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 津 医 科 大 学 代 谢 病 医 院 

医 政 通 讯   
第 10 期 

 

                                                    2012 年 10 月 31 日 

本期要点 

 “注意”病情，是义务！ 

  我院于珮主任荣获天津市第二届人民满意的“好医生”称号 

  我院医务人员踊跃参与质量安全百日专项活动 

  我院举办第一届“天士力杯”主诊医师讲课比赛 

 

《“注意”病情，是义务！》是陈莉明院长阅读《中国医

学论坛报》后特意叮嘱，把这篇文章发给每位医生，提醒大

家面对患者的病情，全尽告知义务，关注法律责任。 

 
 

“注意”病情，是义务！ 
 

患者病情恶化未入院，带药回家后死亡，医方被判承担 30%

损失赔偿。 

病历简介 

患者，男，74岁。 

2007年 7月 5日:A医院门诊胸片示患者左心室增大。 

2007 年 7 月 9 日:患者心慌、汗多、时有头晕头痛、无胸闷胸痛，A

医院测血压 158/61 mmHg、脉搏 70次/分。心脏彩超诊断高血压并左室心

肌节段性缺血改变，左心泵血功能减退，近中度二尖瓣关闭不全，轻中度

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心电图（ECG）示窦性心律，左前分支传导阻滞。此

后患者在 A医院以冠心病、高血压病进行中西药调理，病情稳定。 

2008年 7月 7日:患者因头晕头痛、活动后气促 5天，伴口干、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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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稍浮肿再次就诊，血压 158/57 mmHg，双肺呼吸音清，无干湿音，心脏

左侧扩大。平时血压波动在 120～196/70～78 mmHg，诊断气促原因待查：

高血压性心脏病？冠心病？高血压病 3级，建议入院诊治。但患者未入院，

A医院予托拉塞米 10 mg/qd/7天;螺内酯 20 mg/qd/7天;硝苯地平控释片

30 mg/qd/7 天;福辛普利钠 10 mg/qd/7 天;美托洛尔 25 mg/bid/7 天;阿

司匹林 100 mg/qd/7 天;地高辛 0.13 mg/qd/7 天;复方丹参滴丸 10 粒

/tid/7 天及中药五剂煎服配合治疗。 

2008年 7月 8日清晨:患者昏迷，120医生到现场后确认临床死亡。

患者死后未行尸体解剖。《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患者死亡直接原因系呼

吸心跳骤停，引起疾病为冠心病。患方对证明书记载有异议。 

原审判决：医方对患者死亡造成损失承担 30%赔偿

本案争议焦点：A医院对患者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医疗

行为与患者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A医院医疗行为虽经医学会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是否构成医疗事

故并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

任的一个必要构成要件是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只要存在

该因果关系就会导致产生赔偿责任。 

患方对 A医院诊断冠心病有异议，但 A医院指定病种为冠心病的诊断

证明书有患者本人签名，此后患者也一直在 A 医院门诊就诊，故对于 A

医院诊断证明书中指定的病种冠心病已予以确认。 

患者在继往有冠心病、高血压病、高血压性心脏病病史的情况下，于

2008年 7月 7日因主诉头痛、头晕、活动后气促 5天等到 A医院复诊，

说明患者病情复杂，病情重（有心衰表现），且 74岁高龄，又有长期服药

史。此时，A 医院应对患者进行肝肾功能、ECG、血电解质、心肌酶等检

查，以便正确掌握病情，做出全面正确诊断和合理治疗，并应及时将患

者收入院观察并治疗。 

原审法院认定：A医院未尽全面检查之责，且仅在门诊病历上建议入

院进一步诊治，未及时将患者收住院。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 A 医院医疗行为确有过错，且其过错行为与患

者死亡存在不能排除的直接因果关系，故 A医院应向患方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患者于 2008年 7月 7日前往 A 医院就诊时病情复杂，病情重（有心



衰表现），且患者死亡后没有进行尸体解剖确定死因，故医疗事故鉴定书

认定患者死亡应首先考虑心源性猝死是可行的，予以采纳。根据 A医院过

错程度、原因力大小等因素，医疗过错对患者死亡仅起次要作用，A医院

应对患者死亡给患方造成的损失承担 30%的赔偿责任。 

 

医方要主动做三件事 
 

良好的医患沟通是融洽医患关系的有效途径，也是医院建设的必然要

求。那么良好的医患沟通靠什么？笔者认为，在医患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

的医方应做到三件事。 

用真心去尊重和对待患者 尊重是有效沟通的前提。我国古代著名的

思想家孟子说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患者从家到

医院来“求医”，医务人员要同情、尊重他们，不能搞歧视。虽不可能和每

个患者握手，但和患者交流时要尊重他们的话语权，多倾听，少指责；对

日常习惯不好的患者，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多引导，少责备；对遇到困难

的患者，要倾以爱心多解决，少推诿。 

用真诚的话语感化患者 世界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生“三大

法宝”，分别是语言，药物，手术刀。怎样进行语言沟通？我国地域广阔，

方言众多。首先，能与患者交流。就是把深奥的专业术语变为患者易于接

受、能听懂的话语。我的一位医学博士朋友说，我是从外地到咸阳市来工

作的，到这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学当地的方言，这是我工作的前提，这

样便于和患者，特别是一些农村患者交流。同时也可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使他们有种亲近感。其次，会与患者交流。语言交流既涉及说话技巧，也

涉及谈话内容。谈话的内容是患者关注的话题，对我们医务工作者来说是

鼓励患者战胜疾病的话语，是关心患者生活起居的话语，是和患者交流病

情变化的话语，是发自肺腑问寒问暖的话语，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话

语。 

用真实的行动感动患者 医学泰斗、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的事迹

无疑是用行动感动患者的典型范例。吴老怕患者受凉，先把自己的手搓热

了再给患者做检查；怕患者摔倒，给患者摆鞋子。 

只要我们把患者当亲人，把患者当朋友，用我们的真诚之心给患者以



真爱、真情，一定会赢得患者的理解。 

                               （摘自《中国医学论坛报》） 

我院医务人员踊跃参与质量安全百日专项活动 

按照天津市卫生局《关于开

展第二届“岗位练兵，技术比武”

活动的通知》的要求，紧紧围

绕“干什么练什么，什么弱强什

么”的方针，我院开展了质量安

全百日专项活动。活动中，医

务人员广泛参与，在全院营造

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进一步提升了我院的医疗质量和为患者服务的水平。 

围绕“规范、安全、质量、

服务”四个重点环节，质量安全

百日专项活动在我院深入扎实

的开展并取得成效。医疗工作

方面，医院邀请相关领域的专

家对医务人员开展了 13 次培

训，共计 650 人次参加，医院

针对 X 线基础知识和诊断、心

电图诊断、抗菌药物使用、急救药品的使用、危重症诊疗流程等为医务人

员进行培训，大大提高了医院医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应急抢救能力；天津

医科大学医政处杨立成处长结合多个典型案例做了《合法行医与医疗安

全》的培训，要求医务人员要

严格依法行医，不断提高医疗

质量和服务质量。医院还针对

住院医师和主诊医师培养目标

分别进行了《操作技能比赛》

和《主诊医师讲课比赛》。 

通过有效培训和院内比赛

考核，医院选派出基础扎实、



技术操作规范的医务人员参加全市“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比赛。 

质量与安全是医院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医院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

促进医务人员“内练素质，外树形象”，提高医疗质量，改善医疗服务，满

足患者医疗需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我院举办第一届“天士力杯”主诊医师讲课比赛 

8月 27日，在第 28个教师节来临前夕，我院举办了第一届“天士力

杯”主诊医师讲课比赛。 

此次比赛，邀请到学校教务处长刘佩梅、医政处副处长杨立成以及医

院于德民、柳春敏、陈莉明、张宏等领导、专家作为评委进行现场点评和

打分，常宝成副院长主持比赛。院党总支书记柳春敏预祝比赛圆满成功，

并希望以“岗位练兵强素质，技术比武展风采”系列活动，促进医院教学

和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发展为综合性医院并成为学校的教学医院做好

功课，付出努力。 

来自各科室的主诊医师按照赛前的抽签顺序进行比赛，他们有的注

重知病防病的科普研究、有的介绍专业领域的学术前沿，态度认真、准备

积极、语言生动、肢体

配合、引发兴趣、重点

突出、风采各具，显示

了我院的教学潜力。结

合 12 位医生教师的讲

课比赛情况，本着爱护

青年教师、努力提升医

院教学水平的原则，专

家评委们对参赛医师分

别进行了点评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最终，陈睿医师荣获一等奖，赵伟医师和张景云医师荣获二等奖。陈

莉明院长对此次讲课比赛进行了总结，她希望我院医师在做好临床工作的

同时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带教能力。比赛在互比、互看、互学、互进的氛围

中圆满结束。 

 



我院组织参加天津市卫生局 

第二届“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技能竞赛 

8 月 23 日、24日，天津市卫生行业第二届“岗位练兵、技术比武”

技能竞赛在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拉开了帷幕。 

为了迎接比赛，我院

做了充分的准备，开展

了“质量安全百日专项

活动”，进行了一系列培

训，进行了“临床技能

比赛”，通过密集的培

训，有效地动员组织，

最终共选拔出 21名岗位

能手分别参加了内科、

中医、护理、口腔、放

射、检验、药剂、财务、超声 9个专业的比赛。比赛分为理论知识和临床

技能操作，理论考核采取闭卷答题，技能操作进行了现场操作考核。我院

的参赛选手们态度认真、准备积极，在紧张有序的比赛过程中全面展示了

我院医务工作者扎实的临床基本功和良好的精神面貌。 

通过备战和参加此次竞赛，我院医务人员不仅巩固其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更加强化了爱岗敬业、刻苦钻研的职业精神。 

 

我院于珮主任荣获天津市第二届人民满意的“好医生”称号 

 

 

 

 

 

 



午间讲坛在我院继续开展 

五月份，天津医科大学牛文彦教授做了《生物制剂的免疫原性问题》

的讲座，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张梅教授做了《降脂治疗指南的十年变迁》

的讲座。 

六月份，我院管乐主任做了《糖尿病肾病的新进展及指南解析》的讲

座。 

七月份，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肾病科主任陈文教授做了《糖尿病肾病的

营养治疗》的讲座，天津医科大学眼科中心李筱荣教授做了《糖尿病眼底

病变诊疗》的讲座。 

八月份，天津医科大

学总医院王邦茂教授、门剑

龙教授、邰杰教授分别做了

《糖尿病的消化道并发

症》、《糖尿病患者血栓实验

室的监测》、《腰椎间盘突出

症和颈椎病》的讲座。 

九月份，天津市第三中

心医院肝胆内科李隽主任

做了《药物性肝炎的诊治》的讲座。 

 

我院上报传染病和慢性病 
 

2012 年 5 月份到 9月份，我院上报市疾病控制中心疑似肺结核共 14

例，首诊糖尿病共 135 例。 

 

 

 

 

 

 

 



2012 年 5 月份至 9 月份我院住院患者满意度调查统计 

     项目 选项 百分比 

对医生服务质量 

服务态度 满意及以上 99.6 

决定治疗方案时询问患者意见 满意及以上 98.7 

耐心倾听病情 满意及以上 99.7 

特殊治疗征求患者意见 满意及以上 97.4 

进行特殊检查和使用贵重药时征求患者意见 满意及以上 98.2 

对护士服务质量 

服务态度 满意及以上 99.5 

入院时能否介绍规定 介绍 99.6 

定期巡视病房，有事及时到达 满意及以上 99.6 

发药打针时及时给予指导 满意及以上   100 

对检验服务质量 服务态度 满意及以上 95.9 

对特检服务质量 服务态度 满意及以上 91.8 

对医院工作满意度 

有需要时，医护人员能立即处理 满意及以上 96.3 

等待检查治疗时间合理 满意及以上 93.7 

就医流程方便 满意及以上 89.2 

办理住院手续等候时间合理 满意及以上 92.8 

医护人员尊重病人 满意及以上 94.2 

就医环境安静、干净 满意及以上 93.2 

医院规章制度执行情

况 

是否收到过费用清单 每天收到 95.3 

就医过程中，是否清楚与哪个部门沟通 清楚 96.4 

“五要五不得”制度

执行情况 

住院患者标本和报告是否有专人送取 无人送取 18.6 

住院患者需要检查时是否有专人陪护 无人陪护 0 

转科患者是否有专人护送 无人护送 0 

贵重药品是否由医务人员领取 非医务人员 0.1 

需要会诊的患者是否有专人陪护 无人陪护 0.1 

收取红包 
是否送过红包给医务人员 收过红包 0.6 

是否感觉医生提取药物回扣 有回扣和提成 0.4 

5 月份到 9月份，住院患者对就诊医院的看法：总体对医院满意度占：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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