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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转化医学强调医学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实践应用的转化ꎬ其“ 以患者为中心” 的学科理念符合全
科医学的主旨及培养教育核心内容ꎮ 我们借鉴转化医学的先进理念及其领域内学科建设、教学方式、评估体
系、师资培训等有效经验ꎬ结合我国国情ꎬ探讨转化医学理念与全科医学教育的契合点ꎬ探讨如何应用其特色
和优势之处促进全科医学教育的全面发展ꎮ
[ 关键词] 转化医学ꎻ全科医学教育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２

[ 文献标志码] Ａ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２０９５￣３０９７ ２０１８ ０３ ０１４

[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３０９７(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７９￣０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ｅｄｉａｉｎｅ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 １ꎬ２ ꎬ ＭＩ Ｍａｎ ２ ꎬ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ａｏｈｕａ １ ꎬ ＣＨＥＮ Ｒｕｉ １ꎬ２ ꎬ ＭＡ Ｓｈｕｙｕｎ ２ ꎬ ＹＡＮ Ｊｉａｊｉａ １ ꎬ ＧＡＯ Ｙａｎ ２ꎬ３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Ｘ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Ｘｉ’ａ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００７７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ꎬ Ｘ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Ｘｉ’ａ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００７７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ꎬ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Ｘ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Ｘｉ’ａ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００７７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ｔｓ “ 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ｏｎ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Ｗｅ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ꎬ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ｈｏｗ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ｅｄｉａｉｎｅ.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ꎻ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全科医学提倡面向社区基层及家庭ꎬ以患者为

中心ꎬ以长期维护患者整体健康为出发点 [１] ꎮ 与专
科医师不同ꎬ全科医师所肩负的社会职责及职业本

身都有一定特殊性ꎬ要求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 [２] ꎬ
能够与患者建立长期、稳定、有效的健康服务ꎬ真正
实现全科医学“ 以人为本” 的主旨ꎮ 全科医学教育
是将全科医学理论转化为有效实践的桥梁ꎬ在此过
程中加强学员的专业能力ꎬ具有重要意义ꎮ 目前我
国全科医学教育存在教学课程有限、教学方式陈旧、
教学效果不佳等薄弱之处 [３] ꎬ故需引入新的教学方
法及教育理念以提高全科医学的教育质量ꎮ

转化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型医学研究学
科ꎬ能够推动医学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实践应用的

转化 [４] ꎬ较好地弥补现有医学教育模式下“ 所教难
以所用” 的缺陷ꎬ近年来其理念已得到了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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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 [５￣７] ꎮ 全科医学作为综合性学科ꎬ涵盖临床医
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人文社会学等相关学科ꎬ主
旨符合我国目前的医疗改革政策ꎬ提倡以患者为中
心并长期维护患者整体健康 [１] ꎮ 转化医学强调的
“ 以患者为中心” 的理念及其教育培训领域中的先
进观念、方法ꎬ与全科医学的主旨及培养教育核心内
容有着诸多契合之处ꎬ对帮助实现全科医学教学目
的、改进不同层次全科医学教学方法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ꎮ
因此ꎬ汲取转化医学理念应用于全科医学教育
中ꎬ分析并探讨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全科医学教育
模式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ꎮ
１

转化医学教育体系特点
转化医学通过试验台￣病床模式ꎬ即将基础医学
发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实践技术ꎬ并将临床工
作中遇到的问题反馈回基础研究中进行研究解决ꎬ
持续、动态、双向的促进医学学科进步发展 [８] ꎮ 自
从 Ｃｈｏｉ [９] 首次提出转化医学的相关概念至今ꎬ转化
医学的概念、内涵逐步完善ꎮ 转化医学教育体系也
在国内外得以构建 [１０] ꎬ并取得了相当的转化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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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ꎬ使医学教育“ 所教致所用” ꎮ

构建过程中ꎬ不同层次医疗机构的共同参与以及多

点:①学科培养对象包括除常规学历教育所涵盖的

医学理论知识ꎬ更好的将其应用于临床实践中 [１４] ꎮ
目前ꎬ国内已有将转化医学理念应用于医学教育中

目前较为先进的转化医学教育体系具备以下特

的所有阶段医学生外ꎬ还针对医学师资群体ꎬ以及基
层社区相关人群 [１１] ꎬ进行转化医学专业理论知识、
科研技能、政策制度、信息回馈、技术传播等诸多相
关领域的多方位教育培训ꎬ并对不同群体提供符合
其实际需求的、可供选择的教学体制

[１２]

ꎬ对有潜力

学科交叉有助于学员以转化思维模式吸收理解基础

的较为成功的实例 [１５] ꎬ可以为完善和丰富全科医学
教育体系提供借鉴ꎮ

２ ２

转化医学理念是对全科医学教学方式的有效

补充

转化医学理念能够对我们现行的全科医学教

进行转化医学深层次研究的人员提供资金支持和研

育体系做出良好的补充ꎬ一方面能够帮助医学生通

究机会ꎻ②教学资源除具备质量优厚、多样性丰富
外ꎬ强调资源的共享性ꎬ通过多种方式将所涉及的教

过双向途径了解疾病的致病过程及防治方法ꎬ另外

育培训资源实现跨学科共享ꎬ进一步提高教育目标ꎻ

能够避免脱离实践的教育结局发生ꎬ提高医学生培
养质量ꎻ其次ꎬ转化医学教育体系构建的具备良好获

在实际的教学内容方面ꎬ根据转化医学学科所需ꎬ结

得性的多学科交叉共享教学资源ꎬ为符合全科医学

合实际社会经济情况ꎬ具备良好的顶层建设ꎬ构建不
仅具有自身学科特色ꎬ涵盖多学科知识ꎬ又有别于传

特色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提供了借鉴之处ꎮ 转化医

统医学教育ꎬ多方参与性较高的教学培训内容

[１３]

ꎻ

③建立了有别于传统医学教育目标的实施效果评价

方法ꎬ在汲取原有评估、激励机制内容的基础上ꎬ根
据自身学科特色ꎬ与时俱进地不断改进、调整现有教
学评估方法ꎬ以提高转化医学领域所涉及各个专业、
不同阶层人员的学习和科研积极性ꎮ
转化医学教育体系具备上述特点而有别于传统
医学教育ꎬ并充分发挥其连接不同学科和促进医学
科研成果转化于实际应用的桥梁作用ꎮ
２

转化医学理念应用在全科医学教育实施中的优势

伴随时代发展ꎬ我们在卫生领域内的观念也在
日益改变ꎮ 以社区和家庭为单位的范围内ꎬ解决广
大人民群众基本健康需求符合分级诊疗医改模式ꎬ
有助于缓解我国“ 看病难” 问题ꎮ 因此ꎬ以广大基层
和社区为基础的全科医学模式在我国逐渐得到重视
和发展ꎬ但是相较于传统医学教育ꎬ我国全科医学教
育体系仍在不断完善之中ꎮ 因为全科医学本身的学
科特点覆盖多个医学学科ꎬ要求理论扎实、更强调具

学教育体系的若干特点是其协助促进全科医学教育
有效 实 施 的 优 势 之 处ꎮ 诸 如 将 基 于 问 题 学 习 法

( 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ＰＢＬ) ꎬ 案 例 教 学 法 ( ｃａ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ＣＢＬ) 和构建标准案例库等教学方法
在转化医学理念的基础下ꎬ将其应用于全科医学教

育中ꎬ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１６] ꎮ
２ ３ 转化医学理念有益于全科医学师资力量的夯
实

转化医学教育体系强调师资力量的培训以及有

效的评价方式ꎬ提示我们如何去帮助全科医学教育
中具备临床医学教育背景和从教经历的师资更好的
转换全科医学教学思路、掌握具体的教学方法并评
价教学效果ꎮ
转化医学理念下的医学教育要求多学科复合型
师资力量 [１７] ꎬ这与全科医学的培养目标具有契合之
处ꎬ因此ꎬ借鉴转化医学理念能够加强全科医学教师
不断丰富完善自身专业水准ꎬ通过多学科间沟通、交
流和学习ꎬ更好的理解全科医学教学目标ꎬ选择合适
教学方法ꎬ提高全科医学教育水准ꎮ
３

有一定的初步诊治能力ꎬ在基层医疗机构有限条件

转化医学理念促进我国全科医学教育发展
随着社会进步ꎬ我国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ꎬ广大

下能够尽可能的传播健康知识并解决实际临床问

人民群众对于健康问题的关注度日益提升ꎬ对卫生

题ꎬ故而常规医学教育模式较难实现培养目标ꎮ 此
外ꎬ教授者难以把握有效的教育模式ꎬ学生则可能缺

领域的需求更加多元化ꎮ 国家卫计委颁布了« 关于

乏自身专业定位及职业信心ꎮ 而借鉴、汲取转化医
学理念能够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ꎮ
２ １ 转化医学理念有助于全科医学教育体系的完
善和构建

转化医学培养对象中ꎬ强调基层社区的

参与ꎬ指出了基层社区人员在基础医学成果转化为
临床实践、并将应用效果反馈和促进持续改进中的

发展全科医学教育的意见» ꎬ明确指出了全科医学
教育的重要性 [１８] 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人民健
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ꎬ要完善国民
健康政策ꎬ 为 人 民 群 众 提 供 全 方 位 全 周 期 健 康 服
务” ꎬ进一步要求持续深化医疗体制改革ꎬ改进基层
医疗的薄弱点ꎮ 因此ꎬ完善、改进现有全科医学教育
体系ꎬ提升全科医师质量和数量迫在眉睫ꎮ

重要地位ꎬ这与全科医学模式下社区医学服务的定

转化医学理念的特色和优势有助于促进我国全

位相同ꎬ也与全科医学强调“ 满足人人健康需求” 的

科医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ꎬ符合我国卫生事业发展

社区导向卫生模式相契合ꎮ 在全科医学教育体系的

需求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①转化医学理念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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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培养全科医学生过程中ꎬ使其具有明确的专
业属性和责任感ꎬ具有新的转化研究概念和一定科
研能力ꎻ②有助于将多学科协作的团队意识贯穿于
全科医学教育中ꎬ使教授者和学习者明白基层社区
不等同于科学洼地ꎬ是重要的医学科学技术能够得
以顺利前进的支点ꎻ③有助于全科医学教育的顶层
学科构建ꎬ丰富、提升全科医学教法、教学内容ꎬ以及
教学评价手段ꎻ④在解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基础
上ꎬ结合转化医学理念ꎬ构建全科医学科研平台ꎬ进
一步提高自身学科发展ꎮ
综上ꎬ转化医学理念在推动医学发展进程中具
有重要意义ꎮ 在原有医学教育的基础之上ꎬ深化发
展全科医学教育之路任重道远ꎮ 借鉴先进的转化医
学理念并将之应用于全科医学教育中ꎬ值得我们继
续探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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