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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科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设置小讲课实践经验初探
程培育，王笑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北京 100010
摘要：小讲课模式具有“短、小、精、难”的特点，是各大临床教学医院常用的教学模式。针对规
培医师在科室轮转学习中“兴趣强、时间短、难度大、强度高”的难题，肿瘤科发挥小讲课时间灵活、
内容精炼的优势，将繁多的肿瘤科知识要点逐个分解，现代医学与传统中医学并重，将名老中医经验实
际运用于临床，突出实用性、经验性，并与微信等新媒体讲学模式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规培医师的理
论水平与临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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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Practice of Small Lectures in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TCM Resident
Doctors in Oncology Department
CHENG Pei-yu, WANG Xiao-min*
(Beiji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 The small lecture mod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ort, small, precise and difficult” and is a
common teaching mode in major clinical teaching hospitals.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of “strong interest, short
time, high-level difficulty, and intensity” in the rotation of TCM resident doctors receiving standardized training,
the advantages of flexible time and refined content can be brought into play. The small lectures in oncology
department can decompose a variety of oncology knowledge points one by one, and the content emphasizes both
modern medicine and TCM. The experience of the old and famous TCM doctors is actually applied to the clinic
with refined content and combined with new media teaching mode such as WeChat, emphasizing the practicality
and experience, so as to greatly improve the clinical ability and theoretical level of doctors receiving
standardized training.
Key words: small lectures; oncology department;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doctors; teaching;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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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在肿瘤科教学中已得到有效的运用[1-2]，但

繁重的临床工作之余，还需要学习、掌握临床新进

是传统的小讲课（或称为小课堂）依然广泛存在于

展；“博”是指肿瘤病情复杂，常伴有内外科疾病，

各大临床教学医院。由于肿瘤科专业性强，对如何

如肺癌患者常常合并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结节

做好本专业轮转培训工作尚缺乏经验。肿瘤科小讲

病等呼吸科常见病，而肝癌往往由慢性肝炎肝硬化

课因其自身灵活性高、实用性强，受到临床带教老

逐渐发展而成，小细胞肺癌常见低钠血症、上腔静

师与规培医师的喜爱。笔者在规范化医师培训过程

脉综合征等合并症，晚期肿瘤常见肠梗阻、呼吸衰

中，经常灵活穿插小讲课，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竭、酸碱平衡失调、肝肾综合征、脓毒症等各种内

1 小讲课的特点

外科危急重症，这些内容涉及内科学、外科学、影

小讲课具有“短、小、精、难”的特点。
“短”指

像学、急诊学、妇科学等各个学科。上述内容对于

的是小讲课这种教学模式，主要集中在病床旁、办

一个普通肿瘤科医师来讲掌握起来尚需时日，更何

公室内、病房楼道内甚至是护士站等地方，时间较

况是要求规培医师短时间内掌握，这对每一位肿瘤

短，短则 3～5 min，长则不超过 20 min；“小”指课

科带教老师都是一个考验。

堂规模小，临床教学中一般每位带教老师带 2～3 名

其次，要求临床带教医师具备全面的中医药技

规培医师，而带教医师基本都是直接负责患者的住

术。中西医结合肿瘤科一方面要有现代医学的基

院医师或查房的主治医师，要求以发现的临床问题

础，还需要运用中医药知识与技术解决肿瘤科的特

为核心，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努力让规培医师快速

殊问题，这又是中西医结合肿瘤科的一大“难

掌握专业技能，并可以正确应用；“精”指内容精

关”。随着中医全程参与肿瘤患者的治疗，中医药

炼，临床教学与课堂教学不同，课堂教学大多以

在控制肿瘤的发展、癌前病变、晚期肿瘤恶病质、

“命题作文”为主，小讲课大多是“临时起意”，碰

防治放化疗副反应、预防肿瘤转移和复发等方面均

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主要讲清楚临床问题

有所长。医师不仅要掌握中医肿瘤学的全部内容，

的成因、处理及转归，要直中要害，要求讲者讲清

还需要熟练运用针刺手法、艾灸操作，制作中医外

楚，规培医师会运用；“难”指小讲课对于临床带教

用膏贴等减轻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在中

医师而言，随机性高，难度大，临床很多突发情况是

药抑制肿瘤方面更需要辨证与辨病相结合，针对不

临床能力的“试金石”，不仅要求带教医师及时做出

同的肿瘤，一方面要掌握各种抗癌中草药的现代药

准确的判断、处理，而且要求在处理完问题后，能

理，还要熟悉各中药的作用并将之用于临床，如肺

及时清晰地讲解出来，同时指出规培医师处理的不

癌多用泽漆、石上柏、石见穿，胃癌多用蛇莓、土

足，趁热打铁，这样不仅能让规培医师对书本上的

茯苓，肝癌多用猫人参、鳖甲、凌霄花等等。

知识记忆深刻，而且对于临床运用有更深的体会。

3 肿瘤科小讲课初步探索的经验

小讲课更加突出临床教学的实用性、经验性，
时间虽短，但“字字如金”，从临床经验出发指导

3.1

以经典为基础，名老中医经验为核心，提高规

培医师“实战”能力

规培医师，让规培医师到临床实践中去体会应用；

“读经典，做临床”是近年来广大中医临床工

同时小讲课具有高效性、随机性，针对规培医师急

作者的座右铭。我科利用小讲课“短”的特点，将

于实践又经验不足的特点，小讲课可以让规培医师

经典融入中医肿瘤科，结合经典，融入名老中医经

短时间内掌握临床技能，提高学习兴趣，增加学习

验，通过 3 种方法提高规培医师的中医水平。

动力。
2 小讲课对于临床带教医师的教学要求

一是每周利用交班后的 5 min 进行中医经典的
简短背诵。每周必须开展 1 次中医经典的背诵，我

首先，要求临床带教医师具有扎实的现代医学

们规定每位规培医师早晨背诵 1～2 段中医经典，内

功底。就学科而言，肿瘤学科同时具备“专”与“博”

容从中医“四大经典”中摘取与肿瘤科相关的条

两种特点，“专”指的是肿瘤的诊断及治疗与其他疾

文，提前 1 周告诉每位医师具体背诵条文，1 周后

病有着根本的不同，肿瘤诊断更加注重病理学，肿

检查并布置下周内容，规培医师间相互监督。坚持

瘤治疗涉及到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及免疫

3 个月，使每位规培医师熟悉中医经典的重点段

治疗等疗法，且肿瘤诊断方法、治疗手段日新月

落，在临床工作中逐渐加深对经典的理解与运用。

异。带教医师大多以主治医师、住院医师为主，在

二是每周利用科室教学查房后的 5 min 进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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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医经验简介。我院肿瘤科目前有多位国家级、

境已经有所熟悉，对常见的工作流程有了初步认

市级名老中医，如郁仁存、王禹堂、饶燮卿、迟惠

识，因此学习效果较好。每位规培医师在学习后可

昌、金静愉等，均为肿瘤科传授了很多宝贵的临床

以模拟操作，要求熟练掌握。当有患者出现大量胸

经验。利用教学查房结束后的 5 min，由我科名老中

腹水时，鼓励每位规培医师到床边学习，观察实际

医的传人、徒弟等为规培医师介绍老中医经验，内

临床工作中如何麻醉、穿刺、引流，并总结“小口

容精简，直奔主题，如郁仁存名老中医肺癌抗癌药

诀”，便于规培医师记忆。

对简介，介绍 3～5 个肺癌常用药对，如龙葵配白

3.3

英、冬凌草配金荞麦等，将名老中医经验与中医常

医师综合技能
肿瘤科很多问题需要请营养科、影像科、

用抗癌药物、常用抗癌验方相结合，加强规培医师
中医治疗肿瘤特色的学习。

多学科协作，小讲课配合教学讲座，提高规培

ICU、呼吸科等科室会诊，如肠淋巴瘤患者极有可

三是利用入科培训介绍中医外治法。我院肿瘤

能出现肠梗阻合并肠坏死，甚至可能出现肠穿孔，

科在中医外治法方面做了很多临床研究，如针刺法

晚期肿瘤患者常常合并恶病质、多重感染。以往我

治疗化疗所致恶心呕吐、针刺联合穴位贴敷治疗胃

们请各个科室进行相关问题的教学讲座后，发现对

癌术后胃瘫、升血贴外用治疗化疗后贫血、灸法改

住院医师及主治医师提高较好，规培医师参与度不

善化疗所致白细胞下降 、 穴 位 贴 敷 防 治 阿 片 类 药

高，究其原因，多数因时间较长、内容难度较大导

[3-5]

，形成了我科独特的肿瘤外治特

致积极性不高，为此，在继续开展多学科来我科讲

色，并写进我科诊疗常规，每年根据实际应用进行

座学习的同时，我们充分发挥小讲课的优势，在带

修订、学习。我们利用规培医师的入科培训，集中

教医师遇到相应问题时，利用中午的时间小讲课，

介绍我科中医外治的经验，重点讲解如何操作，鼓

遇到什么问题，就及时讲解。如肠淋巴瘤合并肠梗

励规培医师参观学习，在带教医师的指导下进行实

阻、肠穿孔的患者，在完善立卧位腹平片及腹部

际操作，号召规培医师在学与做的同时积极思考，

CT，患者病情稳定后，我们针对上述问题的影像

提出问题，最终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学，利用中午时间讲解，并且留存影像学资料，方

3.2

便规培医师反复学习，加深体会。再如抢救晚期肿

物所致便秘等

以临床问题为导向，加强带教医师的带教意

识，提高规培医师西医技能

瘤患者时常用到微量泵，针对多种药物的微量泵的

肿瘤科经常碰到内外科的常见问题，如肿瘤科

用法，开展“急救药物的微量泵用法”专题讲座，学

患者因放化疗出现恶心呕吐，进而出现低钾血症、

习多巴胺、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硝酸甘油等急救

低钠血症、低钙血症、高钙血症等多种电解质紊乱

药物如何配成微量泵，让每位规培医师学会使用。

的情况，严重者可能危及生命，我们在长期的临床

3.4

工作中，总结出肿瘤科常见的内外科问题，如电解

解，了解常用治疗方法

结合肿瘤科专业指南，对肿瘤专科知识细致讲

质紊乱、呼吸衰竭、急性肾功能不全等约 30 余个常

很多规培医师并非肿瘤专业，大多数规培医师

见问题，再精炼出约 10 余个，形成“专题小讲

轮转到肿瘤科时往往感到无所适从，专业的化疗药

座”，大致包含了常见的危急重症的识别与处理，

物、靶向药物与既往院校讲的药理学不同，为此我

以点带面，面与点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每周开展

们 根 据 美 国 国 立 综 合 癌 症 网 络 （ National

1～2 次专题讲座，由于在短时间内每位医师不会都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南，每

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要求带教医师在碰到诸如电解

年及时更新肿瘤科诊疗常规，并且设置学习“常见

质紊乱、呼吸衰竭、肠外营养等问题时一定要及时

肿瘤诊疗常规”的教学查房。在此基础上，由每个

讲解，上级医师在查房中随机提问，检验教学成

教学团队各自负责，时间随机，开展多项小讲课，

果，做好学、验一体，强化规培医师的学习意识。

如针对紫杉醇、吉西他滨、伊立替康、培美曲塞等

肿瘤科还会应用到很多临床操作技能，如大量

常见化疗药物用法的小讲课；化疗药物在使用顺序

腹水、胸水的患者进行胸腔穿刺及腹腔穿刺的基本

上各有不同，所以又增设针对化疗药物输注顺序的

操作，这两项操作均为规培医师的必考内容，为此

小讲课；肿瘤科靶向治疗药物应用较多，针对常见

在规培医师入科 3 周后，需进行胸腹腔穿刺的基本

肺癌靶向治疗药物的小讲课等，查缺补漏，细致讲

流程培训，此时规培医师对肿瘤科的基本情况、环

解常见肿瘤的诊治。肿瘤科专科知识是肿瘤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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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实用性强，需要带教医师反复强化，所以，床

医师的理论水平与临床能力。

旁教学、办公室深化成为小讲课的主要模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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