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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研究 

急诊医学人文素质建设的困惑及策略
赵小彦

邱兆磊

【 摘要】

陈明华

急诊医学是一种和内科、儿科、妇科、外科等临床学科并列的二级学科ꎮ 急诊医学的主要职

责即对各类急危重症患者实施抢救ꎬ由于急诊病患具有病情急危、严重、复杂多变等特点ꎬ其家属多伴有明
显的担忧情绪ꎬ心理波动较大ꎻ医务人员不仅需要及时、准确的处理患者情况ꎬ同时还需要具备良好的人文
素质ꎬ与患者家属更好的沟通交流ꎬ只要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急救质量ꎬ减少急诊医疗纠纷发生ꎮ 当前我
国急诊医学医务人员人文素质情况仍不容乐观ꎬ如何提升急诊医务人员人文素质已成为临床关注的重点ꎮ
本文就急诊医学人文素质建设的困惑及策略进行了如下分析ꎮ
【 关键词】

急诊医学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５９.７

人文素质ꎻ

医疗质量

[ 文献标识码] 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８.０３９

急诊医学(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的形成与发展为医学进
步的必然趋势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我国急诊医学事业逐渐起
步ꎬ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的成立是我国急诊医学作为一
个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 [１￣２] ꎮ 经过近 ３０ 年的努力与发展ꎬ我
国逐渐形成了与我国国情、乃至世界急诊医学发展相符合的
理论体系ꎮ
一、急诊医学范畴及组成环节
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为将我国急诊医学分为八个不同
的专业组ꎬ即院前急救学组、儿科急救学组、复苏学组、急性中
毒学组、灾害性医学学组、危重病学组、急诊质控学组、创伤学
组ꎻ对急诊医学学科范畴进行了反映 [３￣４] ꎮ 急诊医学是一门
与其他临床学科有较大交叉性的边缘学科ꎬ相对于其他临床
专科而言ꎬ急诊医学更关注患者的生命ꎬ其主要职责为挽救患
者重要脏器功能、阻断重要脏器功能进一步恶化ꎬ挽救患者生
命安全 [５] ꎮ
急诊医学主要由院前急救、医院急救、危重病救治三个环
节组成ꎮ 这三个环节在急诊医学中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ꎻ
三者各有自身特色ꎬ但又相互依存ꎬ从而构成了完整的急诊医
疗服务体系 [６] ꎮ 院前急救为急诊医学最初环境ꎬ其主要是在
急危重症患者发病初期及时赶到现场ꎬ予以患者相应的救治ꎬ
以维持患者生命ꎬ避免再损伤发生ꎬ同时将病患快速、安全得
到护送至医院接受后续救治ꎬ为后续治疗赢得宝贵时间ꎬ降低
死亡率 [７] ꎮ 而院内急救则是急诊医学中的关键环节ꎬ院内急
救能够及时对生命体征不稳者实施复苏抢救ꎬ并可准确、快速
的对患者病情进行判定ꎬ开展必要的治疗ꎬ以稳定患者病情ꎬ
从而促使患者脱离生命危险ꎮ 危重病医学则是急诊医学的后
盾ꎬ对保障患者后续病情好转有重要价值ꎮ 三个环节相互结
合、相互依托ꎬ共同构建患者的生命保障链 [８] ꎮ
二、人文素质及人文素质建设在急诊医疗治疗安全中的
作用
人文素质即人的文化、教育、修养、思维方式、道德水准、
价值感、心理素质等个性品质ꎮ 医学和人的健康、安全及幸福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２０１８ｊｙｘｍ０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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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均有密切关联ꎬ是服务于人的科学ꎬ具有人文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两种属性ꎬ是两种科学的综合体 [９] ꎮ 医务人员不仅
需要具有扎实的医学知识及技术ꎬ同时还需要具备敬业精神、
职业态度等人文素养ꎮ
急诊医学为临床上抢救急危重症患者的重要学科ꎬ所接
收的患者病情较危重ꎬ使得该学科的工作具有危重性、时间
性、条件性、随机性等特点 [１０] ꎮ 患者病情的危重使得其家属
多处于焦虑、紧张状态ꎬ情绪波动较大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
医患关系的维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急诊医务人员不仅需要
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及丰富的临床经验ꎬ同时还需具有冷静
的头脑、准确的判断力、快速的反应能力、稳定的心态、坚强的
意志及高尚的医德ꎬ而这些品质就属于人文素质ꎻ也就是说ꎬ
急诊医学对于人文学科有较高的依赖性 [１１] ꎮ 因此急诊医务
人员必须要在认真学习基本急救技能、医学专业知识的同时ꎬ
强化人文素质教育ꎬ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底蕴及修养ꎬ达到以
人为本理念ꎬ为患者提供急诊服务、改善医患关系、避免医患
纠纷的效果ꎮ
三、我国急诊医学医务人员人文素质现状
１.教育模式落后ꎮ 目前ꎬ我国医学教育模式多以“ 专才教
育” 模式为主ꎬ仍具有重理论、轻实践的不足ꎬ极易忽略对学
生人文 素 质 教 育 及 能 力 培 养 的 重 视ꎮ 该 教 模 式 多 注 重 对
“ 才” 的训练ꎬ而缺乏对“ 人” 塑造的重视ꎬ进而很难培养出合
格、优秀的医学人才ꎮ
２.人才需求量增大、人文素质薄弱ꎮ 随着我国急诊医学
建设的发展ꎬ其对高素质急诊医学人才的需求量也不 断 增
加 [１２] ꎮ 然而ꎬ当前的教育模式对人文素质教育重视度的缺
乏ꎬ使得实际教育仍存在较明显的护士人文社会科学学习现
象ꎬ包括人文医学课程时间少、师资力量不足、缺乏人文环境
等ꎬ这也就为急诊工作人员人文素质的培育带来了较大的问
题ꎮ
３.沟通不足ꎬ增加医患纠纷ꎮ 极易导致急诊工作人员人
文素质薄弱现象ꎮ 有研究指出 [１３] ꎬ急诊科医疗纠纷的发生比
例占据了医院纠纷的较大比率ꎬ而导致医疗纠纷发生的原因
多与医患沟通、服务态度等因素有关ꎬ这也提示急诊工作人员
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有缺乏沟通交流技巧、缺乏对患者的同
情心与同理心、缺乏责任感等不良现象ꎻ也说明急诊医院人文
素质建设迫在眉睫ꎮ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４０ 卷第 １８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８

四、急诊医务人员人文素质提升的有效措施
１.回归医疗本质:急诊医学仍需坚持贯彻“ 以人为本” 的
医疗理念ꎬ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以病人服务为方向ꎬ将“ 患者”
作为医学的核心ꎮ 在实际临床工作中ꎬ医务人员需要具有同
情心ꎬ真正做到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ꎬ在充分考虑病
人病情的基础上ꎬ做到换位思考ꎬ切实了解患者的感受与需
求ꎬ而非只针对疾病本身实施诊治ꎬ真正做到“ 治病、救人” 的
效果ꎮ 由于急诊工作对象多以急危重症患者为主ꎬ这就需要
急诊医务人员在最短时间内ꎬ为患者提供相应的治疗与处理ꎬ
以实现治病救人的目的 [１４] ꎻ相关医务人员不仅需要具有扎实
的专业技能ꎬ同时还需要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ꎬ从而更好的与
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沟通ꎬ让患者及其家属感受到医务人员的
同情、关心及责任感ꎬ从而获取患者及其家属的信任ꎬ尽可能
的减少医疗纠纷发生ꎮ
２.强化人文教育:为更好的促进急诊医学发展ꎬ满足人文
素质建设需要ꎬ政府部门、医疗机构、教育行政部门等需加强
对医务人员人文素质教育得到重视ꎬ建立健全的人文素质教
育实施方案及考核机制ꎮ (１) 转变教育思想及教育理念ꎮ 现
阶段ꎬ我国对于急诊医学人才的教育仍以专业知识及技能为
重点ꎬ以分数为考核重点ꎮ 而此模式下ꎬ必然会造成教师将专
业知识及考试成绩作为教学的主要任务ꎬ忽略对有关人文素
质教育的重视 [１５] ꎮ 因此ꎬ为促进急诊医学发展ꎬ就必须要强
化对急诊医学生专业知识及技能教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教
育及人文素质教育的全面重视ꎬ做到“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ꎬ
全面发展ꎬ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高尚医德、医术高超的合
格医生ꎮ (２) 增设医学人文素质课ꎮ 丰富的课程及充足的学
习时间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ꎬ因此ꎬ为提高急诊医学生认为
素质教育质量ꎬ就必须要保证开设有一定比例的人文教育课
程ꎬ及时对现有的教学模式及教学重点进行调整ꎬ并且需对医
学教育中急诊医学教育的人文导向进行调整ꎬ增加人文课程
分量ꎬ增设医患沟通学、医学社会学、行为医学、公共关系学、
医疗政策、应急事件处理等相关课程ꎻ引导急诊医学生学会换
位思考、体谅、理解患者ꎬ不断提高其人文素质和能力ꎮ ( ３)
强化人文素质继续教育及考核ꎮ 急诊医务人员人文素质教育
是一个长期工作ꎬ需要不断的重复学习、不断的总结、不断的
考核与提高ꎬ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升急诊医务人员的人文素
质ꎮ 目前ꎬ我国不同地区的医疗水平仍存在有一定差距ꎬ急诊
工作人员的人文素质也参差不齐ꎻ为提升急诊医务人员的人
文素质ꎬ卫生行政主管不稳就必须要将人文素质教育纳入到
国家继续教育项目ꎬ并由有资质、有条件的医院同意进行培训
与考核ꎬ并可增加执业医师考试中人文素质比率ꎬ以不断提高
急诊医务人员的人文素质ꎮ (４) 注重教育与实践结合ꎮ 医学
的实践性较强ꎬ人文素质教育也只有与急诊医学临床实践紧
密相连才能真正发挥作用ꎮ 因此ꎬ在临床实践中需要不断的
对急诊医务人员的人文素质进行训练与强化ꎮ 在急救实践中
能够促使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应急处理能力等得到极大
的锻炼与培养ꎻ同时在实践过程中还可培养医学生与不同家
庭背景、不同性格、不同文化程度患者及家属的沟通能力ꎬ并
有利于增强医学生间的团结协作能力ꎻ且只有在实践中ꎬ教师
才能真正的做到言传身教、以身作则ꎬ学生才能做到耳濡目
染ꎬ在不断的学习中能够逐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其人文
素养ꎬ从而更好的为危重症患者提供服务ꎮ

 ２３３５

３.重视全员参与提高:急诊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并非孤立
存在的ꎬ良好的社会人员环境对于急诊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
发展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ꎮ 因此ꎬ为促进急诊医学人文素质
教育发展ꎬ就必须要尽可能的营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ꎬ社会
民众对人文素质的监督与评论、新闻媒体的人文导向与宣传、
对基本公民素质的宣传教育、对急诊医务人员的理解与支持
等ꎬ都可能为急诊医务人员人文素质教育与培养提供良好的
环境与基础ꎮ
４.增强医患沟通能力:患者维权意识的增强促使医疗投
诉逐渐增多ꎬ医患矛盾也逐渐明显ꎻ而缺乏医患沟通技巧及能
力则是导致医患纠纷及医疗投诉的一项重要因素ꎮ 急诊医务
人员所面临的患者多是病情危重者ꎬ患者家属的情绪波动较
大ꎻ因此ꎬ对于急诊医务人员而言ꎬ职业态度、沟通能力和专业
技能同样重要ꎮ 这就需要急诊医务人员在按照医疗护理操作
进行诊疗的同时ꎬ不断强化医患沟通工作ꎬ学会换位思考ꎬ对
患者及家属具有高度的同情心与爱心ꎬ同时扮演好倾听者的
角色ꎬ并耐心的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病情、治疗方案等ꎬ提高
患者对疾病与治疗的了解ꎬ稳定其情绪ꎬ促使家属更好的配合
各项工作ꎮ 必要时ꎬ可通过不同级别、不同专业、不同年资的
医务人员多次、反复与患者、家属进行沟通ꎬ让患者及其家属
感受到医务人员的重视与关心ꎬ帮助其充分了解疾病与预后ꎬ
达到切实沟通的效果ꎮ
总而言之ꎬ多举措提升急诊医务人员人文素质是培养高
素质急诊医务人员、提高医疗质量安全的重要举措ꎬ也是当前
医疗活动发展的迫切需求ꎬ对提高急诊医护质量及医疗安全
有重要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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