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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城皮肤病医院第六届皮肤病学术研讨会
即将在国家会议中心盛大开启

北京京城皮肤病医院第六届皮肤病学术研讨会将于2012年8月18日在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此次会议由北京京城皮肤病医院主

办，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北京朝阳区医学会协办。本次学术会将汇聚皮肤医界大腕，届时来自上海、北京、江苏

等地的十余位知名专家作专题报告，数百位国内著名皮肤医学专家、医师共同围绕皮肤病的发病机制、诊断及治疗进行深度探讨。

笔者从组委会了解到，本次

大会不仅得到了各个相关部门的

鼎力支持，还一如既往的得到了

国内皮肤专业医师的积极响应。

截止目前，共接到了 500 多个医

生参会的报名电话。本次大会邀

请到了第二军医大学上海长征医

院皮肤病与真菌病研究所所长 、

中国工程院院士廖万清；南京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赵辨教授、

空军总医院皮肤科杨雪琴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原皮肤科主任王家

璧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皮肤

科谢志强专家、北京儿童医院皮

肤科马琳主任、北京京城皮肤病

医院医学博士宿斌等学者，将为

国内基层皮肤病医师提供宝贵的

学习交流机会。

知名专家齐聚 学术会议值得期待 学术内涵丰富
探讨内容很实用

本次学术研讨会虽然只有一

天的时间，但是会务组把会议内容

安排的非常丰富，大会总共将进行

7个专题讲座。本次专题讲座不仅

有国际前沿激光技术进展的介绍，

也有最实用的病例解析；不仅有现

代西医康复的推广，也有对传统中

医康复的弘扬。大会既强调全面，

涵盖皮肤性病医学的方方面面，又

做到重点突出，把热点问题讨论深

透。并且讲课内容更注重理论与

实践紧密结合，通过大量详实的病

例给予基层医生更多的启示，增强

年轻医师的临床诊断经验，为国内

基层皮肤病医师提供宝贵的学习

交流机会。同时每位参会的医师

都可以获得北京市二类学分4分。

学术会期间 京沪苏三地名医将联合会诊

据悉，为了使广大患者有机会

与专家面对面，在第六届皮肤病学

术会期间，主办方特别邀请了京沪

苏三地名医联合会诊。期间，第二

军医大学上海长征医院皮肤病与真

菌病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廖万清；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赵辨主任等知名皮肤病专家将于

8月18日下午在京城皮肤病医院亲

诊，平时能把这些专家汇聚一起会

诊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也只有在

一年一度的学术会期间，这些业界

知名专家才有机会共同出席大会。

本次会诊只有半天时间，主办方将

最大限度为患者安排专家亲诊，机

会难得，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预约。

由北京京城皮肤病医院作为

技术支持单位，皮肤病远程会诊

中心启动仪式将在本次皮肤病学

术研讨会上拉开帷幕，全国将有

数十家皮肤专科医院被授予 "全
国皮肤病远程会诊中心医院"单
位。

据悉，远程医疗会诊系统是借

助计算机网络和远程通信技术，实

现跨地区间提供医学信息和服

务。作为一种新兴技术，与传统医

疗手段相比较，具有提高医疗技术

水平、节约诊治时间、降低医疗成

本、共享医疗资源等特点，已逐渐

被医学界和社会所接受，并成为现

代医学诊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北京京城皮肤病医院引进国

际先进影像尖端设备，利用全球远

程会诊网络这一现代电子技术与

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唐山、

山东、沈阳、郑州、哈尔滨、内蒙古、

徐州等数十家医院联网。北京京

城皮肤病医院可视远程会诊系统

的开通，对于老百姓来说，在当地足

不出户就可以享受与京城名医面

对面就诊服务，大大降低了病人交

通、住宿等费用，使会诊更加经济、

方便。最重要的是病人得到及时

的诊治，真正体会到了高端医疗资

源重心下移带来的便利，缓解了基

层老百姓看病难的现实问题，从而

不断提高诊治水平。

北京京城皮肤病医院远程会

诊中心由几十位我国杰出的皮肤

医学界泰斗及全国各大三甲医院

知名皮肤病专家教授组成，他们将

以其丰富的临床经验、渊博的知识

向全国患者提供疑难性皮肤病会

诊、特邀专家会诊、特需门诊、远程

会诊及热线咨询等服务。

皮肤病远程会诊中心即将开通

社会法体系构建的价值第三方调解：
让医患纠纷“和为贵”

近年来，医患纠纷明显呈
上升态势，笔者认为，一方面，
医患双方互相理解，社会要对
医生群体多一些理解、尊重和
信任；另一方面，有必要从务
实的角度借鉴国外有关预防
和解决医患纠纷的好做法、好
经验，特别是推广第三方调解
机制妥善化解医患纠纷，为医
患纠纷提供“缓冲带”避免冲
突升级恶化。

实践证明，在当前医患关系
问题愈来愈尖锐，医患纠纷调解
难度越来越大的形势下，通过建
立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方式为
医患纠纷提供“缓冲带”，可以有
效化解医患双方矛盾，实现法律
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成立
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一旦医患双方发生纠纷，
可以通过第三方调委会调解
解决。经调解解决的医疗纠
纷，调委会制作人民调解协议
书。调解协议书经法院确认
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另一
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现实中，在缺乏公平的医
疗纠纷解决程序和机制，在不

信任现行医疗事故解决体系
的情况下，患者往往只能选择
医闹这种“私力救济”渠道，多
闹多得，少闹少得，不闹不
得。建立公平科学的医疗纠
纷解决程序和机制，才是遏制
医闹现象的关键所在。引入
人民调解，建立医患纠纷第三
方调解机制，不失为妥善解决
医患纠纷的得力之举，也是构
建公平科学的医疗纠纷解决
机制的重要内容。

医闹现象、医患纠纷属于
社会管理问题，要按照“加强
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要求，尽
量引入社会力量而不是执法
力量进行妥善解决，将医患纠
纷纳入人民调解的范围，将原
来针尖对麦芒式的医患双方
民事纠纷变成有社会组织介
入的多方社会问题。

就医患纠纷社会管理而
言，引入人民调解，设立医疗
纠纷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建
立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
堪称破解医闹问题、创新医疗
领域社会管理的新途径。医
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
成人员通常包括具有较强专业
知识和较高调解技能、热心调
解事业的离退休医学专家、法
官、律师、公证员等法律工作
者。

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

机制，是拓宽百姓诉求渠道、
调解医疗纠纷、化解医患矛
盾、维护合法权益的创新性社
会管理实践活动，充分发挥人
民调解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
的功能，对于建立和谐医患关
系、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减少和消除不和谐
因素，更好地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
前，全国不少地方都尝试建立
了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实施
效果较好。

当然，医患纠纷第三方调
解要严格依照《人
民调解法》，坚持自
愿、平等、依法调解
的原则，医患纠纷
调委会要坚守第三
方的中立立场主持
公道。

解决医患纠纷
要实现“和为贵”的
效果，就应广泛引
入 第 三 方 调 解 机
制。社会管理创新
是个错综复杂的大
课题，促进社会管
理创新也不妨就从
推广建立医患纠纷
第三方调解机制，
彻底根治医闹问题
这个小课题入手。

在当前社会问题层出不
穷的背景下，加强社会法的
体系构建与制度完善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中央对此也
高度重视。“十二五”规划纲
要就明确指出“要完善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
2012年 3月 9日，全国“两会”
上也传递出“推进社会领域
立法”的重要信号。

纵观不同时期的各种法
规文献，社会法的内涵和范
围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变
迁也在不断进行适当调整。
但从总体上来看，立法机关
和政府所界定的社会法范
围，大致涵盖了劳动法、社会
保障法和特殊人群权益保护
法三大领域。这也为我国社
会法的立法体系和理论体系
构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社会法的理论体系构建
能够更加科学地反映出现实
对社会法的长期需求，从而
有助于当前社会法立法体系
的完善。因此，从理论上研
究社会法的体系构建尤为必
要。从社会法调整的手段和
方法来看，其实可以把社会
法分为社会管理法和社会自
治法更为科学。

其中社会管理法是调整
国家在管理社会过程中所形

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
称，具有较强的公法特

色；而社会自治法是调整社
会组织在进行社会自治过程
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
法律规范的总称，具有较强
的社会自治性。以上有关劳
动法、社会保障法和特殊群
体保护法，在总体上都可以
分别归入到社会管理法和社
会自治法的范畴。

从总体上看，这一社会
法的“二元体系”更能凸现出
社会法的本质，提炼出社会
法的基本框架。社会法是公
法与私法的融合体，社会管
理法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调
控，而社会自治法则体现了
社会组织对社会事务的自主
管理权。当然，这种社会自
治不同于个人的自治，仍然
具有一定“公”的性质。而
且，社会法中的有些法律法
规并不是绝对属于社会管理
法或者社会自治法。

因此，从这种角度来看，
社会管理法和社会自治法
只能是一种学理的体系构
建。但这并不妨碍这一理
论体系构建的实践意义，一
方面，这对于社会管理方面
的社会立法具有重要的影
响；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体
系构建也更有助于社会法立
法的科学性。

本文为中国法学会 2011
年度项目“社会法的修改完善
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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