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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医全科规培基层实践基地教学评价
于爽 1，於堃 1，张旭 1，常淑玲 2，丁兰 1，丁静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京 100045；
2.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京 100037
摘要：为评价北京市中医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层实践基地的教学水平，于 2019 年 6 月 26－28
日，对北京市 19 家中医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层实践基地及该年度招收的 65 名学员进行调查，通过查
验资料、病例示教、问卷访谈的方式，对基层实践基地的教学管理、教学过程、学员满意度进行评估，
评价各基层实践基地的教学情况。调查结果显示，19 家基层实践基地在教学管理方面的总评分均合
格；病例示教得分 90 分及以上的基层实践基地有 12 家，占 63.16%；学员对基层实践基地的总体满意
度为 90.63%。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教学资源分布不均、制度建设不完善、档案留存不完整。北京市中医
全科规培基层实践基地总体符合建设要求，师资队伍建设合理，教学方式多样，学员满意度较高，但教
学管理仍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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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Evaluation of Grassroots Practice Bases of TCM General Practice Standardized Training in
Beijing
YU Shuang1, YU Kun1, ZHANG Xu1, CHANG Shu-ling2, DING Lan1, DING Jing1*
(1. Yuetan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Fuxing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5,
China; 2. Zhanlanlu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ed to evaluate the teaching levels of grassroots practice bases of TCM general
practice standardized training in Beijing. From June 26th to 28, 2019, a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65 trainees this
year in 19 grassroots practice bases of TCM general practice standardized training in Beijing.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teaching process, and trainee satisfaction of the grassroots practice bases were evaluated through
data checking, case-based teaching,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with the traine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scores in teaching management of the 19 grassroots practice bases were all qualified; 63.16% of the
practice bases scored more than 90 points in case-based teaching; 90.63% of the students interviewed felt a great
satisfaction with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grassroots practice bases. The main problems wer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imperfect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ncomplete archive retention. The
grassroots practice bases of TCM general practice standardized training in Beijing have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base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is reasonable, the teaching methods are diverse,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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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satisfaction is high, but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is still not perfect.
Key words: TCM general practice; standardized training; grassroots practice bases; teaching
2010 年中医类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2013 年，依据《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规范
[1]

师资格的在册师资人数∶学生人数≥1∶2 为合格，
未达标或没有具备教师资格的老师为不合格。

化培养标准（试行）》 ，北京市启动中医类别全科

1.3.2

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中医全科规培”）。

地现场抽取带教老师、学员各 1 名，模拟标准化病

随着中医全科规培的深入开展，国家对中医全科规

人 进 行 教 学 演 示 。 考 核 指 标 包 括 教 学 简 述 （ 15

[2]

基层实践基地教学过程评估

各基层实践基

培基层实践基地的建设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分）、实际病例示教（70 分）、学员反馈（15 分）

基层实践基地是中医全科学员学习全科理论、实践

3 个方面，共计 100 分。

全科理念的主要地点，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学员的

1.3.3

临床实践能力和水平，是规范化培训的重要基础。

体的教学模式、教学特点、教学水平对基层实践基

中医全科教学注重学员特色的培养，定期进行教学

地进行评价，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3]

学员对基层实践基地的评价

评估对保证教学质量至关重要 。本文对北京市 19

4 个等级。

家中医全科规培基层实践基地及学员进行调查，对

1.4 统计方法

从带教老师整

基层实践基地的教学管理、教学过程、学员满意度

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服

进行评估，为中医全科规培基层实践基地建设及改

从正态分布以x±s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革提供参考。

检验；不服从正态分布以 M（Q1，Q3）表示，两组

1 资料与方法

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主要采

1.1 调查对象

用率和百分比进行描述，两组间比较采用χ 检验。

—

2

北京市 19 家中医全科 规培基层实 践基地及

设定双侧检验 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019 年招收的 65 名中医全科规培学员。

2 结果

1.2 调查方法与内容

2.1 基层实践基地分布及学员招收情况

本研究通过普查的方式开展，调查时间为 2019

2019 年北京市 19 家基层实践基地共招收中医

年 6 月 26－28 日。由专家组（包括北京市中医住院

全科规培学员 65 名。从生源看，城六区（东城、西

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层实践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各

城、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医疗机构派遣学

基层实践基地的教学主任及教学秘书，共 27 人）对

员 49 人，占学员总数的 75.38%；从基层实践基地

全市 19 家基层实践基地教学管理（包括文书档案、

数 量 分 布 看 ， 城 六 区 共 有 基 地 15 家 ， 占 比 达

师资队伍建设情况）、教学过程进行现场调查评

78.95% ， 共 招 收 学 员 58 人 ， 占 学 员 总 数 的

估；对 65 名中医全科规培学员进行访谈，获取学员

89.23%，见表 1。

对基层实践基地的满意度、意见及建议。调研过程

表 1 2019 年北京市各城区基层实践基地分布及学员招收情况

中挖掘各基层实践基地的教学管理特色，同时横向
比较城六区（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石

基层实践

招收学员人数

派遣学员人数

基地数量

[人（%）]

[人（%）]

城区

景山）与周边区（昌平、通州、房山、怀柔、大

东城区

2

10（15.38）

7（10.77）

兴、延庆、顺义、密云、平谷区）的学员、师资分

西城区

4

11（16.92）

5（ 7.69）

布情况及教学质量。

海淀区

2

3（ 4.62）

2（ 3.08）

1.3 评价标准

朝阳区

5

23（35.38）

25（38.46）

丰台区

2

11（16.92）

9（13.84）

包括组织管理制度、教学实施管理制度、教学管理

石景山区

0

0（ 0.00）

1（ 1.54）

档案、师资管理档案、学员管理档案 5 个方面，共

昌平区

1

5（ 7.69）

2（ 3.08）

37 个条目；评价标准：相关制度完备为合格；缺少

通州区

1

1（ 1.54）

2（ 3.08）

相关制度为不合格，不合格项≥3 项，则该项目总

房山区

1

1（ 1.54）

6（ 9.23）

评为不合格。师资队伍建设情况评价标准：具备教

怀柔区

1

0（ 0.00）

1（ 1.54）

1.3.1

基层实践基地教学管理评估

文书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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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老师进行现场演示。19 家基层实践基地教学过程

续表 1
基层实践

招收学员人数

派遣学员人数

评估均合格，各基地教学过程得分均在 70 分以上，

基地数量

[人（%）]

[人（%）]

见表 3。学员反馈部分均为满分。出现的问题主要

大兴区

0

0（0.00）

2（3.08）

有：⑴教学简述部分，3 家基层实践基地的教师在

延庆区

0

0（0.00）

2（3.08）

教学过程中未强调重点、难点；⑵实际病例示教部

良乡区

0

0（0.00）

1（1.54）

分，2 家基层实践基地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缺少与

顺义区

0

0（0.00）

0（0.00）

学生的互动交流，4 家基层实践基地的教师在教学

密云区

0

0（0.00）

0（0.00）

过程中未注意中医全科思维的建立、跨学科知识的

平谷区

0

0（0.00）

0（0.00）

介绍等情况。城六区基层实践基地与周边区教学过

城区

城六区拥有基层实践基地数量的中位数为 2，

程评估得分无显著差异（P ＝0.921）。

显著高于周边区；从各基地招收学员人数看，城六

表 3 2019 年北京市 19 家基层实践基地教学过程评估结果

区与周边区并无显著差异（P ＝0.060）；在派遣学

得分

基层实践基地数量

百分比（%）

12

63.16

员进行规范化培训方面，城六区派遣学员数量远高

≥90

于周边区（P ＝0.031），详见表 2。

≥80～90

2

10.53

≥70～80

5

26.31

表 2 2019 年北京市城六区与周边区基层实践基地数量及招收学员、派

2.2.3 教学管理特色

遣学员数量比较[M（Q1，Q3）]
地区

学员管理方面，部分基层实践基地采用微信打

基层实践基地数量 各基地招收学员人数 各区派遣学员人数

城六区 2.00（1.50，4.25） 3.00（2.00，5.00）

6.00（1.75，13.00）

卡的形式记录学员考勤情况；文书档案管理方面，

周边区 0.00（0.00，1.00） 1.00（0.25，4.00）

1.50（0.00， 2.00）

部分基层实践基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有自身特

U值

7.000

9.500

10.000

色的教学计划及教案汇编，规范了教学内容与形

P值

0.011

0.060

0.031

式；教学过程方面，部分基层实践基地注重中医全

2.2 专家组对基层实践基地调查评估结果

科思维的培养，开展多种形式的小讲课，如晨读经

2.2.1 教学管理

典、教学沙龙等活动。

2.2.1.1

文书档案管理

19 家基层实践基地文书

2.3 学员对基层实践基地的评价

档案管理评估存在分项不合格情况，但总评均合

本次调研拟访谈学员 65 人，实际参加访谈 64

格。其中 4 家基层实践基地教学管理档案不完善，

人，参与率 98.46%。结果显示，58 人（90.63%）对

缺少教学培训记录、教学满意度调查等。5 家基层

基层实践基地的总体评价满意或非常满意。12 人对

实践基地存在学员档案留存不完善，缺少教学过程

教学模式的评价为一般；7 人对教学特点的评价为

记录，无全科 SOAP（Subjective Objective Assessment

一般或不满意；10 人对教学水平的评价为一般或不

Plan）病历批改痕迹，无学员对教师批改过的病历

满意。见表 4。建议教学过程应突出中医全科特

进行修正的记录等。

点，部分教师的教学技巧需进一步提高。

2.2.1.2

师资队伍建设

各基层实践基地师资队伍

表 4 2019 年北京市 19 家基层实践基地学员满意度调查[人（%）]

建设评估结果均合格。所有教师均参加了市级师资

满意度

教学模式

教学特点

教学水平

总体评价

培训，并获得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下发的师资证书，

非常满意

24（37.50）

28（43.75）

24（37.50）

38（59.38）

师资数量∶学生人数≥1∶2。部分基层实践基地依

满意

28（43.75）

29（45.31）

30（46.88）

20（31.25）

托于北京大学医学部、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药

一般

12（18.75）

4（ 6.25）

9（14.06）

5（ 7.81）

大学等高等院校，教师教学意识、教学理念相对较

不满意

0（ 0.00）

3（ 4.69）

1（ 1.56）

1（ 1.56）

强，教学方法相对规范，体现了一定的教学技巧，

3 讨论

同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师资评价制度，如教师分级

本次调研为北京市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

准入制度、多维度教师聘任评价制度、教师积分管

层实践专家委员会对所辖基层实践基地教学质量进

理制度等。

行的系统评估。调研评估中发现各基层实践基地教

2.2.2 教学过程

学特色鲜明、手段创新，但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

本次现场调研采取模拟标准化病人的形式，带

出，值得深思并着手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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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体优化的资源，加强专科-全科的协同发展，将成

北京市中医全科规培基层实践基地均设立专人
负责教学管理工作，认真落实教学大纲要求，制定

为发展中医全科的重要保障[10]。
4 小结

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为规范开展中医全科教学工

此次调研数据显示，北京市中医全科规培基层

作奠定了基础。各基层实践基地重视师资队伍的建

实践基地总体符合建设要求，师资队伍建设合理，

设，在统一的培训大纲要求下，根据自身优势及特

教学方式多样，学员满意度较高，但教学管理仍不

色制定培养方案和细则，既满足了学员培训的基本

完善。调研中暴露出基层实践基地分布不均衡等问

[4]

要求，又体现了中医全科学科个体化的特点 ，即

题，未来需通过政策导向、完善学科建设及培训制

不拘泥于传统刻板的教学模式，积极利用新技术及

度等手段逐渐解决。对于基层实践基地的考核管理

新模式如远程教学互动、专科-全科联合查房等，完

工作应逐步形成常态化监测与评估机制，不断提升

成教学任务，营造了良好的教学氛围。尽管基层实

培训质量，推动中医全科规培建设工作有序发展。

践基地与师资力量存在各城区分布不均的问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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