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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医患和谐关系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近年来,在新的医疗
改革背景下,患者对医疗机构的附加值需求大大增加。许多医院无法跟上形势的变化,管理体系不断恶化,
医患关系日趋紧张。这给医院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据卫生部的一项数据调查显示,中国医疗机构之中
医患纠纷的发生率正在急剧上升。本文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62医院为例,从影响新医改
过程中医患和谐关系的问题入手,并结合国内外经验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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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octor-patient Disput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c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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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is an important part.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medical reform,
patients’ demand for added value from medical institutions has greatly increased. Many hospitals are unable to
keep up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situation, the management system continues to deteriorate, and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tense. This has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work of the
hospital. According to a dat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the incidence of doctor-patient
disputes among Chinese medical institutions is rising sharply. Taking the 962th Hospital of the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Forc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an example, and starting with the problems affecting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in the process of the new medical reform,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based on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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