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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现分级诊疗是新医改工作的一项重点和难点。分级诊疗的实现依赖行

政、市场和职业三种治理模式。这三种治理模式各有相应的实现分级诊疗的机制，分别
为指令、价格与专业权威。改革前的分级诊疗体系由行政治理模式占主导地位，而改革
后则是行政为主、市场为辅，但两个阶段中职业治理模式均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

有必要给予医生充分的职业自主性，以专业权威为基础，结合另外两种治理模式．协同
促进分级诊疗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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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人民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由于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推进，我
国居民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的需求与医疗卫生体制当中不甚合理的递送模式之间的矛盾日益凸
显。为解决这一问题，实施分级诊疗制度刻不容缓。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医疗改革领
域须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并明确提出要“完善合理分级诊疗模式，
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办公厅更是专门下发《关于推进分级诊疗
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和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实际，遵循医学科学规

律，按照以人为本、群众自愿、统筹城乡、创新机制的原则，以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重点，
以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分级诊疗为突破口，完善服务网络、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引导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形成科学合理就医秩序，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切实促进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的公平可及”。可见，党和政府都已将分级诊疗作为医疗改革的一项重点来抓。
分级诊疗是医疗领域巾的一个重要概念，世界卫生组织也早在１９５７年就提出了分级诊疗模
式。其基本含义是根据病人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对病患进行分流，以同时达至病患获得恰当的
医疗服务与医疗资源能够被有效利用的双重目的。分级诊疗以疾病的发病率与人群“金字塔型”
的医疗需求结构为基础。人类大部分的疾病均为常见病、多发病或者一般急症，这些疾病均可由
基层医疗机构中的全科医生帮助解决。而金字塔顶部则代表疑难杂症或者重症，这些疾病的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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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较低，治疗手段较为复杂，需要到医院和专科医生那里接受诊疗。而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
分级诊疗体系：病人首先到全科医生那里寻求帮助，少部分疑难杂症或重症的病人被有针对性地
转至专科医生那里，而大多数病人的问题都在全科医生那里解决。譬如，英国９０％的门急诊由
全科医生首诊，其中９０％以上的病例都没有被转诊，而由全科医师完成治疗。此外，９８％的门
诊处方药是由全科医生开出的。在美、澳、加、日等国以及我国的港澳地区，分级诊疗也都有类
似的实施效果①。因此，如果分级诊疗行之有效，则最后呈现出来的民众的医疗服务利用结构也
是一个“金字塔型”。

分级诊疗能够实现，必须仰赖合理的医疗服务递送体系与治理模式。医务人员与医疗机构构
成了医疗服务的递送主体，大至医院，小至个体诊所、个体医生，都可能是具体的服务提供者。
如果说递送主体构成了分级诊疗体系的骨架，那么治理模式就相当于血肉和神经，两者有机结
合，才能使分级诊疗得以有效运行。而从治理模式上来说，笔者认为，可以归纳出三种类型：行
政、市场以及职业（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这三种治理模式分别以各自不同的机制实现分级诊疗。行政的
主体——政府在解决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可得性方面责无旁贷，市场则被希冀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作用，而医生职业则是医疗服务的直接提供者，三者均在分级诊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

如何在新医改阶段发挥政府、市场与医生职业各自的作用，以最终实现分级诊疗？本文即尝试阐
释分级诊疗的这三种治理模式的内涵与特征，并以此反观建国以来城市地区的分级诊疗实践，总
结经验教训，为新医改提供政策参考。

一、行政治理模式
行政治理模式实现分级诊疗的基本机制就是“指令”，因而也就带有强制色彩。类似于社会
主义国家中的“再分配经济”的概念，分级诊疗的行政治理模式的背后也体现着管理者对医疗
服务资源分配效率的追求，而有效率分配的基础则是一种“超级理性”，管理者的这种理性与
“让自我调节的力量来决定经济行为的具体目标”的市场的形式理性是相反的②。在实施过程中，
行政治理模式通常表现为科层制。在这种科层制架构中，管理者都遵循着明确的规章制度，·以此
为基础，管理者的等级和分工分明，他们之间则构成了非人格化的角色体系⑧。在行政治理模式
下，普通人的医疗需求可能受到严格的调节与管控，一旦产生就医需要，就去指定的基层医疗服
务提供者那里。而医生作为科层架构中的一个部件，按照有效率地分配医疗资源的逻辑以及先在

的“明文规定”，会将病人留在基层完成治疗或是转向上层，以便让更高级别的医疗机构与医生
进行诊疗。但需注意的是，此处的“更高级别”，强调的是在科层制架构下，医疗机构的行政等
级，而非前文我们所说的全科与专科之间的医疗服务功能区分（垒）。
（一）改革前以行政治理模式为主导的分级诊疗体系
我国改革之前的城市医疗体制与分级诊疗体系集中体现了这种行政治理模式。该时期的
“行政”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是当时的医疗卫生体制本身。建国后，城市地区几乎所
有的医疗资源都被“国有化”：原有的私立医疗机构全部转化为公立医疗机构，而大量的自我雇
佣的医生都变成了这些公立机构的雇员。政府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三级医疗保健网：初级为街道
卫生院和工厂保健站，主要承担地段内人口的初级保健任务，以地段医疗预防工作为主要形式。
遇到不能处理的病人，可请求上级医疗机构协助或直接转诊至上级医疗机构。二级包括区级综合
①朱恒鹏：

《医患冲突恶化的根源及对策》，中国社会科学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ｓｎ．ｃｎ／ｊｊｘ／ｊｊｘ—ｇｄ／２０１４０３／ｔ２０１４０３１３—

１０２８２１７．ｓｈｔｒｉｄ，２０１４－０３—１３。

②［美］塞勒尼、贝克特、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载［美］塞勒尼等《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吕鹏等译，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③［德］韦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④付强：《促进分级诊疗模式建立的策略选择》，《中国卫生经济》２０１５年第２期；朱恒鹏、林绮晴：《改革人事薪酬制
度，建立有效分级诊疗体系》，《中国财政》２０１５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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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专科防治所和企业职工医院，主要提供门诊和住院服务。一方面要协助基层医疗机构处理
难题；另一方面，在碰到不能解决之问题时，它也要请三级医疗机构协助。三级则包含了省市级
综合医院、教学医院和各企业的中心医院，除了提供门诊、住院服务，还要承担教学和科研工
作。此外，它们要经常协助下级医疗机构，比如接收转诊病人、培训下级医疗机构的人员等①。
在这样一种医疗服务递送体系中，每一级医疗机构都有其对应的行政级别，有明显的层级差
异，也有较为明确的功能差别（这也是其区别于理想类型当中的行政治理模式之处），这一框架
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当时医疗服务的供给方被剥除了攫取经济利益的动机，机构运营主要依靠
政府的财政支持，而医务人员的收入、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则都由政府严格管控。我们几乎
看不到医疗服务递送中有任何“市场”的要素。在这一体系下，居民基本可以就近得到医疗保
健服务，如接诊的大夫认为有必要，则会被转至上级医院就医。
然而，除医疗卫生体制本身之外，我们也许更应理解“单位体制”在行政治理模式中所扮
演的角色。如果说前一个方面是侧重从服务提供方来理解行政治理模式，那么后一方面则可以说
是侧重从需求方来理解。在行政治理模式下分级诊疗的实现，不仅仅是要对供方资源做出合理的
配置，而且要对需方的就医自由进行一定的约束。而这种约束正是以单位制为基础来实施的。
“单位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是国家进行社
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化形式，承担着包括政治控制、专业分工和生活保障等多种
功能。”②由于单位满足了成员的各种需要，也由于成员无法在单位以外满足这些需要，因此单
位成员对单位构成了一种“依附”关系③。具体到医疗服务方面，不但劳动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
是由单位负责实施，而且很多基层的医疗服务本身就由单位的卫生室或医院来完成。当时，职工

的医疗保障待遇比较优厚：职工与其直系亲属无须缴纳保险费，只需付极少的挂号费④。“在那
个年代，有单位的职工称之为‘公家人’，他们每次去看病，先到单位的保健站，如果看不了，
保健站的大夫开出手续，职工领取一份‘三联单’后，机关干部凭公费医疗本，企业职工凭劳
保医疗证，到大医院就诊。‘三联单’每一联都填有个人信息和单位的编号，大夫在每一联盖上
单位的‘红戳’，职工看完病，大夫会撕下一联留底，然后医院直接找单位结账。个人就掏１毛
钱左右的挂号费。”⑤从这位曾经的单位人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就医均需先通过单位，由单位的
医疗服务提供者开具凭证，患者才能再去合同医院，否则患者就无法获得医疗服务，亦无法享受
医疗保障待遇。

因此，两个方面构成了当时以指令为机制的行政治理模式的基础：一方面是单位对其成员的
控制，因为其生活需要、职业发展等都离不开单位，这就增加了其依据既定规则行事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则是医疗保障的优厚待遇与自费就医甚至不能就医的鲜明对比，如果不按照这一模式就

医，则有可能享受不到医疗保障甚至得不到医疗服务。所以，当时居民的就医自由基本被剥夺，
分级诊疗的指令得以贯彻，患者不得不按照从低级到高级机构的顺序进行诊疗，且能否去到高级
机构不取决于自己，而取决于医生。如此，当时的分级诊疗能够基本实现。正如怀墨霆和白威廉
所评价的，这是一种带有强烈的科层制色彩的医疗服务体系。在这样一个医疗服务体系当中，患
者缺乏就医的自由，他既不能选择医生，也不能选择医疗机构，因为只有在遵循严格转诊程序的
前提下，患者才能获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同时所耗费的医疗费用才能够获得报销。尽管这种
严苛的、甚至有点死板的转诊制度耗费了病人的时间，但起码保证了最高水平的资源用来处理最
①ｗｈｙｔｅ，Ｍａｒｔｉｎ 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Ｐａｒｉｓｈ，Ｕｒｂａｎ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ｏ眦ｅ７ｗｍ”ｒｙ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０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ＰＰ．６４．６５．

②李路路、苗大雷、王修晓：《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社会》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③［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版。
④葛延风等：《中国医改：问题·根源－出路》，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⑤刘洪清：《公费劳保医疗：渐行渐远的记忆》，《中国社会保障》２００９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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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问题④。

不过，改革前分级诊疗制度运行的基本成功并不意味着行政治理模式是实现分级诊疗的必经
途径。而且，当时的分级诊疗是以压抑民众的医疗需求、限制其就医自由为代价的。
（二）改革后行政治理模式的延续
改革后的医疗卫生体制被视为“市场化”或“过度市场化”的一个典型。与此同时，分级

诊疗也变得形同虚设。但这并不意味着医疗体制的所谓市场化与分级诊疗的破产存在因果关系。
相反，我们倒是依旧看到行政治理模式的诸多痕迹。
目前，分级诊疗最基本的制度基础是１９８９年颁布的《医院分级管理办法》。据此《办法》，
“对医院分级管理的依据是医院的功能、任务、设施条件、技术建设、医疗服务质量和科学管理
的综合水平”。由此，医疗机构被分为三级十等。一级医院负责“直接向一定人口的社区提供预

防、医疗、保健、康复服务”，包括基层医院、卫生院等；二级医院则需要“向多个社区提供综
合医疗卫生服务和承担一定教学、科研任务”，一般指地区性医院；三级医院则负责“向几个地

区提供高水平专科性医疗卫生服务和执行高等教育、科研任务”，一般指市级或省级医院。《办
法》规定“各级医院之间应建立与完善双向转诊制度和逐级技术指导关系”，即不同级别的医院
提供不同的医疗服务，处理不同疾病程度的病人，它们之间应该是分工合作关系。
这种制度设置仍然是行政治理模式的反映。朱恒鹏和林绮晴一针见血地指出，“分级诊疗”
的说法实际上并不确切，应为“分工诊疗”，是“家庭医生、专科医生、康复护理人员等不同类

别的医务人员各自从事不同类型的诊疗和健康管理服务，之间是一种分工协作关系，而不是按职
称、机构等级划分的行政等制度下的‘分级’诊疗金字塔”。而我国的“分级诊疗”则是一种典
型的行政等级制做法。“在行政体制金字塔中，三级医院处于顶层，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更先

进的设备、更多的高等级职称、更优秀的人才，甚至更齐全的药物配备和定价政策，可以说获得
了政府各项资源和政策偏向。而处于金字塔底层的基层医疗机构，工资低、待遇低、职称低、社
会地位低，优秀医生自然不愿意去社区。”②而在现有行政思维主导的分级诊疗体系下，高级医
疗机构吸纳了大部分资金和其他资源，投入到基层机构的资金明显不足③。在这种情况下，好医
生当然就聚集在大医院，而缺乏优质医疗资源的基层医疗机构就无法吸引患者，医疗资源的配置
严重失衡。这是行政治理模式造成的最大问题。

既然从整个体系的角度无法实现分级诊疗，行政部门又设计了“区域医疗联合体”，试图在小
范围内实现分级诊疗。在医联体内，同一个区域内的医疗资源被整合在一起，这通常包含该区域内
的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与社区医院。为了达至“首诊在社区、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目标，
卫生行政部门从大医院抽调专家，定期到基层社区机构出诊，如遇大病重病，患者将通过医联体的
内部通道，被直接转诊至对口大医院就诊。如此，较之通常的就诊模式，患者的挂号、检查等就诊
时间能够大大缩短，缓解看病难问题。但是，这种社区与大医院的专家帮扶、双向转诊对接的医联

体模式，并未改变大医院在行政分配医疗资源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事实，而一二级医疗机构实际上成
为三级医院的附庸④。因此，带着浓重行政治理模式色彩的医联体对实现分级诊疗基本无济于事。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另一种治理模式也逐渐浮现，这便是市场治理模式。

二、市场治理模式
市场治理模式实现分级诊疗的基本机制就是“价格”。按照倪志伟的说法，市场是以在法律

①Ｗｈｙｔｅ，Ｍａｒｔｉｎ 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Ｐａｒｉｓｈ，Ｕｒｂａｎ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Ｐ．６９．

②④朱恒鹏、林绮晴：《改革人事薪酬制度，建立有效分级诊疗体系》，《中国财政》２０１５年第８期。
③翟绍果、徐敬凯：《基于国民均等受益的医疗服务递送体系研究》，《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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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上相当的买卖双方协商同意的价格基础之上进行交易，由此完成资源配置的方式①。所以，

买卖双方是自愿的，其二者均对医疗服务的价格敏感，由此其行为都受到作为信号的价格的指
引。在针对分级诊疗的这种治理模式中，居民一旦有了医疗需求，其就医行为就受到价格机制的
调节，譬如基层医疗机构或者全科门诊的诊疗手段相对来讲简单而价格便宜、且医疗保险能够覆
盖更多的服务项目、报销比例更高，而医院或专科医生那里则诊疗程序复杂、项目繁多、技术高
端而价格昂贵，且医疗保险覆盖项目少、报销比例低，理性的居民就会“自动”选择到基层机
构或全科医生。需注意的是，这里并没有所谓“强制”基层首诊的规定，这种规定是行政治理
模式的体现。在市场治理模式下，患者就医是自由的，他可以到小诊所，也可以直接到大医院。
当基层机构的医生或全科医生认为无法完成诊疗时，患者才再转投其他的医疗机构。
不少研究者都主张市场治理模式和价格机制能够缓解大医院门庭若市、基层机构门可罗雀的
困境。他们认为，既然当下我国的分级转诊系统并不能有效运转，因此，如果能够拉开不同级别

医疗机构之间的医疗服务价格的差距，就等于向民众释放如何就诊的明确信号，如此民众能够更
为合理地使用医疗资源，不同层级的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能够得到体现，医疗资源也能得到更加
有效率的利用，从而缓解大医院看病难的问题②。
市场治理模式不但体现在学术研究与政策建言当中，而且也反映在现实的政策中。我们目前

所施行的有关分级诊疗的制度设置中就有试图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分级诊疗的内容。归结起来，
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对相同项目的收费有所不同。这方面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门诊挂号
费。比如在北京，无论何种级别的医疗机构，其普通门诊挂号费每人次只收费０．５元。但机构的
级别不同，其所收取的门诊诊疗费亦不同：一级医院是２．５元每人次，二级为３元每人次，三级
为４元每人次。再考虑到不同职称的医生看诊，则每人次的费用就有从几元到十几元的差别⑨。
上海医疗机构的门诊服务平均收费水平稍高，一二三级医院的诊查费分别为７元、１０元和１４

元，二级医院副主任医师的专家门诊诊查费为１４元，而二级医院主任医师的诊查费与三级医院
的副主任医师相同，为１７元，三级医院的主任医师诊查费为２０元④。住院费用方面，以云南大
理为例。该市阑尾切除手术费用，在乡卫生院需９９６元，在市医院为２３６５元，市医院的花费是
乡卫生院的２．４倍：同样是孕妇顺产费用，在乡医院为３３９元，在县医院需６６８元，而在市医院
则需１５３１元，市医院的花费分别为县医院和乡卫生院的２．３倍和４．５倍⑧。

其二，医疗保险对在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中的相同项目的报销比例有所不同。譬如在北京的
医疗保险政策中就规定，患者去不同的医疗机构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享受不同比例的报销
（表１）。以４万以上部分为例，假设某病人花费５万元，其到一级医院和到三级医院的医疗花费
最多相差２０００多元。而上海市亦有类似规定。自２０１４年起，上海市６０周岁以下的人员，在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一级医疗机构住院的，医保基金支付８０％；在二级医疗机构住院的，基金支
付７０％；在三级医疗机构住院的，基金支付６０％。

①Ｎｅｅ，Ｖｉｃｔｏｒ，“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４，１９８９．

②王虹、唐晓东：《简析市场机制对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控作用》，《中国卫生经济》２００６年第１０期；曹岳兴、袁汇亢、
周莹：《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机制研》，《卫生经济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刘国恩等：《医疗机构分级诊疗价格
机制研究》，《中国卫生经济》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③“北京市医疗服务价格查询·门（急）诊收费标准”，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ｂｊｐｃ．ｇｏｖ．ｃｎ／ｂｊｐｃ／
ｍｅｄｉｐｒｉｃ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ｊｓｐ？ｅ＝ｗ０１０１＃ｔｏｐ。
④上海市物价局、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上海市医保办：《上海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汇编（２０１４
年）》，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ｓｊｓｗ ｇｏｖ．ｃｎ／ｗｓｊ／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ｊｇｂ＿．２０１４．ｐｄｆ。
⑤李银才：《制度结构视角下的分级诊疗形成机制改革》，《现代经济探讨》２０１５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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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第三十六条，首都之窗网站，ｈｔｔｐ：／／ｚｈｅｎｇｗｕ．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ｏｖ．ｃｎ／ｆｇｇｚ／
ｚｆｇｚ／ｔ８９０７２４．ｈｔｍ。

然而，医疗服务分级诊疗中的价格机制至今未收到理想的效果。我们目前所呈现的就医结构

仍是倒金字塔型①。笔者在京沪两地的调研结果亦印证了这一点。而上文提及的云南大理亦是如
此，大量的居民涌向市级医院，而乡卫生院则处于闲置之中②。笔者以为，这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的原因：其一，居民按照这种价格信号就医的前提是居民能够准确判别自身基本的疾病状况，比
如究竟是大病还是小病，是常见病还是非常见病，是全科医生能够处理的疾病还是一定要去专科
医生那里才能解决问题。其二，医疗需求有一定的刚性，有这种需求的人对价格的反应不如对普
通商品的反应敏感⑨。这是因为医疗服务关系到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本体性安全，从而不同于一般
商品的价格弹性。其三，目前所执行的价格差别相对于民众不断提高的收入水平与健康意识来
讲，显得有点“微不足道”。居民收人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支付能力的增加，这种情况亦伴随着人
们日益在乎自己的健康状况，并愿意为此投入更多的资源，因此两种情况叠加意味着人们有更大
的经济实力为自己的医疗服务与健康状况买单。相比之下，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之间的价格差异实

在可以忽略，比如一二三级医院的诊查费差距最多不过十几块钱，而住院费用亦相差至多数千
元，但不同级别机构之间的医疗服务质量在患者看来可谓存在天壤之别。其四，条件变得不断优
厚的医疗保险事实上弱化了患者对医疗服务价格的敏感性。目前，医疗保险在各级别间的医疗机
构中设定的报销比例都很高，虽然报销比例有一定差别，但几乎起不到价格信号的作用。其五，
从供方来看，目前基层医疗机构所普遍执行的“收支两条线”政策，使得基层服务提供者本身
就失去了对价格的敏感性，其不可能积极为患者提供服务或将患者转诊至合适的专科医生那里。
而政府对医疗服务价格的严格控制，实质上导致了各级服务提供者无法释放恰当的价格信号。因
此，以价格为机制的市场治理模式至今仍未起效。

三、职业治理模式
职业治理模式实现分级诊疗的基本机制就是“专业权威”。职业不同于一般的行业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其从业者不但须接受长时问的专门教育、应抱有为他人服务的意识，而且更为重
要的，是职业自主性（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这是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最重要的标准，是

“一种对其工作的合法控制的状态”＠。因此，医生可以不受外行的影响与控制，对自己的工作内
容与工作安排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力，且外行亦不能评价其表现，而只有依靠同行来评判⑤。法团
自主性（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与ｌ临床自主性（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共同构成了医生的职业自主性，

前者指合法独立的职业团体通过与政府以及其他方的协商与谈判，界定有关自身工作的各种社会
和经济条件的政治权力，而后者则主要指“对工作场所中决策的控制”⑥。

①顾昕：《政府购买服务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发展》，《河北学刊》２０１２年第３期；朱恒鹏：《医息冲突恶化的根源及
对策》，中国社会科学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Ｓｒｌ．ｃｎ／ｊｊｘ／ｊｊｘ＿ｇｄ／２０１４０３／ｔ２０１４０３１３—１０２８２１７．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４－０３－１３。
②李银才：《制度结构视角下的分级诊疗形成机制改革》，《现代经济探讨》２０１５年第７期。
③李少冬：《论医疗服务需求的刚性和医疗服务费用的弹性》，《中国卫生经济》１９９７年第１０期。
④⑤Ｆｒｅｉｄｓｏｎ，Ｅｌｉｏ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ｏｄｄ Ｍｅａｄ，１９７０，Ｐ．８２．
⑥Ｈｏｆｆｍａｎ，Ｌｉｌｙ Ｍ．，“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ｚｅｃｈ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Ｃｏｍｔｍ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ｓｔｏｒｙ ３９，１９９７，Ｐ．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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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由职业治理模式来主导分级诊疗，则医生完全依据病人的病情来进行诊疗和转诊，其决
策过程中不受其他非Ｉ临床因素的影响。由此，医生之间逐渐分化出不同功能的差别，最主要的就
是全科与专科之间的区分。全科医生以门诊形式处理常见病、多发病，他们通常个体行医，或者
在小型机构中执业。而专科医生则处理更为复杂的疑难杂症，他们通常在医院执业。在英美等社
会中，患者有了医疗服务的需求，都会先到全科医生或者家庭医生那里寻求帮助，由这些医师判

断病情、进行治疗、决定是否需要转诊。所以，大量“同行转诊”的现象就出现了。
同行转诊可以较为有效地调节患者的医疗需求。比如在美国，专科医生主要的病人来源就是

同行转诊。某个病人首先在其家庭医生那里就诊，由该医生来判断病患的病情以及是否需要转介
到其他医生那里。因此，美国医学会（ＡＭＡ）对违反职业伦理的会员医生的一种惩罚方式即是
通告其他医生不要将病人转诊至该医生处。英国亦有类似的转诊制度：在国家卫生服务（ＮＨＳ）
体系下，英国居民可以近乎免费获得医疗服务。每一位居民都有签约的全科医生（ＧＰｓ），除非

其将患者转诊至医院，否则患者不能直接前往医院就诊。尽管这种免费就医的医疗保障制度大大
弱化了患者对服务价格的敏感性，但正是依靠全科医生的专业权威，分级转诊才如期运行。因

而，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这种转诊制度都体现了职业治理模式的逻辑，这基于这样的信念：患
者由于医疗知识的匮乏，往往无法自己判断病情及其处置方式；而作为职业人士的医生是医疗资
源的“看门人”，他们是患者需要何种医疗服务的最理想的决策者。因此，在职业治理模式下，
由医生来调节和约束患者的就医自由，一方面可以使患者获得恰当的医疗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

保证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
职业治理模式的实现机制是专业权威，这亦可被视为该模式实现分级诊疗的前提条件。而专
业权威的来源可以集中概括为两个方面：专业知识（医术）与职业伦理（医德）。然而，就建国
以来的经验来看，医生的专业权威受到了不小程度的腐蚀。在专业知识方面，由于建国后医生成
为国家雇员、职业团体变成半官方组织，因而医生不再保有法团自主性。于是，国家便单方面自
五六十年代实施激进的医学教育改革，导致医学专业知识的传承与医生的再生产遭受了巨大干
扰①。政府大规模缩减医学教育的年限，新设了许多五年制甚至三年制的医学院校。文革期间，
医学教育还被“去中央化”（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医学教育的权力被下放到各省市，从而使得原本就
存在于地区之间的有关医学教育的年限、质量等差异愈加扩大②。这种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医

生，其Ｉ临床自主性就受到了很大的侵蚀。也就是说，当时医生的专业能力有所下降，这不但因为
其在临床工作中的判断决策受到医学知识欠缺的限制，也受到医疗资源匮乏的制约⑨。医学教育

的这些革命性变革影响深远，我们至今还保留了大规模的大专甚至中专学历水平的医学教育。这
从以下的统计数据中可见一斑。
据卫计委的数据（图１），尽管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４年，职业医师的学历构成朝着高学历比例增加、
低学历比例减少的方向变化，然而我们仍然有高于４５％的执业医师都没有本科学位。而社区医
生的学历情况则更令人担忧，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执业的医师，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持有研究生学

历的比例分别为１．６％和２．３％，明显低于执业医师的整体水平，而仅有大专学历的比例则远高
于整体水平（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分别为３９％和３６．９％④）。此外，中等职业学校中医学专业的招
生与毕业人数自改革以来不降反升，２０１ １＿２０１４年的招生人数和毕业人数则各自均维持在５０万
人左右的规模，而同期高等学校中医学专业的招生与毕业人数规模仅稍大一些，各自维持在６０
万人左右⑤。

①③姚泽麟：《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医生职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一种职业社会学的解释》，《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②Ｓｉｄｅｌ，Ｖｉｃｔｏｒ Ｗ．ａｎｄ Ｒｕｔｈ Ｓｉｄｅｌ，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

④⑤国家计划和生育委员会：（２０１５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版，第５０—５ｌ、６８—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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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钙∞弘∞巧加坫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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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本科

大专

中专

高中及以下

２０１０年与２０１４年我国执业医师的学历构成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２０１５中国卫生和计划
生育统计年鉴》，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版，第３１—３２页。

而与美国相比，我们更能看到激进的医学教育变革所带来的弊病。作为一个转折点，１９０４

年，弗莱克斯纳（Ｆｌｅｘｎｅｒ）的医学教育报告发布，全美医学院校全都仿照弗莱克斯纳认为典范
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进行改革，从而很快实现了医学教育的标准化和统一化，也加速了医生的
职业化。报告发布后，全美开始施行医学生必须先完成非医学专业的本科学位才能报考医学院修

读医科的制度，而后经过严格的标准化训练，美国各院校医学生的知识与技能水平就不会有太大
的差异。但我国的医学教育远远没有达到标准化的程度，不同级别机构间的医生的学历水平差异
巨大。尽管我们不能绝对地认为学历等同于医生的医术水平，但良好的医学教育是医术的前提与
保证。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医学职业的权威已经受损。
对医生职业权威的腐蚀还来自于其医德方面。改革以来医生的职业操守遭受了巨大的质疑。

数年前，《中国青年报》与环球网关于各行业的职业操守的网络调查结果都显示医生排名垫底①。
医生不受患者信任，医患关系持续恶化，甚至医生的人身安全都常受到威胁。
鉴于与医生职业的信息不对称，外部主体甚至包括国家都无法有效干涉医生在工作当中的决
策。而国家如果强行干涉，医生反而会报复性地滥用Ｉ临床自主性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台湾地区的
历史经验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②。而大陆地区的医生亦有着相同的体验。新中国成立后，法

团自主性的丧失使得职业团体无法再为医生的工作条件和切身利益与政府协商。这种缺乏法团自
主性的状态一直延续至今，因为公立医疗机构仍然在医疗服务领域占据无法撼动的地方，而大多

数医生仍旧是公立医院的雇员，从而依附于公立机构。如果说改革前因为专业教育的激进化改革
与医疗设施的限制，医生的临床自主性遭受侵蚀的话，那么改革后，医生却开始滥用临床自主
性。尽管其法团自主性的状态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但其因为缺乏法团自主性而被动接受的工作
条件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公立医院本身的“蜕变”，即它们需要自负盈亏，
但医疗服务与药品的价格却依然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于是，医生一方面承受着自负盈亏的压

力，另一方面，其劳动力价格被严重扭曲，无法在体制内获得较为体面的经济报偿，最终只能诉
诸于其对临床工作的控制而滥用临床自主性。一些医生实施诱导消费、过度医疗，从服务中挣取
绩效收人，从医药厂商中收取回扣，从患者处接收红包。这些临床行为都是以其医学知识为基
础，但无不夹杂着医生的私利。这就使得医生的专业权威大大受损，从而使其无法如期发挥其在
①李颖、黄冲：（８２．４％公众认为医生失去职业操守最可怕》，《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６日；环球网：《“中国社会职业
形象排行榜”榜单新鲜出炉》，中国青年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ｙｏｕｔｈ．ｅｎ／ｓｈ／２０１０１１／ｔ２０１０１１２４—１４０８８６４．ｈｔｍ，２０１０·１ｌ－２４。
②林国明：《国家与医疗专业权力：台湾医疗保险体系费用支付制度的社会学分析》，《台湾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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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诊疗中的作用。

因此，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职业治理模式都无法在实现分级诊疗中发挥作用，因为医
生的专业权威受损严重。改革前，医生没有法团自主性，作为事业单位的职员，其在科层制分级
诊疗体系中扮演的是“螺丝钉”的角色。而且，由于医学教育的革命化改革，以及当时医疗资
源的匮乏，都使得医生无法保有和行使Ｉ临床自主性。而改革后，尽管医学教育的水平有所提高，
而且医疗资源的匮乏程度亦大大减轻，然而其面对自负盈亏和自身的工作无法得到合理报偿的困
境，某些医生开始滥用自主性，以补偿自己的经济利益，但也因此在医德方面备受质疑，医生的
职业权威受到了严重的腐蚀。我们看到，社区和其他低层级医疗机构的医生可能更多地遭受患者
对于其医术的质疑，患者认为在这些机构中不可能获得令其满意的医疗服务，因此患者会“绕
道而行”。而这些医师也明白这种状况，于是他们常常为了避免卷人医患矛盾与医疗纠纷当中，

而主动请患者前往大医院就诊。所以，这并不是建立在专业权威和专业判断基础上的“同行转
诊”，分级转诊也就不可能实现。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讨论了实现分级诊疗的三种治理模式的应然性与其在我国的实然状态。当下，我们一直
为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所困扰。而分级诊疗是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有效途径，且政府早已
意识到其重要性，并将其置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地位。然而，实现分级诊疗必须厘清本文
所阐释的三种治理模式，并正视已有的相关历史经验，否则效果可能依然南辕北辙。
依据本文的讨论，分级诊疗的实现依托三种治理模式——行政的、市场的与职业的，三种模
式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机制——指令、价格与专业权威。在行政治理模式下，行政部门往往自恃拥
有超级理性，试图通过精巧的设计和对医疗服务资源的精心配置，而后通过种种其他配套制度设
置，迫使居民进行基层首诊，而后由基层医生判断是否需要转诊至上级机构，从而实现“从低
到高”的就医秩序。市场模式则试图以价格为信号来实现病人就医时的自动分流。价格机制的

实现以医患双方的自由自愿以及对价格的敏感性为前提。通过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的不同价位或
者实际花费，病患被期望能够自动前往“恰当”的医疗机构就诊。而职业治理模式则以专业权
威为基础来推进分级诊疗。掌握法团自主性与临床自主性的医生，会以医学知识为基础，对患者

病情进行判断，然后完成诊疗或将其转往相应的专科医生那里就诊。
这三种治理模式在建国以来城市分级诊疗体系的变迁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改革前的分级诊

疗体制集中体现了行政治理模式。尽管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分级诊疗，但一方面，行政部门
对各医疗机构的级别划分与资源配置以对这些机构较为合理的功能分工为前提，另一方面，城市
居民依附于单位体制亦构成了一个重要条件。换句话说，从供方角度来讲，当时的政府部门实际
上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职业治理的逻辑，即医疗机构的三级划分从医疗功能分工上来讲较为合
理，且当时一系列的制度设置能够保证各级机构确如其所规定的功能进行运转。但改革后，这些
前提和条件都不复存在：三级机构之间的功能区分越来越不明显，自负盈亏使得它们都争相承担
医疗功能，而单位体制也不断松动和转型，居民可以极为“自由”地就医，那种强制的力量已
经消失。不过，行政治理模式并未退出当下的分级诊疗体系，而是继续扮演主导角色，这集中体
现在医院分级管理制度和新兴的区域医疗联合体上。然而，分级诊疗的效果却“名存实亡”，居
民的就医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倒金字塔型”。在此过程中，市场治理模式亦被行政部门采用以引
导病流，比如同一服务项目在不同层级医疗机构中的价格不同以及报销比例不同。不过，由于患

者无法准确判别自身的病情以与不同机构的价位相匹配、患者医疗需求的刚性、不同级别机构之
间的价格差别相对于近年来居民收入水平与健康意识的提高来说显得微不足道、医保待遇的提高
以及基层机构的“收支两条线”政策等原因，该治理模式的效果亦不尽如人意。
无论是行政治理模式的失败，还是市场治理模式的失效，都将我们引向了对职业治理模式的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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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从本文对医疗体制变迁的梳理可以得出，如果没有以职业治理模式为基础，行政或市场模
式都无法实现合理的分级诊疗。改革前，丧失法团自主性的医生无法阻挡国家单方面对医学教育

的革命性变革，医生的知识基础因此大大受损，而且由于医疗资源匮乏，医生的ｌ临床自主性不能
如常发挥。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使得医生群体内部的学历差别极为明显，尤其是作为分级诊
疗主体之一的基层医生的学历与医术更令人担心，这也就导致了分级诊疗成为“空中楼阁”。而
且，医德问题——对专业伦理的违犯——亦使得医生无法如期扮演同行转诊的角色。这同样源于
医生法团自主性的缺失状态。改革后，医学教育虽有进步、医疗资源亦大大增加，但由于缺乏法
团自主性，医生只能在不合理的制度环境中工作。由于其工作不能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加之自
负盈亏的压力，医生开始通过滥用临床自主性来应对问题。尽管他们由此补偿了自身的收入，但
也使得其医德广受质疑，医生的职业权威遭到了严重的腐蚀。最终，职业治理模式在分级诊疗中
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目前的分级诊疗体系中，行政治理模式的成分仍然占据主导，而市场与职业治
理模式都不能如期发挥作用。尤其是职业治理模式，由于医生职业的权威和自主性受到了来自不

恰当制度设置的影响而遭受了许多腐蚀，使得这一模式根本没有发挥作用的基础。而职业治理模
式无论在行政还是市场治理模式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恰恰说明这一治理模
式一直未能有效发挥作用。而改革前的分级诊疗体系之所以能够运行，也是因为在行政治理模式
的主导下，行政部门还能够较为明确地区分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功能，并且能够迫使这些机构按
照既定的功能运行。当时这些功能区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以职业治理模式为基础。而在市场治理
模式下，倘若价格机制能以同行转诊为基础，则或许可以促使分级诊疗的实现，但现在远未做到
这一点。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调整国家与医生职业的关系，改革不恰当的医疗卫生体制，给予
医生职业自主性，为实现分级诊疗打下坚实的基础。唯有将三种治理模式恰当结合，分级诊疗的
目标才能实现。
（责任编辑：薛立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ｒｅ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ｉｅｒ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Ｉ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ｏ Ｚｅｌ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ｈｅａｈｈｃ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ｔｉｅｒｅｄ

ｕｐ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ｓ

ａ

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ｉｅｒ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ｔｉｅｒｅｄ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ｏｍｍａｎｄ，ｐｒｉｃｅ，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ｉ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ｔｉｌｌ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ｇｏｖｅｍａｎｅｅ ａｌｓｏ ｐｌａｙ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ｇｏｖｅｍ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ｎｏ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ａ

ｍｉｎｏｒ ｒｏｌｅ．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ｏｃｔｏ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ｎｌｙ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ｅｌ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ｉｅｒ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９３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