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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全科住院医生教学模式和考核评价体系的
探讨
陈丽英

方力争

在2015年末， 由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主办,英国国家医学教育局、英国伯明翰
大学组织实施了关于全科医学的海外交流项目，培
训项目在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的伯明翰医学院进
行。 本次交流项目的核心内容是如何培养合格的全
科住院医师？ 主办方安排了全科住院医生毕业后教
育的相关课程，包括英国全科医疗模式、英国全科培
训项目、教学安排和课程设置、门诊实践、个人发展
计划及反思和全科诊所临床观摩。 通过学习和交流，
体会到英国全科住院医生培训项目的规范和缜密，
对我国全科医学教学体系的完善有着深远的意义。
本次着重对教学模式和考核评价体系进行归纳总
结，以供我国全科住院医生的教学发展借鉴学习。
1 英国全科住院医生全科教案设计
全科医学是一门整合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康
复医学以及社会行为科学相关内容于一体的综合
性临床二级学科，覆盖内外妇儿各科疾病。 在英国
的社区诊所， 全科医生通常就是诊所的合伙人，负
责经营和管理，所以除了掌握必备的临床知识和技
能，还需要规划诊所规模、人事管理、设备采购等。
因此，英国全科医生是集技术和管理于一身的综合
性人才。 基于此，英国全科住院医生的培养也是综
合性、全面性的。 英国全科医生的培养理念为“以学
员为中心”，注重引导启发式，采用的是独特的全科
教案设计， 带教老师每次上课有明确的目的和目
标，同时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按照不同学员的需
求层次，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与激励措施。 其中以
哮喘教案为例（见图1）。 由图1可见，英国全科医生
的教案除了要阐明哮喘的诊断治疗等专业内容以
DOI ： 10.13558/j.cnki.issn1672-3686.2016.04.001
作者单位：310016
夫医院全科医学科

浙江杭州，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

外，还要指导技术设备购置和团队管理。 新颖独特
的教案配合开放性、鼓励性、引导性、启发性语言不
仅增强了全科医生的学习兴趣，还提高了全科医生
的学习和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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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英国全科医生的哮喘教案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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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全科住院医生的角色扮演教学
英国全科医生的角色扮演是带教的亮点。 标准
化病人指那些经过标准化、系统化培训后能准确表
现病人的实际临床问题的扮演者。 标准化病人在扮
演角色同时，可以作为评价者对住院医师的接诊表
现做出更加合理的评判，这样的考试方法更接近于
临床实际。 在英国全科医生的教学观摩课上，一位
表演经验丰富的黑人妇女扮演了慢性糖尿病患者，
血糖控制欠佳，对疾病固执于自己的理解，不信任
年轻住院医师，且情绪暴躁，容易激惹，使得接诊的
住院医师异常紧张，不能自如地处置患者，参与教
学活动的老师们一同被带入紧张焦灼的氛围中。 观
摩结束后老师们对住院医师的接诊表现进行了点
评，并给出困难病人交流的建议。 角色扮演的教学
方法生动形象，通过轮换扮演，相互点评，快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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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沟通技巧、提升专业技能，启发学生思考，培养
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3 英国全科住院医生的全面考核评价体系
英国全科医生需要“5＋2＋3”的规范化培训（5
年本科教育、2年基础培养、3年规范化培训）。 基础
培养包括临床实践和临床技能。 3年规范化培训主
要在医院和诊所中进行。 同时学员要通过理论考、
实践操作考、 日常评分3个方面七大考核后才能成
为一名真正的全科医生[1]。 在继续教育和考核方面，
英国全科培训大纲对全科医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而且每5年全科医生要进行重新注册认证， 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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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以及住院医师培训项目处于国内领先地
位，在教学管理和教学内容方面跟英国的做法非常
接近， 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要更关注细节问题，以
达到更加优秀的教学效果。 比如，英国全科住院医
师培训全过程都在运用反思性教学方法，及时发现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提高教
学质量。 本院全科在借鉴反思性教学方法的基础
上，也倡导全科各位教学导师在门诊以及病房开展
反思性教学，强调在自我反思、自我评价过程中实

包括成本效益、最新进展、投诉及重大事件的发生
情况及处理等。 继续教育方式有课程学习、会议、杂
志、网上学习等，每人每年需要有50个学时的学分[2，3]。
英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全科医学教育体
系，本科教育、毕业后教育与继续医学教育形成一
个连贯的教育链，使全科医生的培养、使用与管理
有机结合，其中以毕业后教育为核心[4]，有其特定的
理论体系、培养目标、培训内容与方法。
政府在全科医学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现住院医师自我专业发展。
近一半的英国医学生毕业后会选择参加全科
住院医师培训， 将全科医生作为其职业规划的蓝
图。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国的全科医生在临床医疗
工作过程中扮演的是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慢性病
抄写处方的角色， 临床服务范畴明显窄于英国全
科医生。随着我国新医改的不断深入，全科医学已
越来越受到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重视， 全科医生
迫切需要全科适宜技术的培训 [6]，并承担提供基层
医疗服务的重任。 笔者作为全科医学的从业者以及
教学管理者双重身份， 不断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
验，改进本院全科住院医生培训项目，以提高住院
医师培训的职业胜任力，培养更多优秀的全科医学
人才，也希望全科住院医师项目能成为医学生们热
衷的选择。

对培训基地和师资也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规划全
科医生的培训数量等；同时，政府特别注意利用和
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 因而其培训质量有保证；对
培训人数也有规定，使培训工作与人才需求密切结
合，经过培训的住院医师基本上都能找到合适的工
作，避免了盲目培训，能够合理有效地利用人力资
源。 英国议院的法规条例规定了全科医学职业培训
的时限和内容，并指出所有从事全科医疗工作的医
生都必须持有全科医学毕业后培训联合委员会颁
发的培训合格证书。 资深的全科医师还可以成为全
科医学教师或担任全科医师监察官, 受聘于卫生保
健信托委员会并可以对其他诊所的执业情况进行
监督指导[5]。
总之， 英国的全科住院医生培训过程强调知
识、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提高，考核内容分为应用
知识测试、临床技能考核、工作实地评估三个版块，
考核内容涵盖临床数据收集和解释、临床决策的能
力、沟通和应诊能力、全面的执业能力、临床事务管
理、复杂医疗问题的管理、基层医疗保健管理、团队
合作能力、定位于社区、良好的工作绩效、学习和教
学能力、良好的职业道德、胜任职业负荷的身体素
质共13个纬度。 通过全面严格的考核体系，切实保
障英国全科医生的培训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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