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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因为输血问
题#一位患者家属冲动之下#一脚把一名女护士给
踹了$ #月$日发生在海南省人民医院留医部的这起
事件#经南国都市报报道后#引起了广大市民及网
友的关注$ 大家在对被打护士表示同情的同时#也
对打人者陈某称其在医院等了%个小时没能为父亲
输上血的说法感到疑惑$ 事情见报当天#省人民医
院方面对此进行了解释$
该院急诊科张主任表示# 经过院方仔细核

查#该院当天对患者 !$%&'()* + "救治的
程序并没有问题$ 因为该肝癌患者属于消化道出
血#但当天被送到医院时#其心律%血压等生命体
征均比较正常# 并不需要走绿色通道进行抢救#
医院当天对该患者的输血准确说来其实是普通
的&治疗性输血'#走的是正常的程序#所用时间
也比较正常#不存在故意延误的情况$
张主任介绍说# 该患者凌晨%点被送到医院急
诊科后#医生开始对其进行&'%抽血化验等一系列

检查#这一过程得需要大半个小时$ 当检查结果出
来发现患者贫血需要进行输血治疗的情况#医生便
开单让家属去交费$ 可当家属交费之后#医生发现
漏交了一些项目的费用#便让护士通知家属再去补
交费用#才能配血输血#没想到患者家属对此不理
解#发生了脚踹护士的事件$
张主任强调# 输血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
需要严格配对#否则会出问题#而单单这交叉配
血就需要一个小时#所以算下来#%点钟接诊的这

一患者#到最后#点%!分开始输第一袋血#这一过
程用时都比较正常#并没有问题$
由于警方介入处理此事#当天下午#记者联
系了事发辖区秀英派出所的陈所长了解到#目前
由于当事护士仍然在医院治疗#还没有到派出所
接受调查做笔录#而且其伤情也还没有最后一个
鉴定结果#所以派出所方面目前只有打人者陈某
单方面的口供#在这种情况下#派出所还不能做
出一个最终的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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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晚#患儿家长贾某带)岁多的
儿子到海南省人民医院龙华门诊儿科输液室输
液# 因护士%次扎针未能成功# 患儿家长极为不
满#继而对护士大打出手#造成护士人中%脸颊等
多处受伤$
%+))年年底#海口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小
汪被病人家属掐住脖子#险些窒息#一度进行急
救#起因是病人嫌其送药慢了$
医疗暴力事件的频发一定程度挫伤了医护

人员的工作热情$ &自己的尊严和安全都得不到
保障#怎么要求医护人员保证对病人的责任感)'
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陈实说$
&护士被打挨骂是常见的事$ '身在一线的省
人民医院儿科护士长严淑欣说# 儿童输液室每天
都有好几百个孩子输液#环境比较嘈杂$护士每天
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心理压力大#而工作稍微不
到位#家长的不满就直接发泄到护士身上$希望社
会和孩子家长能给护士更多理解%关爱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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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急诊科的护士好多都被打过$ '有)!
多年护龄的省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陈宁说$
陈宁第一次挨打是在%!!,年)!月$ 一名$!
多岁的男病人因脑梗塞由三名家属送到急诊科
来$ 她把病人安排到内科诊室#并为病人测血压
和吸氧$ 当时医生正在处理另外一个病人#说一
会儿就过去处理$ 此时#儿科正好有一个病人要
护理#她就去了那里$当她从儿科出来时#看到老
人的两名亲属在质问一名刚上班的护士#她过去
问了一句*&有什么事吗) '对方反问*&什么叫急
诊)'陈宁解释*&病情有轻重缓急#如是危重病人
医生会尽快处理的++'没等她把话说完#一名
-!多岁的男子就气势汹汹叫她闭嘴#并扑上来打
她#造成她左手腕被打肿#多处软组织挫伤$

海口市)%!急救中心急救科欧阳洁淼表示#
相对其他科室#急诊室是医疗暴力的高发地$ 因
为病人入院时需要紧急处理的情况很多# 和病
人及家属沟通的时间却少$ 仅%!))年# 海口市
)%!急救中心就发生近)!起伤害事件#全市范围
内则有数十起恶性伤害事件$
记者通过,家医院公开报道的医疗暴力事件
来看#仅%!))年至%!)%年#就发生了*宗医生护士
被打事件$ 其中导致了一名年轻的护士死亡$
在那些医疗暴力事件中# 病人或家属的要
求得不到满足而打人#占一半比例,另外醉酒患
者打护士和医生也较多$ 此外#对医疗程序不了
解%候诊时间过长%病人自认病情无好转%对服
务不满意等都是引发冲突的原因$

67#o
排队缴费%排队检查%排队等报告++#几
小时过去了#病还没有看完$
对于医疗暴力事件#采访中#一些患者表示#
虽然家属打人不对#但一些医护人员服务%解释%
沟通等不到位#也让患者感到深感委屈和不满$
&凌晨#点去排队挂号#医生看病不用#分钟就
完事了$ '家住府城大园路的王先生表示#他有一
次带一岁多的女儿去医院看病# 为了能看上个专
家号#他冒着寒冷起床去挂号#可当医生看病不够
#分钟就打发他走了#而且还开了一大堆检查单$
临高县临城镇的陈先生表示#有一回#他的
弟弟从临高到海口某三甲医院看病# 医生检查

之后认为是腰椎间盘突出#建议最好做一个&'$
等了%个多小时好不容易做完了&'检查#工作人
员说第二天才能拿到结果$ 他弟弟三天后再去
取结果时# 工作人员查了半个多小时都没找到
&'片# 理由是来取片晚了# 积压太多不好找$
&检查要等一天# 取个结果也要等半个多小时#
这样的服务怎么不让患者抱怨呢- '陈先生说$
&看病排队#我们排了,药价高#我们忍了#可有
没有人把我们的生死病痛放在心上) '患肾病的符
先生说#有些检查是不是必须要做) 有些药是不是
必须要开) 有些手术是不是必须要动) 一些医务人
员被多问几句就不耐烦了#态度之冷淡让人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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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 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频频发
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医疗暴力现象的出
现#究其原因#一是医患双方的互不信任$ '省医
院医疗安全管理办公室王处长表示#患者或家属
之所以上医院来闹#是因为不相信医生#怀疑治
疗过程有问题$ 很多病人对医生的期望值很高#
当医生不能达到预期期望值时#就会产生怀疑$
&我们不否认个别医生的医德医风有问题#
但绝大多数的医生护士是好的$ '采访中#许多
医护人员表示#近年来#一些医生的负面新闻#
例如收红包%乱开药拿回扣等不断见诸报端#这
样的信息被放大到病人眼里时# 使病人对医生
产生不信任$患者不信任医生#医生也变得不敢
给病人治病#怕治不好会有患者找上门$ &病好

了#万事大吉,病没好#立刻翻脸$ '这种以结果
为导向的信任#成为医患关系的一大特点$ 海南
省农垦总医院医务处主任何晶表示# 信任缺失
是转型期医患关系的显著特征$ 医患暴力冲突
愈演愈烈#最根本原因是缺乏信任$ 医学技术是
有限的#而患者的期望是无限的$ 然而#很多患
者家属对生命的期望值过高# 要求医生只能成
功#不能失败$ 一旦发生意外#往往迁怒医生$
&沟通很重要$ '对于医患纠纷频发的问题#
何晶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患之间信息
不对称$ 由于医疗知识的专业性#医生占主导地
位#患者处于被动地位$ 实际上病人对情感需求
很重要#可有的医护人员不会表达$ 许多医生和
护士超负荷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和患者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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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农垦总医院 %!))年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年)月至今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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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护士#%%个被殴打过
多数被打护士多处软组织挫伤
一名医生被菜刀砍入院观察, 一名医生被笔刺破手掌,一
名护士被患者掐脖子差点窒息死亡,一名急诊科护士被打
一名放射科技术员被患者扇了一巴掌
一名护士被患儿家属踹伤住院
一名护士被患儿家长打#多处软组织挫伤,一名护士被患
儿家属掌掴
一名护士被失去理智的吸毒人员用尖刀刺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