，果真是如此，直到我
回国前，都再也没有听说哈雷在
学校惹过事。面对孩子的错误，普
丽娜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
方式，给了我很大启示，她以自己
的行动教育了孩子，让他们明辨
是非和勇于担当。(木梅)

法国母亲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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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外国人五花八门过圣诞
开车开的是“态度”

移居加拿大的表哥，最近回国内办事
顺带探亲。有一天，表哥说起了他初到加
拿大考驾照的事情，对我的启发很大。

去加拿大之前，表哥就会开车，而且
有5年多的驾龄。但是到了加拿大，如果要
想继续开车，就必须要重新考加拿大国家
的驾照。因此，表哥只好报名，上了一个驾
驶培训班，教练是加拿大人。第一次见到
教练，教练就问道，你开过车吗？表哥回答
说，开过5年了，而且开得非常好！

教练却摇了摇头，说，那你就开给我
看看，说完就把车钥匙放到表哥的手中。
可刚开动一会儿，教练就让表哥立即停下
来，然后，对表哥呵斥道：“有你这样开车
的吗？”教练生气地说，完全是胡闹！首先，
在拿到钥匙后，启动车之前，你都一定需
要围着车子检查一圈，看看车上有没有擦
痕，螺丝有没有松动的等。这样才能保证
开车后，车的行驶状况良好。

其次，你要检查一下车子的后备箱和
车内，看看里面有没有酒瓶。因为加拿大
法律规定，只要车内有酒瓶，哪怕是空的，
都等同于酒驾，司机一样会受处罚。

再次，在加拿大，坐在车上的人，只要
有一个人没有系好安全带，司机就算违反
驾驶规则，同样要受到严重的处罚。同时，
你坐进车后，没有正确地调整座位和后视
镜，一定要让它的位置能保证你可以轻松
地看清后面的路况和车况。

教练继续说道，还有，加拿大交管部
门规定，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开车时，司机
都需要把车灯亮起来，这样能够让行人和
其他司机能够清晰地看到。当然，最严重
的是，当你将车开出停车场时，没有打转
向灯。打转向灯，是示意你的车要开动了，
请旁人注意避让和安全。

最后，教练语重心长地对表哥说，开车
其实开的不是技术，而是态度。如果你开车
的态度不对，即便给你全世界上效能最好、
安全系数最高的车，也同样不能保证你出
行始终安全。(徐立新)

格东张西望

为保护社会上助人为乐的行
为，让好人做了好事不至于惹麻
烦或当被告上法庭，美国联邦政
府和各州制定的法律中都有相关
的条款予以保障。它们都是在紧
急状态下，为救助者因其无偿的
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损
害时免除责任的法律。制定法律
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豁免见义勇为
者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的责任，鼓
励见义勇为。

无偿救助免责

加拿大一些省的法律规定，
施救行为对一般疏忽造成的伤害
不担责。《魁北克人权宪章》规定：

“任何人必须救助处于危险中的
人，通过亲自救助或联系急救机
构，为危险中的人提供必要的急
救，认为救助过程会给自身或第
三方身体造成伤害或有其他法律
认可的理由除外。”另外，《加拿大
航空法》也规定，如果一个人拥有
飞机，在收到或发现救援信号后，
必须立即驾机飞抵事故现场实施
救援。

见死不救必惩

法国刑法规定，当他人遇到
危险而没有提供必要的救助，可
被处以6年监禁和相当于70万元
人民币的罚款。

德国刑法典规定：“意外事
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
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
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
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
进行急救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
罚金。”

意大利刑法规定，对见死不
救者处以最高1年的有期徒刑或
相当于2 . 26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意大利公路法》规定，发生交通
事故，司机必须马上停车对公路
上的受伤者实施必要的救助或通
知警察，如果没有履行救助义务
使受伤者伤势加重或死亡，则吊
销驾照1～3年，并给予刑罚制裁。

“反咬一口”将被罚

新加坡的法律完全站在保护
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上。惩罚机制
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
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
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

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
者，则以污蔑罪论处。

近年来，医患纠纷已成为我国社会关注的热点。其实，医患

纠纷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好在许多国家在如何科学处置医患纠

纷方面已先走了一步，获取的经验或教训都可供我们借鉴。

看看国外的“好人法”

看国外如何处理医患纠纷

圣诞节是西方社会的
传统节日，现在在许多地方
流行。为过圣诞节，人们提
前一个月就开始为之忙碌：
购买贺卡和礼物，准备圣诞
树和圣诞大餐，城市和乡村
一派喜庆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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