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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联体模式下神经内科专科培训基层
医务人员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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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医联体的建立及分级诊疗政策的推进，医联体内三级医院的医师去社区医院出诊及

指导社区医师成为普遍现象。在上级医院与基层社区医院医师的联系中，如何更有效地提高医联体
内基层医务人员的整体医疗水平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针对基层神经内科专
业医务人员的特点和需求，制订针对性培训方案，建立了以基层医务人员为中心的多模式神经专科培
训。通过培训，使医联体内基层医务人员独立诊治神经内科常见病的水平的得到提升，对神经内科
少见病、疑难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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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hospital consortium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policy of
hierarchical medical system, it has become very common for doctors from the tertiary hospitals in
the hospital consortium to visit in community hospitals and guide doctors in community hospitals.
When guiding the primary medical doctors in hospital consortium, it becomes an important
problem to improve their medical professional level.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primary medical staff, Beij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put forward targeted training program
and established a multimodal neurological training for primary medical staff. Through this mode
of training, the primary medical doctors’capability of diagnosing and dealing with the common
neurological diseases were improved greatly, and they had a much better an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rare and difficult neurologica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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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联体模式是我国目前的医药卫生体制

内科承担了该医联体内基层医务人员的神经内

改革举措之一，指以大型三级医院为核心医院， 科部分的培训工作。本文总结了医联体体系下
联合其附近区域的三级以下医院和社区卫生服

对基层医务人员进行神经专科培训的经验。

务机构，通过签约，组建成“大手拉小手”的联
-

合体 [1 2] 。随着医联体的建立及分级诊疗政策
的推进，医联体内三级医院的医师下沉到社区

1 基层医务人员培训的必要性
现阶段，我国从事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学

医院出诊及指导社区医院的医师成为普遍现象， 历结构以大、中专为主，在知识结构、技术水平
上级医院与社区医院医师间的互动更加频繁[3]。 和服务模式上都无法很好地适应社区卫生服务
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牵头的海淀区中东部医联

的发展和医疗卫生改革的需要[4]。研究显示，医

体包括23家成员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

务人员对医联体政策了解程度及对其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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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较好，但医联体内医务人员参与医联体工作
[5]

查房）的教学方法及神经内科专家门诊实习，并

的程度并不理想 。93.89%基层医务人员认为培

鼓励基层医务工作人员参加各种科室的学术活

训是有必要的，但是从实际培训情况来看，多数

动。培训内容以临床技能训练为主，着重于培

基层医护人员并没有参加过医联体内医疗机构

养基层医务人员解决社区常见健康问题的能力。

培训。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培训项目供需

在培训过程中，除了注重传授专业理论，还强调

不对等，另外，目前基层医务人员不足，也会影响

医德医风的培养，强化基层医务人员的服务意识，

培训的频率与效果。重视基层医务人员培养，是

引导树立廉洁行医、文明行医、诚信行医的良好

优化医疗资源的重要部分，基层医务人员有接受

形象。此外，为了加强培训人员的日常管理，科

继续教育的需要，包括专科培训，从而补充新知

室建立了严格的考勤制度。

[6]

识、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能 。

3.1 集中培训 包括现场集中面授和远程授课的
集中培训，是神经科专科培训的基础。授课老师

2

了解基层医务人员的特点和需求，建立针对

性培训方案

授课时注意结合基层医务人员的特点，内容贴
近临床工作。讲解的题目主要是基层社区医院

基层医务人员面向的是广大社区居民，医疗

的常见病及多发病。在讲解脑血管疾病时，以脑

服务范围涵盖首诊、慢性病诊疗、健康管理、疾

血管病的慢病管理为切入点，重点讲解脑血管

病筛查、预防与干预等，尤其是要进行社区居民

病的识别与诊断、二级预防，在医联体内建立自

的慢性疾病的管理工作。对于基层医师的培训， 上而下的规范性管理，有利于患者感受到上、下
应该以社会需求为中心，全科医师卫生服务宗
[7]

旨为目标 。

级医院诊疗的同一性，增加对基层医疗工作的
信任度和依从性 [8]。在讲解头痛时，除了介绍头

脑血管病是我国主要慢性病之一，严重威

痛的基本概念和分类外，重点讲解头痛的鉴别

胁着我国居民的健康，脑血管病的一级、二级预

诊断，尤其是识别出危重疾病所引起的头痛，使

防在脑血管病防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社区

基层医师能够遇到类似的患者时做到及时转诊，

医院的基层医护人员则在脑血管病预防工作中

避免漏诊、错诊。另外，有余力的基层医务人员

承担着基础和重要角色。因此，神经专科培训应

还可以参加专门针对进修医师或研究生的讲课，

以脑血管病为切入点，重点培训基层医务人员

这些课程的专业性及针对性更强，可以迅速提

脑血管病的治疗和二级预防。另外，在社区医院， 高基层医务人员神经病学理论。
基层医务人员会遇到一些神经科常见病、多发病， 3.2 教学查房 短期脱产培训的基层医务人员需
如头痛头晕的诊断及治疗，因此，这些疾病的诊

参加科室的各级查房。在查房过程中要坚持“三

疗也是基层医务人员期待得到培训的部分。医

基”
“三严”原则[9]。带教老师由高年资主治医师

联体中三级医院针对社区基层医务人员的特点

或副主任医师担当。查房中首先由主管病床的医

及业务需求，应将神经内科的培训重点放在脑

师进行病例汇报，上级医师进行补充询问并查

血管预防和常见病诊疗上，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 体，然后由主管医师进行定位诊断、定性诊断分
满足基层医务人员的需求。

析，提出治疗方案、进一步检查方案及存在的问
题，再由上级医师补充、总结等。由于神经科疾

3 以基层医务人员为中心，建立多模式专科培训

病诊断强调的是先定位诊断，再定性诊断，有别

针对社区基层医务人员，神经内科开展多

于其他内科教学。基层医务人员神经解剖基础

模式专科培训，包括以授课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相对薄弱，带教老师需结合具体病历进行定位
以问题为主体的教学方法、以病案为主体（教学

分析及神经解剖的讲解。对于神经科专业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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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查项目，如神经影像学及神经电生理，上级

基础，而且开阔了临床思路，提高了学习兴趣。

医师深入浅出地讲解重点部分，使基层医务人员
了解其精髓。带教老师在查房过程中注重对基层

4 不足及改进
医联体范围内神经专科培训尚存在一些不

医务人员基本临床知识及临床技能的培训。部
分课程采取了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以基

足。例如，部分基层医务人员对专科培训不重视，

层医务人员为中心，强调基层医务人员在教学中

学习态度不够积极；个别带教老师对基层医务

的作用，发挥其主动性和能动性。基层医务人员

人员的管理不够严格。另外，基层医务人员培训

通过参加日常查房，可以了解对神经内科疾病的

时间安排较短，不能更全面地掌握相关临床知

诊治思路，养成良好的临床思维习惯。

识和技能。这就需要神经内科科室及基层医院

基层医务人员在神经科期间须参加每周的
科室大查房，即全科各级医师参加的疑难病例

加强宣传力度，强调基层医务人员培训的重要性，
更加规范基层医师的培训过程[10]。

讨论或典型病例示教。一线住院医师、研究生或

总之，通过建立以基层医务人员为中心的多

进修医师，二线主治医师、三线副主任医师及科

模式神经专科培训，使基层医务人员对神经内科

主任依次发言，鼓励基层医务人员发表自己的意

常见病的诊疗思路有充分了解，可以使其独立诊

见，如有疑问，可当场提出，大家共同解决。通过

治神经内科常见病，可以将疑难或重症患者及时

参加科室大查房，使基层医务人员对神经科疑

转诊至上级医院，避免误诊、漏诊，使双向转诊

难病例有了初步了解，加深了对神经科疾病诊

制度更加完善，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居民。

断思路的了解。
3.3 神经科专家门诊学习 对于脱产培训的基层
医务人员，建议其先跟随不同专业方向的专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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