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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信息化正是在全球信息化的大背景下

产生的，信息技术的全面渗透深刻影响着教育

理念、模式和走向，教育发展必须适应信息化

时代的特征。 

       在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进程中，加

快教育信息化既是事关教育全局的战略选择，

也是破解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的紧迫任务。 

              ----刘延东在全国教育信息化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一、什么叫信息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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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  

• 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教学领域中运用计算机多媒
体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教学的全面改革
，使之适应信息化社会对教育的新要求。 

• 教育信息化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信息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信息资源的利用与信息技术的应用、信息化
人才的培养与培训、教育信息资源建设、教育信息
产业化、信息化政策法规和标准建设。 

• 教育信息化的核心内容是教学信息化。教学信息化
就是要使教学手段科技化、教育传播信息化、教学
方式现代化。 

• 教育信息化的基本特征： 
  技术层面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媒体化   
  教育层面上讲：开放生、共享性、交互性、协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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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 

     信息技术突破了学习围墙，扩展了学习的手段与范
围，使师生拥有了获取信息的平等地位，有助于构建
师生积极互动的教育新模式。 

二是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  

    教育信息化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将优质教育资源数

字化，并依托互联网、卫星网、广播电视网、移动通

信网等公共信息基础设施，便捷高效地向农村和边远

地区扩散，较快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信息化也为

提高教师专业水平创造了便利条件，广大教师通过网

上培训、视频课堂、互动观摩，随时按需主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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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创造广泛学习环境、 
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必由之路  

教育信息化具有突破时空限制、快速复制传播的独特

优势， 

    一方面可以创造无所不在的学习环境，提供丰富多样

的教育资源和个性化的学习支持，使所有学习者都能

随时、随地、随需开展学习; 

    另一方面可以将学习主体由在校学生向全体国民扩展

，学习阶段由在校期间向人的一生延伸，再辅以学分

积累、转换和认证机制，就能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

衔接、横向沟通，打通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渠道

，形成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为构建人人皆学、

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学习型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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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上讲，现代信息技术是全面提高全科
医学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全科医学教育与其他教育相比，更强调与产业发展

的依存性，也更强调应用性和实践性，现代信息技

术是改造其教育传统模式的必然选择。 

国家和省教育规划纲提出了“加快教育信息化进

程”“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的要求。  

当前我国全科医学教育已经从重规模扩大转向了重

内涵发展、重质量提高的新阶段，但理念的陈旧和

手段的缺失还严重制约着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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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上讲，现代信息技术是全面提高全科
医学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学生基础参差不齐，更需要信息化教学手段为学生

理解知识、体验临床经验提供帮助和支持。 

在全科医学教育的临床培训环节，由于临床病例限

制、临床培训中心建立的条件受限、培训时间和经

费等限制难以一时开展广范围的临床培训，而通过

软件的仿真模拟操作（如远程医学教育）则一样可

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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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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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课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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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课是什么 

定义：微课（Micro Learning Resource），是指运用信息技术

按照认知规律，呈现碎片化学习内容、过程及扩展素材的结构

化数字资源。 

组成：“微课”的核心组成内容是课堂教学视频（课例片段），

同时还包含与该教学主题相关的教学设计、素材课件、教学反

思、练习测试及学生反馈、教师点评等辅助性教学资源。 

主要特点： 微课只讲授一两个知识点，没有复杂的课程体系，

也没有众多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对象，许多人称之为“碎片化”。 

    但是微课是针对特定的目标人群、传递特定的知识内容的，

一个微课自身仍然需要系统性，一组微课所表达的知识仍然需

要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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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课是什么 
主要特点： 

（1）教学时间较短：根据中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
规律，“微课”的时长一般为5～8分钟左右，最长不
宜超过10分钟 

（2）教学内容较少： “微课”的问题聚集，主题突
出，更适合教师的需要：“微课”主要是为了突出课
堂教学中某个学科知识点的教学 

（3）主题突出、指向明确 

（4）资源多样、情景真实 

（5）交互性强、使用方便 

（6）短小精悍、用途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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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课资源的开发 

内容规则：区域教育行政部门必须首先做好微课建
设内容的整体规划，确定建设方案和进程，形成建设
规范和体系，避免重复和无序开发。 

平台建设：微课平台是区域性微课资源建设、共享
和应用的基础，须由区域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开发。 

微课开发：区域性微课资源建设一般要经过宣传发
动、技术培训、选题设计、课例拍摄、后期加工、审
核发布、评价反馈等环节，才能确保其质量。 

交流应用：定期组织教师开展基于区域“微课库”的
观摩、学习、评课、反思、研讨等活动，推进基于微
课的校本研修和区域网上教研新模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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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慕课是什么 

慕课用MOO表示 

“M”代表Massive(大规模)，与传统课程只有几

十个或几百个学生不同，一门MOOCs课程动辄上万

人，最多达16万人； 

第一个字母“O”代表Open(开放)，以兴趣导向，

凡是想学习的，都可以进来学，只需一个邮箱，就

可注册参与； 

第二个字母“O”代表Online(在线)，学习在网上

完成，无需旅行，不受时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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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的特点 

大规模的：不是个人发布的一两门课程：“大规模

网络开放课程”(MOO)是指那些由参与者发布的课

程，只有这些课程是大型的或者叫大规模的，它才

是典型的的MOO。 

开放课程：尊崇创用共享（CC）协议；只有当课程

是开放的，它才可以成之为MOOC。 

网络课程：不是面对面的课程；这些课程材料散布

于互联网上。人们上课地点不受局限。无论你身在

何处，都可以花最少的钱享受美国大学的一流课程

，只需要一台电脑和网络连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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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什么是翻转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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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课堂：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时间，将学习

的决定权转移给学生 

自主学习：学生可以看视频讲座、听播客、阅

读功能增强的电子书 

什么是翻转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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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信息清晰明确 

教师的头像、以及教室里的各种物品摆设，都会分散
学生的注意力 

教学视频短小精悍 

大多数的视频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比较长的视频也
只有十几分钟 

复习检测方便快捷 

视频后面紧跟着的四到五个小问题，可以帮助学生及
时进行检测，并对自己的学习情况作出判断 

重新建构学习流程 

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了重构。老师不仅提供了视频，
还可以提供在线的辅导 

翻转课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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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活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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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教学活动？ 

变革信念：如果没有坚定的改革信念作为支撑，

教师通常是不愿意“革”自己的命的。 

信息化素养：大多数的教师平时使用电脑就是上

上网、编写一些文本和数据表格、制作PPT等，其他

的软件和技术很少涉猎。 

角色转换：教师的角色从传统的圣人角色转变成

导师；学生的角色更加突出学习的主体性和必要的

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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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2020 2030 2040 2050 

用视频替代教师 
学生没有教师指
导。 
学生整堂课都盯
着屏幕 

自主学习的环
境 
学生在课堂上
有更多自主时
间与教师参与
关键学习活动 

视频取代面对面
授课 
学生没有教师指
导。 
学生整堂课都盯
着屏幕 
 

用视频替代教师 
讲课已经可以通过授
课视频由学生在家里
完成，而家庭作业却
被拿到课堂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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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院的培训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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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建设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从科室规模、技术力量、诊疗设
备、管理等方面均达到了卫生部《专科医师培训基地标
准》的要求。 

2010年6月已通过了广东省全科医师培训基地的评审，
获得全科医师培训基地资格， 

2011年12月获得了卫生部和发改委的全科医生培训基地
的建设项目，费用560万。 

2013年12月又获得卫计生委全科医学重点专科，培训经
费500万元。 

2017年12月申报广东省重点专科-全科医学专业。 

我们配备了教学所需的仪器（投影仪、手提电脑、黑板
等）、模拟人、模拟考试室、学生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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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建设 
普内科（全科医学科）师资基本条件 

姓名 性别 毕业时间 学历/学位 技术职务 专业方向 

马中富 男 1987.6 博士 教授/主任医师 全科医学 

荆小莉 女 1987.6 双学士 主任医师 全科医学 

李玉杰 男 1985.6 博士 主任医师 全科医学 

梁艳冰 女 1993.6 硕士 副主任医师 全科医学 

唐皓 女 1994.6 硕士 副主任医师 全科医学 

李振宇 男 2003.6 硕士 主治医师 全科医学 

吴敬国 男 2002.6 博士 主治医师 全科医学 

曾丽金 女 2009.6 博士 主治医师 全科医学 

徐文辉 男 1995.6 学士 副主任医师 全科医学 

杨文 男 2015.9 博士 医师 全科医学 

这里未涵盖全院其他科室的师资和社区基地师资，共有165人有资格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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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马中富 

副组长：荆小莉、李玉杰 

成    员：梁艳冰、唐皓、陈志斌、李振宇、吴

敬国 

临床秘书：梁艳冰 

教学秘书：唐    皓 

成立了科室培训管理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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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临床和社区培训 

1、临床培训基地：依托科室为普内科（2005年9月成立）
，共45张床，编制床位40张，加床5张。普内科又是全科
医学病房、急诊科病房、国家卫生计生委临床药师培训基
地、Ⅰ期药物实验基地科室之一（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普内科、中山大学临床药学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
学部）。13年来普内科： 

    病人的平均住院日5.5～7.5天，床位使用率98～110%，
床位周转率61％～107.3％。院内感染率0～1.64%，抢救
重病人180～255人次/年。年收治病人数2400～2600多住
院病人次。 

   多为急危重症、疑难病、老年、多种疾病于一身、多脏
器功能障碍、糖尿病及各种并发症、心脑血管疾病、尿毒
症、慢阻肺、诊断不明的、专科无床收入的、发热查因、
风湿免疫性、血液疾病等的病人为主。CD病人率96％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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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转科室：在中大附一院各个二级学科轮转。 

规范化培训生和研究生：严格按照卫生计生委
的全科医学培训大纲要求，临床科室27个月、
社区基地6个月，理论课3个月，利用周三晚上
；轮转科室的要求均按照大纲要求进行，有严
格的监管、督导、考核和考试等。 

转岗培训生：普内科4个月，急诊科（内、外、
儿、神内急诊）4个月，心电图室1个月、放射
科1个月，社区1个月，理论课1个月。 

本院完全能满足全科医生培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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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区培训基地：我院与广州越秀区6个社区
中心有合作协议，实行常联系、查房、小讲课
、病例讨论、教学查房等，双向转诊制。这些
中心均有一定的服务范围和固定的管理人口；
具有防、治、保、康、教、计六位一体的功能
；具备培训所需的教学设施和师资。 

   目前我们选择了六个培训条件较好的社区，即
黄花岗、白云街、大塘街、东山街、大东街和
梅花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前主要放在白云街和黄花街社区进行，因为
路程近（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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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训人员：总共培训人员 905人。 

   2008年9月起负责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全

国培训基地的建设，广东省卫生厅全科医师培训基地主

任。2011年12月又取得了卫生部全科医学培训基地的重

点建设项目，国家投资440万元。2013年12月又取得卫

计生委全科医学培训基地，资助500万元。 

    规培生（5＋3）：312人： 

广州市局2013年15名、2014年18名、2015年12人、

2016年13人；2017年9人。 

深圳市2015年10人； 

2016年西藏3人；统招（刘学文）1人。 

南海2013年48名、番禺196名到我科培训2个月。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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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岗培（1年）：501人。2011.7～2014.6梅州市全科

转岗培训及学历教育300人；2014.7～2017.12清远市

招收的155（47+50+58）名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及学历

教育工作。2017年11月潮州市第1期46名负责指导、教

学大纲的制定、课程设计、理论教学、督导和检查轮科

情况、临床考试等工作。 

   全科硕士（3年制）：17人。2012年招生5人，2013

年2人，2014年3人，2015年2人，2016年2人，2017年

3人。已经毕业10人，就业好。 

   我科已毕业：博士生6人、全科硕士生10人、同等学

力硕士8人； 

    2010年～2017年培训临床药师6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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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及教学：严格按《全科医学大纲》要求。 

1、全科硕士生专业课全科医学概论“：36学时/年，连

续6年。 

    本科生的公选课“全科医学概论”：36学时/年，连

续5年。 

    2015年起临床系本科生450人开课“全科医学概论”

：36学时/年。 

   2017年临床医学本科生667人开课“全科医学概论”

：36学时/年。 

   还有各种讲座和学术会议的讲课，每年100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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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本科生的教学：必修课，36学时。在大学二年
级开课，共660人，五个课室上课。课表和见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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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三晚上的全科医学公选课：36学时。为全科医学
规范化培训生30人（附一院12人、附二院10人、附三
院8人）和全科医学硕士生9人（附一院3人、附二院
3人、附三院3人）的专业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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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全科专业骨干师资培
训班：5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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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市和梅州市助理全科医生师资培训班的课程：
5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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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和潮州市的全科医生转岗培训课程：

梅州三期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共培养了270名合

格医生，清远第一和第二期培养165名合格全

科医生，第三期58人目前在培训中；潮州第

一期46名正在培训中。 

课程总表（时间：2017年4月3日—2017年11

月30日） 

医
视

界



日 期  星期 
培 训 模 块 

总负责人 
内    容 节次 上 课 时 间 授课老师 联系电话 

4.7 周五 

詹俊 健康管理基本概念 1-2 9:00-10:30 詹  俊 13802937601 

詹俊 沿生命周期的健康照顾 3-4 10:35-12:00 詹  俊 13802937601 

詹俊 糖尿病的社区诊治与管理 5-6 14:30-16:00 詹 俊 13802937601 

詹俊 肿瘤患者的社区诊治与管理 7-8 16:10-17:40 詹  俊 13802937601 

4.9 周日 詹俊 
临床合理用药及药物不良反
应 

5-8 14:30-17:30 詹  俊 13802937601 

4.12 周三 
马中富 胸痛的诊治思路及急诊处理 5-6 14:30-16:00 陈志斌 13798152180 

马中富 昏迷的急诊处理 7-8 16:10-17:40 陈志斌 13798152180 

4.13 周四 
张扣兴 

全科医学的发展、概论及基
本原则 

1-2 9:00-10:30 马中富 13602703094 

张扣兴 
全科医学的诊疗思维模式：
以人为中心的健康服务 

3-4 10:35-12:00 马中富 13602703094 

4.27 周四 

马中富 急性中毒的处理原则 1-2 9:00-10:30 马中富 13602703094 

马中富 
急性大出血及呼吸困难的急
诊处理 

3-4 10:35-12:00 马中富 13602703094 

马中富 休克 5-6 14:30-16:00 马中富 13602703094 

詹俊 
高血压及冠心病的社区防治
与管理 

7-8 16:10-17:40 马中富 13602703094 

4.28 周五 

张扣兴 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服务 1-2 9:00-10:30 梁艳冰 13711553355 

张扣兴 以家庭为单位的照顾方式 3-4 10:35-12:00 马中富 13711553355 

马中富 心肺脑复苏 5-6 14:30-16:00 梁艳冰 13711553355 

马中富 意外伤害的急诊处理 7-8 16:10-17:40 梁艳冰 13711553355 

5.2 周二 

张扣兴 全科医疗健康档案 1-2 9:00-10:35 李玉杰 13610234899 

张扣兴 重点人群的全名医疗服务 3-4 10:35-12:00 李玉杰 13610234899 

马中富 
高血压危象及急性左心衰的
急诊处理 

5-6 14:30-16:00 李玉杰 13610234899 

马中富 急性创伤的急诊处理 7-8 16:10-17:40 曾汉 13600008136 

5.4 周四 

詹俊 腹痛患者的社区诊治与管理 1-2 9:00-10:35 詹  俊 13802937601 

詹俊 
慢性肝病患者的社区诊治与
管理 

3-4 10:35-12:00 詹  俊 13802937601 

马中富 头痛及眩晕的急诊处理 5-6 14:30-16:00 张扣兴 18922102669 

詹俊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社区防
治与管理 

7-8 16:10-17:40 张扣兴 18922102669 

5.5 周五 
张扣兴 

全科医生的接诊技巧和工作
方式 

1-2 9:00-10:30 张扣兴 18922102669 

张扣兴 
临床预防的概念、原则与方
法 

3-4 10:35-12:00 张扣兴 18922102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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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潮州市第一期全科医生转岗培训理论课程（时间：2017年6月6日—2017年7月9日） 

日期  星期 内    容 节次 上课时间 授课老师 联系电话 
教务人
员 

6.6 周二 

全科医学的发展、概论及基本原则 1-2 8：30-10：00 马中富 13602703094 陶亚男 
全科医学的诊疗思维模式：以人为中
心的健康服务 

3-4 10：05-11：30 马中富 13602703094 陶亚男 

急性中毒的处理原则 5-6 14：00-15：30 马中富 13602703094 陶亚男 
急性大出血及呼吸困难的急诊处理 7-8 15：40-17：10 马中富 13602703094 陶亚男 

6.7 周三 
胸痛的诊治思路及急诊处理 1-2 8：30-10：00 马中富 13602703094 陶亚男 
昏迷的急诊处理 3-4 10：05-11：30 马中富 13602703094 陶亚男 
岗前宣讲、调查 5-8 14：00-17：00 周天蓉 18026208539 陶亚男 

6.8 周四 
临床预防的概念、原则与方法 1-2 8：30-10：00 张扣兴 18922102669 陶亚男 
抗菌药物的合理用药 3-4 10：05-11：30 张扣兴 18922102669 陶亚男 
呼吸系统的全科医学处理 5-8 14：00-17：00 张扣兴 18922102669 陶亚男 

6.9 周五 
实用血气分析 1-4 8：30-11：30 张扣兴 18922102669 范玉婷 
血液系统常见病、慢性病防治与合理
用药 

5-8 14：00-17：00 谢双锋 13710693747 范玉婷  

6.10 周六 
风湿免疫系统常见病、慢性病的防治
与合理用药 

1-4 8：30-11：30 戴冽 
13682277618/1

8922182836 
范玉婷  

产科常见病防治 5-8 14：00-17：00 吴玲玲 13711217216 范玉婷 

6.11 周日 
妇科常见病防治 1-4 8：30-11：30 卢淮武 18688395806 范玉婷 
无菌操作、外科换药的基本步骤与方
法（含操作课程） 

5-8 14：00-17：00 姜楠 13126479091 范玉婷  

6.15 周四 

全科医疗健康档案 1-2 8：30-10：00 李玉杰 13610234899 黄浩  
重点人群的全科医疗服务 3-4 10：05-11：30 李玉杰 13610234899 黄浩 
高血压危象 5-6 14：00-15：30 李玉杰 13610234899 黄浩 
休克 7-8 15：40-17：10 唐皓 13642690819 黄浩  
头痛及眩晕的急诊处理 9-10 19：00-20：30 唐皓 13642690819 黄浩 

6.16 高血压的防治 1-4 8：30-11：30 唐皓 13642690819 黄浩 医
视

界



健康广东--第三届清远市全科医师转岗培训脱产培训课程安（2017.4-2017.5） 
教学总负责人：李冠宏、王少鑫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4月18日 4月19日 4月20日 4月21日 4月22日 4月23日 

上午 

血液系统常见病、
慢性病防治与合
理用药（清远 李

玉权） 

岗前宣讲、调
查（周天蓉、
颜佳霓） 

全科医学概
论（梁艳冰） 

社区预防医学与健
康促进（陈少贤） 

社区心理
卫生（张
晋碚） 

社区心理卫生
（张明） 

下午 

内分泌系统常见
病、慢性病防治
与合理用药（英

德刘锐） 

社区常见慢性
病膳食营养
（陈超刚） 

社区急诊急
救（梁艳冰） 

社区预防医学与健
康促进（陈少贤） 

社区心理
卫生（关
念红） 

社区心理卫生
（郑俩荣） 

教务 颜佳霓 颜佳霓周天蓉 颜佳霓 颜佳霓 冯正巩 冯正巩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4月25日 4月26日 4月27日 4月28日 4月29日 4月30日 

上午 
全科医学概论

(马中富) 
社区常见急诊
急救(马中富) 

社区预防医
学（胡前胜）

当天去 

社区急诊急救（唐
皓） 

五一放假 五一放假 

下午 
全科医学概论

(马中富) 

文献检索总论、
中文全文数据
库（黄晴珊） 

基层医疗中
流行病学方
法（陈维清） 

心血管系统常见病
慢性病的防治与用

药（唐皓） 
五一放假 五一放假 

教务 骆云云 骆云云 骆云云 骆云云     
  5月2日 5月3日 5月4日 5月5日 5月6日 5月7日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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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讲课：全科医师临床教学和查房课表（2012年2月20
日起，每周一晚上7点～9点）。含6个社区的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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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科医师临床教学和查房课表（2012年2月20日起，每周一晚上7点～9点） 

  时间 星期 内     容 授课老师 
1 2.20 一 动脉粥样硬化的社区处理 马中富 
2 一 急性心力衰竭的社区处理 马中富 
3 一 慢性心力衰竭的社区处理 马中富 

一 心房纤颤的社区处理 马中富 
5 一 高血压病药物及社区处理 李玉杰 
6 一 冠心病的社区处理 李玉杰 

7 一 常见心律失常的社区处理和急危重症心律失常的辨别和社区处理 马中富 

8 一 心律失常药物 马中富 
9 一 强心药物的临床应用 马中富 
10 一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甲流、普通病毒等） 梁艳冰 
11 一 急慢性支气管炎的社区处理 梁艳冰 
12 一 肺炎（社区获得性、院内获得性肺炎）的社区处理 梁艳冰 
13 一 COPD的社区处理 梁艳冰 
14 一 呼吸系统的用药 马中富 
15 一 急慢性胃炎的社区处理 陈志斌 
16 一 急性胃肠炎的社区处理 陈志斌 
17 一 消化性溃疡的社区处理 陈志斌 
18 一 清除幽门螺杆菌的社区适应症 陈志斌 
19 一 肝硬化及食道静脉曲张的社区处理 陈志斌 
20 一 肝胆道结石并感染的社区处理 陈志斌 
21 一 急性消化道出血的社区处理 唐皓 
22 一 慢性腹泻 唐皓 
23 一 代谢综合征的社区处理 唐皓 
24 一 糖尿病的诊断和治疗 唐皓 
25 一 糖尿病的健康教育 唐皓 
26 一 止血药与抗凝药的临床使用 马中富 
27 一 恶性血液病的诊治思路 马中富 
28 一 各种贫血的诊断思路 马中富 
29 一 休克的社区处理 李玉杰 
30 一 SLE的诊治思路 李振宇 
31 一 风湿病的分类 李振宇 
32 一 尿路感染 梁艳冰 
33 一 各种肾小球肾炎的分类和处理 梁艳冰 
34 一 尿毒症的社区处理 梁艳冰 
35 一 SIRS、Sepsis、MODS的社区处理 马中富 
36 一 脑卒中的社区处理与健康教育 荆小莉 
37 一 眩晕症的社区处理 荆小莉 
38 一 意识障碍的社区处理 荆小莉 
39 一 头痛的诊治思路 荆小莉 
40 一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痛 荆小莉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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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和临床查房：每周3～４次。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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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讨论 ：每周四早教班后，一次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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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培训生和硕士生的轮科：目前轮科共43
人，3批。严格按照卫生计生委的大纲进行。 

全科医学科住培轮转计划 

年份 轮转学科 轮转专科 月份 带教老师   

  内科 

全科医学科（普内科） 6 
马中富、荆小莉、唐皓、梁

艳冰 
  

东院（普内科1.5，心血管2，内
分泌2） 

.5 张常然、   

心电图室 1     

放射科 1     

  

神经内科 神经内科（病房） 2     

新生儿 病房 1     

儿科 儿科门诊 1     

外科 外科门诊 2     

妇产科 妇产科门诊 1     

急诊科 急诊医学科 3.5     

皮肤科 皮肤科门诊 1     

康复科 康复医学科门诊 1     

眼科 眼科门诊 0.5     

耳鼻咽喉科 耳鼻咽喉科门诊 0.5     

精神科 心理科门诊 1 崔立谦   

传染科 传染科（三院） 1     

基层实践基
地 

大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     （从中选

择一个社区） 

全科医疗3个月、健康档案1

个月、健康教育及疫苗一个
月、疾病控制1个月 

  

白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黄花岗社区   

      合计：36     医
视

界



邓健峰 杜佳 吴玉招 冯磊    陈国俊     吴昊鹏 

2017.10 普内科 东院普内科 皮肤科门诊 心电图 妇科门诊 神经科 
2017.11 普内科 东院普内科 妇科门诊 放射科 儿科门诊 神经科 

2017.12 普内科 

东院心内科/急诊

神经科 心理科门诊 外科门诊 

眼科门诊/

耳鼻喉科门

诊 外科门诊 

2018.01 普内科 

东院普内科/东院

心内科 康复科门诊 外科门诊 心理科门诊 外科门诊 

2018.02 普内科 东院心内科 

眼科门诊/耳鼻喉

科门诊 
眼科门诊/耳鼻喉

科门诊 康复科门诊 康复科门诊 
2018.03 普内科 传染科（三院） 东院普内科 康复科门诊 外科门诊 心理科门诊 

2018.04 普内科 急诊内科 东院普内科 心理科门诊 外科门诊 

眼科门诊/耳

鼻喉科门诊 

2018.05 普内科 急诊外科 

东院普内科/东院

心内科 神经科 心电图 心电图 
2018.06 传染科（三院） 急诊儿科 东院心内科 神经科 放射科 放射科 

2018.07 心电图 普内科 

东院心内科/急诊

神经科 东院普内科 社区医院 东院普内科 
2018.08 放射科 普内科 急诊内科 东院普内科 社区医院 东院普内科 

2018.09 神经科 普内科 急诊外科 
东院普内科/东院

心内科 社区医院 

东院普内科/

东院心内科 

2018.10 神经科 普内科 急诊儿科 东院心内科 社区医院 东院心内科 

2018.11 儿科门诊 普内科 外科门诊 
东院心内科/急诊

神经科 社区医院 

东院心内科/

急诊神经科 

2018.12 新生儿 普内科 外科门诊 急诊内科 社区医院 急诊内科 
2019.01 外科门诊 普内科 儿科门诊 急诊外科 普内科 急诊外科 
2019.02 外科门诊 普内科 新生儿 急诊儿科 普内科 急诊儿科 
2019.03 妇科门诊 心电图 普内科 社区医院 普内科 社区医院 

轮科医生排班表 

医
视

界



邓健峰 杜佳 吴玉招 冯磊    陈国俊     吴昊鹏 

2019.06 急诊儿科 神经科 普内科 社区医院 普内科 社区医院 

2019.04 急诊内科 放射科 普内科 社区医院 普内科 社区医院 

2019.05 急诊外科 神经科 普内科 社区医院 普内科 社区医院 

2019.07 急诊神经科 社区医院 普内科 社区医院 普内科 社区医院 

2019.08 东院普内科 社区医院 普内科 社区医院 普内科 社区医院 

2019.09 东院普内科 社区医院 普内科 妇科门诊 传染科 新生儿 

2019.10 东院心内科 社区医院 普内科 儿科门诊 新生儿 皮肤科门诊 

2019.11 东院心内科 社区医院 心电图 普内科 急诊外科 妇科门诊 

2019.12 皮肤科门诊 社区医院 放射科 普内科 急诊儿科 儿科门诊 

2020.01 康复科门诊 外科门诊 传染科（三院） 普内科 急诊内科 

传染科（三

院） 

2020.02 社区医院 外科门诊 社区医院 普内科 东院普内科 普内科 

2020.03 社区医院 儿科门诊 社区医院 普内科 东院普内科 普内科 

2020.04 社区医院 新生儿 社区医院 普内科 

东院普内科

/东院心内

科 普内科 

2020.05 社区医院 皮肤科门诊 社区医院 普内科 东院心内科 普内科 

2020.06 社区医院 

眼科门诊/耳鼻喉

科门诊 社区医院 普内科 

东院心内科

/急诊神经

科 普内科 

2020.07 社区医院 社区医院 社区医院 传染科（三院） 神经科 普内科 

2020.08 

眼科门诊/耳鼻喉科门

诊 康复科门诊 神经科 皮肤科门诊 神经科 普内科 

2020.09 心理科门诊 妇科门诊 神经科 新生儿 皮肤科门诊 普内科 

轮科医生排班表 

医
视

界



（四）、课程及教学：严格按《全科医学大纲

》要求进行。 

2、规范化培训生的课程：包括《全科医学概

论》88学时，《康复医学》42学时，《社区卫

生服务管理与伦理》44学时，《社区预防与保

健》56学时，《全科医学统计与流行病学原理

》52学时，《医患关系与医学伦理学》24学时

，《科研设计与论文撰写》16学时，《实用中

医技能与社区常见耳鼻喉疾病的诊治》20学时

，《临床心理咨询》24学时。 

医
视

界



（四）、课程及教学：严格按《全科医学大纲
》要求进行。 

3、转岗培训生（梅州市、清远市和潮州市）课
程：《全科医学概论》20学时，《公共卫生应
急及急诊》24学时，《社区常见病（慢性病）
防治与合理用药》20学时，《文献检索、科研
设计与论文撰写》20学时，《统计学》16学时
，《社区康复技能》12学时， 

《社区卫生服务管理》20学时，《实用中医技
能与社区常见耳鼻喉疾病的诊治》20学时，《
社区心理卫生与医患关系与沟通技巧》24学时
，《社区预防保健》12学时 

医
视

界



4、中山大学全科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课程设臵及学分要求：所修读课程的必修课学分不少于
18个学分，必修课程不少于5门。 

1）、必须修读的公共基础课： 

《学术规范》                                      1学分 

《实验室与生物安全》                      1学分 

《第一外国语（英语）》                   5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学分               

《自然辩证法》或《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学分 

《生物医学研究的统计方法》          5学分 

医
视

界



4、中山大学全科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2）、必须修读的专业必修课：《临床医学前沿》                                                         

                                                                   3学分 

3）、专业课 ：《全科医学概论》（全科医学公选课）                                                           
3学分 

4）、选修课 

现代流行病学 （必须选）                      3学分 

临床科研设计测量与评价                       1.5学分 

多变量统计分析与软件（二学期）       2学分 

常用医学统计软件及方法（二学期）   1.5学分 

医学计算机应用基础                               1.5学分 

医学文献检索                                           2学分 

医
视

界



4、中山大学全科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5）规范化培训的课程中上述未学习的课程： 

包括：《康复医学》42学时， 

《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与伦理》44学时， 

《社区预防与保健》56学时， 

《实用中医技能与社区常见耳鼻喉疾病的诊治》 

                                                           20学时， 

《临床心理咨询》24学时。 

由中山大学研究生院统一安排，三年内晚上上课
或者与中山大学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生一起上
课 

医
视

界



（五）、继续教育项目 

每年我们全科医学科2013年期每年举办二个国家级继

续教育项目 

1、马中富，全科医学临床技能培训班. 2013年国家级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5.0天，10分。 

    2013年10月24～27日在深圳市卫计生委继续教育中

心举办“广东省全科医学年会”暨“全科医学临床技

能培训班”一次，230人。11月15～18日在惠阳人民医

院举办“全科医学临床技能培训班”一次，250人。 

   2014年11月20～24日在广州市华泰宾馆举办“广东

省全科医学年会”暨“全科医学临床技能培训班”一

次，190人。 

 医
视

界



（五）、继续教育项目 

   2015.4.23～26于广东省惠州市医学会举办一次，

837人；5.28～5.31于广州市白云区卫计局举办一次，

619人。7.23～26于广州市越秀区卫计局举办一次。 

  2015年12月5日～8日在华泰宾馆（暨广东省医学会全

科医学分会年会，450余人） 

  2016年5月5日～8日在中山市国际酒店及中山市人民

医院技能培训中心（300人）、10月13日～16日在华泰

宾馆（暨广东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年会，250余人）

各举办一次。 

  2017年6月22～26日在罗定市人民医院举办“全科医

学临床技能培训班”，350人。 

 医
视

界



（五）、继续教育项目 

  2017.9.25~30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举
办“全科医学临床技能培训班一次，163人。12.7~10
在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举办广东省医学会第十八次全
科医学学术年会暨“粤港澳全科医学高峰论坛”（全
科医学临床技能培训班） 一次，450人。 

2、马中富.  内科急危重症新进展学习班. 2012年~至
今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5.0天，10分。 

2012年8月22～26日在广州市中山大学举办“2012全
国急诊医学博士生学术论坛”暨“内科急危重症新进
展学习班”一次，130人。10月18～22日与广东省佛山
市三水区人民医院举办“内科急危重症新进展学习班
”一次，250人。 

医
视

界



开展学术讲座，拓宽住院医师的知识面 

医
视

界



（五）、继续教育项目 

2013年8月1～4日在广州市华泰宾馆中山大学举办

“2013全国第二届急诊医学博士生学术论坛”暨“内

科急危重症新进展学习班”一次， 150人。 12.25-

2013.12.28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人民医院举办

“内科急危重症新进展学习班”一次，485人。 

2014年8月29～31日在广州市华泰宾馆中山大学举办

“2014全国第三届急诊医学博士生学术论坛”暨“内

科急危重症新进展学习班”一次，250人。 

2015.8.14～17在广州市华泰宾馆中山大学举办“2015

全国第四届急诊医学博士生学术论坛”暨“内科急危

重症新进展学习班”一次，10分，300人。 

 医
视

界



（五）、继续教育项目 

2016.7.28～31在广州市华泰宾馆中山大学举办“2016

全国第五届急诊医学博士生学术论坛”暨“内科急危

重症新进展学习班”一次，10分，200人。 

2017.8.2~5在广州市华泰宾馆中山大学举办“2017全

国第六届急诊医学博士生学术论坛”暨“内科急危重

症新进展学习班”一次，250人。 

 3、2012年以来，每年还举办“中山大学全国急诊医

学博士生学术论坛”1次，今年第七届，每年于8月份

进行，每次200~400人次不等。 

医
视

界



（六）、培训经验：明确培训的目的和意义 

全科医学培训的目的：通过规范化培训，使住

院医师达到全科医学所需要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要求，成为能独立从事社区临

床医疗工作的全科医师。 

    目前止，我们培训的全科医生全部通过国家

考试。 

医
视

界



（六）、培训经验：明确培训的目的和意义 

全科医学培训的意义：  

1）国家：对全面提高社区医疗人才质量，提高
社区医师的诊疗水平，提高广大群众对社区医
疗的信任度，实现小病到社区，大病到医院的
诊病模式，缓解大医院的接诊压力具有重要意
义。 

2）社区：全面提高社区服务质量和水平，建立
一支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技术质量可靠的社
区医师队伍，为社区居民提供健康保障，改善
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手段。 

医
视

界



 1）健全组织架构 

 （七）、我们的具体做
法 1、医院领导高度重视 

医
视

界



 

 

• 三级管理组织：由医院培训管理委员会和专
家委员会组成。负责研究制订培训的方针政
策、制订管理制度和措施，检查和指导各学
科开展培训工作，评估各学科的培训质量 

• 二级管理组织：由行政职能科室担任，负责
专科医师培训的日常管理工作 

• 一级管理组织：由科室培训管理小组和指导
老师组成。负责专科医师培训的临床教学及
考核工作 

各级职责分明 

医
视

界



2）完善规章制度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医师培训管理

办法》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科医师/专科医

师培训组织架构及职责》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科医师/专科医

师培训指南》  

医
视

界



  

确定培训年限 

制定培训计划 

确定导师：1对1 

建立档案 

必修课程考核 

执业资格考核 

年度考核 

日常考核 

出科考核 

入培教育 

颁发合格证书 

阶段考核 

2、设立专职的管理部门 

1）规范的管理流程 

医
视

界



    为加强培训质量监控，客观检验培训效果，
通过日常考核、出科考核、年度考核、执业医
师资格考试、必修课程考核以及阶段考核等多
个环节，对住院医生的培训质量层层把关 ，培
训质量与质控挂钩 

2）严格的质量监控 

医
视

界



 1）足够的培训空间： 

        按计划轮科：注重全科特点 

        各专科足够的培训时间 

        专科内专业组间的轮转 

        管床数 

        操作或手术次数 

        值班次数         

3、有效的临床培训 

医
视

界



  2）有效的教学方法： 
        普通查房                            教学查房 
        病例讨论                            专科理论小课 
        专科技能培训                    专科沙龙或英语小课 
        学术讲座、会议                全科医学理论课程 

医
视

界



开展技能培训，夯实住院医师的基本功 

医
视

界



  3）严格的考核制度： 

        日常考核 

        出科考核 

        年度考核 

        阶段考核 

        医师资格考核 

        必修课程考核 

        其他考核 

医
视

界



 

 

 

 

 

要求：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和组织纪律，

能高质量地完医疗成工作。积极参与教学查房、病

例讨论和专业讲座，阅读专业文献，主动提高专业

理论和技能，有意识地培养教学和科研能力；将每

天工作和学习情况如实记录在登记手册，交老师签

名确认 

 

考核：根据日常考勤、医德医风、学习指标完成情

况、临床诊疗水平、带教和科研能力等对住院医生

进行综合考评，结果作为出科考核的重要依据 

 

日常考核： 

医
视

界



 

 

 

 

 

要求：完成培训时间和培训内容，达到要求 

考核： 

1、综合考评：根据住院医生日常考勤、医德医风、学

习指标完成情况、临床诊疗水平、带教和科研能力等

进行综合考评 

2、培训手册：检查病例病种数、手术和操作例数、学

习记录是否达标 

3、专业理论、专业英语、病历书写、专业技能 

出科考核： 

医
视

界



要求：完成全年培训，所有考核合格，资料齐全、
手册完善 
考核： 

1、综合考评：根据住院医生日常考勤、医德医风、

学习指标完成情况、临床诊疗水平、带教和科研能

力等进行综合考评 

2、培训手册：检查轮转学科和时间、病例病种数、

手术和操作例数、学习记录是否达标 

3、专业理论、专业英语、临床技能 

 

年度考核： 

全年离岗累计一个月以上 
延长培训一年 医
视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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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完成全阶段培训，所有考核合格     
考核： 
1、综合考评：基地根据住院医生整个阶段的表现进行 
2、资格初审：继续教育科对住院医生考试资格进行严格
审查，包括计划完成情况、手册填写情况、各项考核成绩、
课程学习、文章等内容，初审合格者送中山大学进行复审 
3、专业理论：住院医师规范化考核二级学科内容 
                           专科医师考核三级学科内容 
4、专业外语：文献翻译，英译中占70%，中译英占30% 
5、临床技能：病例考核与面试、技能操作考试 

阶段考核： 

各门成绩合格者颁发培训合格证书，不合格第 
二年重考，仍未合格者，取消培训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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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完成第一年的临床培训 
 

考核：参加全国统一的执业医师技能和理论考试，

不能通过考试者给予第二年重考机会，仍不能通过

者，取消培训资格  

执业医师资格考核： 

医
视

界



要求：培训期间必须参加《循证医学》、《传染病
防治知识与进展》、《临床思维与人际沟通》三门
课程的学习 
 
考核：由授课老师统一命题进行书面考核或撰写论
文，不合格者取消阶段考核资格  
 

必修课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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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 

1）有相应的组织架构，职责明确，但形同虚设 

2）各级管理人员对自己的责任不明确 

3）无设立专职的管理部门或管理人员 

4）有专门的管理部门，但管理不到位 

5）科室培训管理小组管理不到位 

6）指导老师教学不尽责 

 

1、职责落实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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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训管理松懈 

1）无按培训细则制订培训计划 

2）重用轻陪，轮科改变培训计划 

3）管床过少或过多，病种单一，操作机会少 

4）无良好的教学方法或无实施有效的教学 

5）安排无带教资质的老师进行教学 

6）无组织日常考核或出科考核或考核不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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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各类因素的影响 

       1）分级手术的影响 
2）医院病种单一的影响 

3）医院各类培训人员较多的影响 
4）无执业证书开始培训的影响 
5）缺乏客观、统一的考核评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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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缺乏人文关怀 

1）培训医生隶属于大科，在专科轮科时没有归属感 

2）以社会人身份进入培训的医师，得不到科室的重

视及关怀 

3）管理部门和培训科室只注重培训，对住院医师的

身心及思想缺乏关心 

4）无建立专属于住院医师的组织团体，组织住院医

师开展各类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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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科带头人 
马中富，血液学硕士、心血管内科博士，教授/主任医

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

学科（普内科）主任、急诊科副主任。目前中山大学

的全科医学所有培训和全科医学（含全科医学硕士生

）的培训和管理工作，都由本人负责。 

急诊科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科室，普内科

2005年9月成立，每年2400～2600人次住院患者，为

急诊科病房、全科医学培训基地、卫生部临床药师培

训基地、Ⅰ期药物实验基地科室之一（中山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普内科、中山大学临床药学院、中山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药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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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毕业硕士生30人、博士生6人，在读硕士生3人。 
发表论文214篇，其中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论著122篇，
SCI论文17篇。主编书6本；参编书15本，共约700万字。 
  参编人卫的十一五~十三五规范化教材4本：全身炎
症反应综合征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见黄子通：
《急诊医学（第1版）》（十一五急诊医学研究生）. 
2008.10，90~114（38950字） 
“脓毒症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和“急症症状学
在急症鉴别与救治中的地位与作用”. 见黄子通：《急
诊医学（第2版）》（十二五急诊医学研究生）2014.5，
106~110和138～153（35640字） 
  “临床急救技术”. 全科医生临床操作技能训练（第1
版）（十三五-全科医学），2017.12 
 “急诊急救”. 全科医学概论（第5版）（十三五 规划
教材-全科医学），2018.1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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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富.课题 

主持省部级课题8项， 

厅局级课题4项， 

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4项， 

横向课题3项， 

I类新药的I期研究2项， 

药物的生物等效性及生物利用度研究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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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科带头人---学术任职 

2003年8月起被国际卫生发展组织聘为东亚医学顾问
。与北京大学附三院的王瑞儒教授一起主编了卫生部
“世界银行贷款秦巴卫生项目/英国国际发展署赠款支
持性项目”支持的《农村急诊医学培训教材》和《农
村常见急诊手册》两本书。已先后多次赴四川、陕西
、宁夏、山西和广西省玉林市考察和讲课，培训县-乡-
村三级急诊医生，受得卫生部相关领导、专家和学员
的一致称赞和好评。 

2005年5月根据卫生部农村司的要求起草我国“乡-村
”急诊医师的培训大纲、并使用本《教材》，两书共
印刷4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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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2008年1月、8月和12月，2009年4月和5
月，2010年5月和8月分别被卫生部农卫司派去督导和
培训全国乡镇卫生院医生和村医的急诊急救、内科学
、合理用药，以及督导“温暖工程李兆基万名乡村医
生培训项目”中期和终期评估； 

2009年4月起被卫生部农村司派出“中澳关于制订中
国中西部地区的项目”基线调查，并开发出《乡村两
级医疗行为规范》和出版《基层医生合理用药手册》
（12万字），广东科技出版社，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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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6～1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务院扶贫办

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办公室、甘肃省扶贫办委派参加

“贫困村灾后重建中妇女参与及发展能力”的培训（

甘肃省兰州市）。 

   作为卫生部国家级专家，先后25次到全国九个省市

，主办学习班30余次，培养基层师资力量和基层医生

1000余人次，获得了卫生部和各省市的广泛好评。 

    2007年10月起被聘（2010.7续聘）为全国初、中级

医师晋升考试内科试题命题组组长，2012年7月起为普

通内科专业高级命题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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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毕业后继续教育全科医学教育组组长 

中山大学全科医学教研室主任 

广东省医学会全科医师分会第四届副主委（
2010.10~）、第五届主委（2014.11～）； 

广东省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首届副主委（
2010.10~）；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2014.9～） 

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2013.8～） 

中国全科医学教育专家委员（国内46人） 

中国微生物学会毒素专业分会常委（2004.6～)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休克专业委员会和微循环专业委
员会委员（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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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学分会委员（2012.9~）； 

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二届急救医学专
业副主委（2013.11~）；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急救医学专业第四、五届常委； 

广东省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急救医学专业第四届、五
届为副组委；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休克与脓毒症分会第一届常委（
2016.12~）；中国老年医学急诊医学分会副主委（
2017.12~）； 

广东省药学会药物评价与合理用药分会第一届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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