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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入科技能培训 

 

2020 年 6月 1 日下午，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组织

当月入科规培生进行了技能培训。此次培训在急诊科抢救区

四室进行，由张培勇和张维老师负责，就心肺复苏、电除颤

和气管插管术三项技能进行培训。 

首先张培勇老师对这三项技能的原理、适应症、禁忌症、

注意事项等知识进行了详细阐述；然后利用模型道具就如何

操作进行了分步演示讲解，同时详细解答了学员们提出的各

种疑问；接着对心肺复苏、电除颤和气管插管进行了全过程

演示，给学员们留下了全局印象；最后学员们在张维老师的

带领下自行分组练习，操作体会。自行练习过程中，张维老

师手把手对急救姿势、手法及相关知识进行了现场指导，对

学员们在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给予及时纠正。 

 

 

 

张培勇老师分步讲解心肺复苏和电除颤 学员分组自行练习 

张培勇老师阐述理论知识 张培勇老师分步讲解气管插管术 

第一部分   临床技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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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们通过专业指导，除了深入学习了理论知识外，更

快速得掌握了这三项技能的操作步骤和要领，有助于加强急

诊急救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立“时间就是生命”的急救理

念。 

（规培学员  粟小燕） 

 

消化内科教学查房——“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2020 年 6月 28日下午，消化内科组织教学查房活动，

本次教学查房的内容为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诊治，主讲人

为消化内科胡玲老师，参加人员有消化内科所有临床规培医

师，公卫规培医师以及实习医师。 

本次教学查房围绕消化内科一名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患者开始，首先由一名临床规培医师汇报病史，公卫规培医

师补充询问病史，胡玲老师

进行体格检查后，详细讲解

了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

发病机制、常见症状、诊断

标准与分期、临床常见治疗

方法及用药的选择等相关

知识。在教学过程中，胡玲老师着重讲解了该疾病的分期与

治疗方法的关系，越是能早发现早诊断，病人的生存率越高，

治疗成本也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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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是一个比较少见的疾病，在此次教

学之前，很多学员对这个疾病缺乏了解，而通过这次教学查

房活动，结合临床的实际案例，使我们对这个疾病诊断、治

疗以及该病的危害程度等有了更深入、更直接的认识。     

（规培学员  陈傲兰） 

 

产科教学查房——“妊娠合并心脏病” 

 

2020 年 8月 1 日，在妇产科大楼 4 楼，成都市第三人民

医院妇产科杨鸿为在妇产科的临床规培生、公卫规培生开展

“教学查房”。本次教学查房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床

旁查房，第二部分是课件学习。主题为“妊娠合并先心病”。 

取得患者同意后，杨鸿老师带领着我们进行床旁查房教

学，首先由一位规培生汇报病人病史，由另一个规培生补充

病史。病史清晰后，杨鸿老师

再带着我们进行查体。视触听，

视患者皮肤色、眼睑颜色，嘴

唇颜色，判断患者是否贫血、

缺氧，看监护仪；触摸患者腹

部，对子宫大小、胎儿体位进行评估；听患者心跳声，在心

间处听心脏跳动有无异常心音、杂音，节律是否规律，心率

快慢等。同时询问患者自我感觉情况。 

床旁查房后，随即杨鸿老师带我们到办公室给我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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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讲解妊娠合并先心

病。从妊娠整个过程对心脏

的影响到先心病血流左向

右，右向左的流动变化，从

心脏病的病因到先心病的

诊断，从妊娠心脏危险分级

到常见并发症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在讲课中还间插着与我

们的互动，提出问题让我们思考，如室间隔缺损的不同大小

面积如何处理，右向左分流的疾病或许有哪些？辅助诊断应

该开哪些？等等。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践行着

事物发展曲折前进的哲学思想。 

（规培学员  梁付琼） 

                                   

 

呼吸内科教学查房——“咯血与呕血的鉴别诊断” 

 

2020 年 6 月 12 日，呼吸内科二病区组织开展了教学查

房，本次教学查房内容为咯血的诊断、鉴别诊断与治疗，参

加人员为呼吸内科吴迪老师，所有临床规培生、公卫规培生

以及实习生。 

本次教学查房围绕呼吸内科二病区收治的一例剧烈活

动后出现咯血症状的病人开展，开始由一名临床规培生详细

汇报病史，吴迪老师补充询问病史及现场查体后，从咯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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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及分类、咯血的原因、咯血与呕血的鉴别、咯血的诊断

与治疗等几个方面，详细讲解了咯血的相关知识。教学过程

中，吴迪老师积极与学员互动，引导需员思考，同时联系各

种临床相关案例以及影像

学检查报告开展讲解，进

一步提高了教学效果。 

咯血是呼吸内科非常

常见的一个症状，通过本

次教学查房活动，学员们

对咯血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扩展了对支气管扩张、肺

栓塞等呼吸系统相关疾病的认识。 

  （规培学员 陈傲兰） 

 

神经内科小讲课——“脑电图基础知识” 

                             

2020 年 7月 13日，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组织本

科室医生、规培人员和

实习人员开展小讲课，

本次小讲课内容为脑电

图基础知识。 

钟光宇老师首先讲

解了脑电图的基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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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正常成人的脑电图的组成、睡眠脑电图分期及特征，对

脑电图认识的要点、重点及脑电波是否正常及如何区分进行

了深入的培训；随后结合工作中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培训，重

点讲解了癫痫发作的脑电图，结合癫痫发作病人的脑电图及

癫痫病人发作时的视频，对癫痫发作时的脑电图特征、癫痫

病人特殊的临床表现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让我们对脑电

图及癫痫有了进一步认识。 

（规培学员 马雷） 

 

神经内科疑难病例讨论——“急性脊髓炎” 

 

2020年 6月 8日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收入一名

急诊病人，因“双下肢突然失去活动能力 2天”入院。余睿

副主任医师立即查看病人，患者起病急，病情较重，双下肢

肌力 1 级，脐周有束带感，

结合相关辅助检查，诊断为

“急性脊髓炎待确诊？”。    

由于此病例较特殊，余睿副

主任医师立即召集组内成员

进行疑难病例讨论，详细分

析患者病史，找寻发病时间，探索发病诱因，解读患者各项

辅助检查指标，提出现阶段的治疗方案，以及需要继续完善

的相关辅助检查。余睿主任在针对该患者的病情讨论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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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讲解了“急性脊髓炎”的临床症状、诊断及鉴别诊断

标准。 

急性脊髓炎临床表现为急性起病，起病时可有低热、病

变部位神经根痛、肢体麻木乏力和病变节束带感；亦可无其

他任何症状而直接发生瘫痪。大多在数小时或数日内出现受

累平面以下运动障碍、感觉缺失及膀胱、直肠括约肌功能障

碍，运动障碍早起为脊髓休克表现，一般持续 2至 4 周后，

肌张力逐渐增高，腱反射活跃，出现病理反射。 

此次疑难病例讨论，激发了我对临床知识的渴望，同时

也提高了我对疑难病例的专研精神。更甚者我清晰的认识

到，扎实的临床基础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并且通过这次疑难

病例讨论，我丰富了临床知识，巩固了临床思维，提升了临

床技能。 

（规培学员   张启煜） 

 

心内科危重病人抢救记录 
 

     2020年 8 月，我开始了在心内科为期两周的学习，心内

科病人的特点就是年龄大，基础病多，而且大多是合并慢性

病，治疗难度大，效果不显著。在 8 月 5 日凌晨，一位 III

度房导阻滞的患者突发呼吸困难，我跟值夜班的老师立即赶

赴病房查看患者，患者表现为呼吸急促、浅快，急性重病面

容，血压 180/54mmHg，氧饱和 88%，立即予以生理盐水 2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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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强龙 40mg 静脉推注，反复吸痰，速尿 40mg 静脉推注，氨

茶碱解痉平喘，经抢救后患

者病情稍有好转，但仍危

重，于是联系呼吸内科住院

总以及重症监护室的医生

共同讨论研究病情，交接转

ICU 事宜。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抢救病人，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回

来的紧张感与兴奋感已经让我感觉不到通宵值班的疲惫感，

让我倍感“健康所系，生命相托”的重大责任，同时也体会

到病人的转危为安离不开科学规范的急救护理程序。医生与

护士在抢救过程中的分工配合，指定专人负责呼吸道管理、

循环系统及生命体征的监测管理，准确无误地执行医嘱及对

外联系等。通过规范化、程序化的抢救合理分工制度，熟练

的业务技能，忙而不乱的工作作风，才能确保抢救工作稳步

有序地进行。为抢救患者生命赢得宝贵时间。 

（规培学员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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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道远 
 

2020 年 6 月-8 月，我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临床

实践学习，轮转了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肾内科、

儿科。 

在内科规培学习期间，我重新把大学内科学教材复习了

一遍，在带教老师的悉心指导下，逐步培养自己的临床思维

能力，进一步熟悉并基本掌握了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

脑卒中、慢性肾脏疾病、儿科常见疾病的发病机制、临床诊

断、鉴别诊断及治疗。在医院有鲜活丰富的病种病例，有经

验丰富的上级医师进行教学查房，还有定期的小讲课学习。

临床实践加深了我对大学期间内科学知识的理解，理论联系

实际，提升了自己的临床专业知识。 

医院学习的这段时间，我接触了许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患者，深有感触：1、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急、慢性并发症，

尤其是慢性并发症累计多个器官，致残、致死率高，严重影

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并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2、慢性病的防治是我国人民必须面临的严峻挑战和重要的

公共卫生问题，任重而道远；3、我会继续认真学习，将所

学到的临床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后续的工作实践中，为当地公

共卫生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规培学员   谭欣培） 

 

 

 

第二部分   自我提高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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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职业素养，发现专业价值 

 

我省开展作为全国十个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公共卫生医

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公卫医师规培）试点省份之一，于

2019 年 8 月正式开展公卫医师规范化培训,本年度共计招收

十名学员。 

本次公卫医师规培已有一年时间，在此期间，我们十名

学员先后在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进行传染病临床

技能培训、省疾控进行专业知识理论教学、成都市第三人民

医院学习疾病预防控制相关临床医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这次培训让我们的职业素质有了快速的提高,为我们成为一

名有素质、有能力、有水平的集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帮

助我们在平凡的工作中发现专业的价值和自身的价值。 

在疾控理论培训中，我们对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有了更深

的认知和了解，应急处置、传染病防治、预防接种、地方病

防控、慢性病管理、健康教育等等，疾控的业务繁多，不仅

仅是疾病控制，凡是一切能在源头上能防止人类被疾病侵害

的措施都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和努力的方向。疾控这份工作有

着神圣的意义，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作为疾控中心的一

员，我倍感骄傲，面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更加要锐意

创新发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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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技能培训中，我们遵循理论和实践并重，突出提

升实践能力为主的原则，在临床老师的带领下，参与进行一

定的临床操作，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每天面对着一个生命的

开始和结束，我们要做的不是感叹和悲伤，而是用心去帮助

每一名患者。另外在培训中我们也注重学习医疗机构履行公

共卫生职责，和带教老师互相交流，学习院感防控、传染病

报告卡上报、慢性病防治管理、死因监测等内容，医防结合

需要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通力配合，就像这次新冠疫情一

样，疾控机构负责新冠病人流行病学调查与处置工作，医疗

机构负责新冠病人的救治，两者互相协作，才能共同处置好

本次疫情。 

这次培训时间紧、任务重，我们总结经验、逐步拓展，

努力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

的政策环境。对高质量完成公卫医师规培试点交给我们的学

习任务充满信心,在接下来的培训中，一定摆正自己的位置，

下功夫熟悉基本业务，心中牢记奉献，懂得奉献，圆满完成

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任务!对得起身为疾控人的荣耀。 

 （规培学员  段冲） 

 

 

在迷茫中前进，在努力后收获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基地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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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个月的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即将在忙忙碌碌中悄然结

束，在这期间，我们有过彷徨，有过感恩，也有过努力后的

幸福。 

临床基地的规培绝对是一个锻炼人的良机，不仅要学会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要学习与病人的沟通。临床过程中的

分析病情、鉴别诊断、治疗方案和应急处置等每一步都在考

验自己的临床知识是否扎实，是否能灵活运用。特别是患者

或其家属询问的问题自己无法应对时产生的慌张和底气不

足尤为刻苦铭心，时刻提醒着自己要更加扎实理论知识和实

践操作。 

刚进入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学习，总有一种茫然的感

触，对于临床的工作及医院的工作环境比较陌生，对于自己

在这样的新环境中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还没有成型的概念。庆

幸得是，教学秘书为我们介绍了各科室的情况，介绍一些规

章制度、规培医师的职责等，带教老师们的丰富经验，让我

们能够较快地适应临床工作，能够尽快地适应医院环境，为

在医院学习和工作打下了基础。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掌握了多种疾病基础理论，熟练了

各项基础技能操作。在带教老师“放手不放眼，放眼不放心”

的带教原则下，我们积极努力的争取每一次的锻炼机会，同

时还不断丰富临床理论知识，积极主动地思考各类问题，对

于不懂的问题虚心的向带教老师请教，作好知识笔记，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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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没空解答时，在工作之余查找书，或向老师及更多的人

请教，以更好的加强理论知识与临床的结合。各科室的每日

交班会罗列病人的总体情况，经常组织我们进行病例讨论，

培养了我们组织、表达等各方面的能力。 

在这段短暂的规培时间里，我们的收获良多，但也认识

了自己的不足。我们的规培生涯还在继续，我们相信在接下

来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临床规培期间的收获

将为我们今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规培学员  贾亮） 

 

 

努力学习，学有所思 

 

时间匆匆流逝，不知不觉中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集

中规培学习已到尾声。在这次规培学习中，我有过害怕，有

过彷徨，有过感恩，也有过努力后的幸福。 

所谓万事开头难，我也不例外。我还依稀记得刚进入临

床规培学习的第一科室（心内科）时的场景，战战兢兢地跟

着带教老师，不敢主动与病人沟通交流，生怕自己浅薄的知

识给病人和老师带来困扰，在带教老师的鼓励下慢慢打开心

扉，不在胆怯，应用自己所学知识，力所能及地帮忙带教做

些辅助工作，期间我也了解了心内科常见疾病如高血压、心

律失常、冠心病及心力衰竭的诊断及治疗原则。最大的收获



 

四川省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简讯                     2020 年第 3 期（总第 4 期）            

 14 

是老师的鼓励，和自己的努力得到认可。 

随后我信心倍增，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临床轮转学习中，

我都积极主动配合带教老师的工作，我也加深了和掌握了更

多科室（呼吸、内分泌、肿瘤等内科科室）常见疾病的诊断

及治疗原则。也接触到了更多被病痛折磨的患者，在与带教

老师共同诊治的过程中，当他们的病情好转时，我也由衷的

开心。因为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又增进我的知识储备，还

接触到了更多的热心的带教老师。 

当然在轮转学习期间我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临床带

教老师注重的治病救人，解决患者的痛楚。以糖尿病患者为

例，带教老师注重的是患者的血糖控制是否需要增加降糖药

物、饮食是否合适、有无并发症，解决或者控制患者目前已

出现的问题。并没有深度挖掘这类患者发病的具体原因，以

及对高危人群的宣传。从而明白了我们疾病预防控制的重要

性和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只有通过对此类慢性疾病患者深

入的了解，挖掘是否因为生活方式的因素、环境因素等才导

致疾病的发生，总结分析原因，加大群众的宣传教育、解决

环境问题、引导大众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真正减少被慢性

疾病折磨的大众。这项任务艰巨而远大，我会以高度的责任

感和饱满的热情为之奋斗。 

                               （规培学员  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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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始全终毕临床，翘首跂踵归疾控 

 

再有半个月，在医院学习的阶段就结束了。自 2020 年 1

月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临床学习以来，在医院领导、

科教科、医务处及各科主任及带教老师的关心支持下，我始

终严格要求自己，对工作积极上进、认真负责，对患者耐心

谦和、和谐共处，严格遵守医院及各科室的相关规则制度，

掌握各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原理和相关理论知识，努力提

升基础理论知识和临床专业实践能力。 

勤学苦练，不断提高临床理论水平和素质。通过认真学

习有关国家医疗卫生政策，医疗卫生理论及技能，不断武装

自己的头脑。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明白自己所肩负

的责任，并根据工作中实际情况，努力用理论指导实践，以

客观事实为依据，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并结合本职工

作，解决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总之，在这 8 个月学习

期间，在临床工作及学习中的确充满艰辛，也存在许许多多

的问题及不足，但我相信这坚持努力学习后，提升了我自己

临床基础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升华了我自身医德修养，且

奠定了严谨、细致、艰苦的工作作风。 

在临床学习阶段完毕后，又将回到四川省疾控中心进行

更深层次的专业培训。这阶段的培训，将深入贯彻“干中学，

学中干”的学习方针，我们将沉入到不同的科室进行深度学

习。我因为对职业卫生有极大的兴趣，并且本职工作于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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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科，所以首选了到职辐所和免规所去学习。带着在医院

所学习到的临床基础知识，我更加有信心迎接马上到来的专

业培训。并且对接下来回到四川省疾控中心学习的阶段充满

期待，希望能够学有所成，业有所获。 

（规培学员   张启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