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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卫医师规培项目二期学员专题调查汇报会顺利举行 

2021 年 1月 8 日，四川省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项目

第二期学员专题调查汇报会在四川省疾控中心行政楼 205会

议室顺利举行。汇报会由中心科培处处长刘玲玲主持，四川

省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项目二期 9名学员、SCFETP-4 10

名学员、国债项目 20 名学员及相关工作人员约 50 人参加。

专题调查汇报会邀请了业务处处长杨长虹、急传所所长袁珩、

免规所副所长刘宇、主任技师刘兆炜组成专家组进行汇报指

导。 

 

会上，学员们通过 PPT对专题调查成果进行汇报，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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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项目二期学员汇报题目为“三个区县疾

控工作人员健康素养水平专题调查”，全面分析了绵阳市安

州区、成都市青白江区和自贡市荣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健康

素养水平，专家组针对专题调查提出问题，并对目标人群、

样本量、结果推广的可能性进行指导，学员针对专家提出的

问题现场作答。 

汇报结束后，专家们对学员的课题调查成果给予了充分

肯定，并表示此次课题调查是一次很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现

场“练手”。通过此次专题调查，学员们对专题调查方案制

定、调查问卷的设计及其信效度检验、调查的开展、数据的

收集整理及结果分析与展示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与认识，为

以后开展专题调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项目办  王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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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培学员参加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临床规培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是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

健和康复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学员们在专业

课学习后开始在该医院进行临床实践。我先后在内分泌代谢

病科和神经内科参与临床实践。在内分泌代谢病科，我主要

跟随老师在门诊接诊，解决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疑难重症的

诊治问题，如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胰腺、肾上腺、甲状

旁腺以及糖尿病、脂代谢异常、痛风、代谢性骨病等。经过

一个月的学习，我对常规开展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肾上腺

及代谢性骨病方面的诊治和规范化管理有了更深入地了解。

神经内科是成都市神经疾病研究所所在单位，也是国家卫健

委“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在科主任和带教老师的指导

下，我完成了一定数量临床患者的收治工作，圆满完成了神

经内科的学习任务，能够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工作相结合，并

掌握了脑卒中、TIA、颅内感染等神经内科各种多发病、常

见病的常规诊疗和病历书写，熟悉了腰椎穿刺等各项技能及

头颈部 CT、MR（DWI）的典型病理改变。同时还多次参加了

科室举办的讲课活动和学术会议，学习到很多先进的医学科

学技术，提高了专业技能。 

（青白江区疾控中心  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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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培学员查房并学习阅片            规培学员参加专业知识小讲堂 

 

规培学员参加心内科、内分泌科临床规培 

2021 年 1 月 11 日，我们开始了新的旅程——为期 7 个

月的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实践培训。在心内科轮转，只

有短短的三个星期，在这里，我学会的主要实践技能是心电

图和换药。同时，我跟随大家一起教学大查房，从问诊到查

体、到分析病情、到知识拓展，查房的老师都会让我们实践

并分析解决我们存在的问题，真的受益匪浅。期间，我曾有

幸跟随心内科大主任蔡琳和心内二科主任王引利一起参加

学习了《2021 肺动脉高压 MDT 多学科沙龙——成都站》，这

次会议由三医院、华西及其他医院的老师通过案例分享的方

式进行分析并展开讨论。这次交流会扩展了我的眼界，让我

了解到许多学术前沿领域的知识。同时，在内分泌科门诊规

培期间，我跟随每个门诊的主治及主任医师一起学习，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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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关于糖尿病、痛风、甲亢、甲减、肥胖症等疾病的诊疗

原则及方案，获益良多。 

（沿滩区疾控中心  明晓雪） 

规培学员参加心内科教学查房             规培学员参加心内二主任教学查房 

 

规培学员参加学术交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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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培学员参加神经内科、肾脏内科临床规培 

时光飞逝，截止 2 月底我先后完成了在成都市第三人民

医院神经内科和肾脏内科的轮转任务，接近 2 个月的时间，

从科室老师身上学到的医德智慧和求知方法一生受用。 

缘分使然，我被分到杨训永老师组上，在他的带领下开

启了我在神经内科的学习之旅。这是一个学习氛围很好的科

室，每日晨交班结束后的小讲课，是每个科室成员和学生的

必修课。由各医疗组长带领各自组员一起学习最新指南，交

流科室常见病和疑难病的治疗经验，或是结合交班为学生答

疑解惑等。通过多种多样的授教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学习内容，

不断引发我们的思考，激发我们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每日查房是了解患者实时病情，评估临床治疗效果，增

强患者康复信心和增进医患感情的重要环节。杨老师和医疗

组成员在诊疗细节上做足了功夫。虽然小组患者多，出入更

替快，但查房前每个病人的病史、症状、体征、诊疗方案、

检查结果，包括患者当日晨起的血压、血糖他们都烂熟于心，

把患者的临床治疗安排地井井有条，并且每日根据患者治疗

需求，不断调整优化治疗方案。在查房时如果遇上血压控制

不稳定的患者，杨老师时常会在查房时亲自再为患者测量一

次血压，敦促患者及时服药，杨老师暖心的举动深深地触动

了我，这样的细节不但为我们提供了临床示范，又安抚了患

者焦虑的情绪，更是用行动向我们这些后生诠释了“大医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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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的含义。每周三上午固定的学习讲课更是内容丰富，干

货满满。虽然平时临床工作十分繁忙，但认真负责的科室老

师都会为讲课提前做好充分准备，制作课件，为大家传道授

业解惑。从神经内科相关疾病的化验单解读，到常见神经系

统疾病和科室优势病种的学习，以及科室老师积累的临床经

验都对我们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让我们在短期内对神经系

统疾病的诊治思路有了更好的了解。在神经内科学习的这一

个月，脑梗死、帕金森、癫痫、尿毒症、高钾血症、心衰、

糖尿病等病症我在学习过程中都有接触涉猎，让我下次在工

作中再次遇见时，就不会再手足无措了。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在这样充满温暖

和积极上进的科室中，面对优秀而又细致耐心的老师们，我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知识的匮乏和临床经验的不足。自己

的工作学习才刚刚起步，在临床轮转中学到的严谨、细致和

奉献精神将会一直鼓励着我，鞭策着我。健康所系，性命所

托，前路任重道远。 

（青川县疾控中心  李建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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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培学员参加神经内科教学查房讲解          规培学员观摩学习腰椎穿刺术 

规培学员参加神经内科每周小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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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培学员参加心内科、内分泌科临床规培 

在省疾控中心完成理论知识学习后，前往成都市第三人

民医院进行临床实践学习。前两个月分别在心内科和内分泌

科学习。 

在心内科住院部短短的一个月里，对心内科常见病和多

发病有了新的认识，丰富了自己的临床知识。心内科以高血

压、心律失常、冠心病及心力衰竭常见，在带教老师的指导

下对心内科常见疾病有了一定了解，基本掌握一些常见病的

诊断方法，比如肌钙蛋白、肌红蛋白和脑肽钠代表的意义。

同时耐心仔细地讲解血压袖带测定方法、注意事项以及常规

心电图导联位臵和操作技能。同时了解住院部收治病人的一

般过程：如测血压、血糖、心电，在询问病史的同时观察病

人病容等。在心内科实习期间，医生护士都很尊重和重视，

每周的学习安排井然有序，不仅有专门的小课堂讲座学习，

还有每周一次的教学查房，让我收获颇丰。 

在结束心内科一个月的学习后，紧接着又轮转到了内分

泌科学习。内分泌科主要以糖尿病、甲亢、甲减和痛风为主，

大多数由不良生活习惯及饮食引起，其治疗方案主要围绕药

物治疗和改善生活饮食习惯。心内科在住院部跟着住院医师

学习，内分泌科则是跟着门诊医师学习。门诊部不同于住院

部，门诊病人多，门诊医师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技术，更需

要处理好医患沟通，因此门诊医师都是具有一定资历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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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医学知识为患者提供治疗方案的同时，在与患者的沟通

交流中更是注意细节，余无声处体现医者仁心的大德。 

学习两个月，非常敬重全体医护人员，他们高超的医疗

技术和职业精神令我敬佩。学习之初，是一种挑战，也是一

种机遇，在之后的临床实践期间，还要尽可能学习更多的临

床知识，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 

（荣县疾控中心  李俊材） 

 

 

 

 

 

 

 

 

 

规培学员参加心内科小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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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培学员参加呼吸内科、消化内科临床规培 

2021 年 1 月 11 日，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始了我的

临床轮转学习，项目办按照公卫医师规范化培训要求为我们

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培训主要以实践操作、病例讨

论、带教老师面授以及小讲课讲授学习为主。 

呼吸内科一病区 

2021 年 1月 11日至 1 月 29 日，我在呼吸病区开始临床

轮转学习，入科当天教学秘书孙老师对我进行了入科培训，

使我能快速熟悉科室情况，尽快融入临床。呼吸病区主要收

治呼吸系统、肺部和心脏等相关疾病患者，早晨陈锋峰主任

会带领我们查房，仔细询问病人情况，为我们讲解病人检查

结果以及病人下一步治疗，总结归纳案例，让我们系统掌握

该病种，并积极组织科室参加病例讨论，对病情综合分析，

探讨下一步诊疗方案，同时积极组织病人及家属参加科室呼

吸系统疾病讲座，加强医患沟通。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我

积极参与临床操作，动脉血气分析是我参与的第一个实践操

作，动脉采血主要选择桡动脉，采集时以左手食指、中指定

位桡动脉波动最明显的部位，以斜刺或直刺方式进针，由于

动脉血采集具有随机性，经过三次失败的尝试后，终于把握

了进针的技巧，最终成功地采集了动脉血。除此之外，在护

士老师的指导下，我也学会了静脉血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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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内科一病区 

2021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19 日，我开始了为期两周的消

化内科轮转，消化内科疾病主要包括肝胆相关疾病、胰腺相

关疾病、结肠及小肠相关疾病。带教老师结合病例为我详细

讲解了疾病诊断治疗的基本知识，以及病史的采集、体格检

查、病历书写、心电图基本操作与判读、常用临床检验和辅

助检查结果的判读。同时学习了消化内科常见的检查，包括

胃镜、肠镜，以及内镜下微创手术如 ESD、POEM等治疗措施。

另外积极参与了科室小讲课，刘榴老师为全体消化内科规培

及实习学员讲解了消化道早癌内镜治疗适应证及内镜治疗

后的评估，袁主任就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诊治指

南进行了讲解，董老师讲解了食管测压 PH 监测流程及报告

解读。通过参与小讲课，让我对消化内科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有了更深的认识。 

规培学员参加呼吸内科小课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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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与临床实践，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学习的积极性，

在“干中学，学中干”使我收获颇丰。由于临床工作的特殊

性，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临床工作者的不容易。作为公卫人的

我们需要学习和掌握的远不止这些，我们要直面人民健康的

挑战，突破医防界限，使医防有机结合，做到学以致用，为

今后疾控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基础。 

（江油市疾控中心  李鑫） 

 

   

 

 

 

 

 规培学员参加消化内科小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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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培学员参加妇产科、院感部、急诊科临床规培 

2021 年 1月，我们开始了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为期七

个月的临床规培学习。临床规培不仅是增加我们的临床知识，

更是对提高临床素养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两个月，我分别轮

转了妇产科、院感部、急诊科三个科室。 

妇产科的学习主要是以带教老师的小讲课以及观摩手

术为主。第一次进入手术室的紧张与无措，在老师的指导下

穿好隔离衣、戴好帽子、鞋套，

做好手卫生，到后面慢慢熟悉

流程。老师们在操作过程中耐

心细致地讲解解剖结构，以及

手术过程每一步操作的意义和

下一步安排。科室安排的小讲

课，让我对妇产科的相关疾病

有了更多的认识，也了解了“海扶”治疗在妇科疾病中的运

用。查房过程的提问，加深了对异位妊娠、子宫肌瘤相关病

情的了解。同时在妇产科，我学习了静脉血的采集要点，第

一次自己独立完成静脉血的采集。 

院感部的学习虽然时间很短暂，但带教老师的耐心、细

致也让我收获颇丰。院感部的工作与我们所学的预防医学以

及日常的疾控工作关系密切。每天早上需要对出院病人以及

门诊病人的诊断记录进行筛查，判断这些诊断是否符合传染

规培学员为病人抽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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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报告范围，对符合报告范围的卡片进行填报。同时，定期

安排各个科室院感防控责任人进行培训，了解各个科室院感

防控需求，并且根据各科室的不同需求制定合理化、针对性

的院感防控措施。另外，还需要针对各科室的特殊性对相关

环境以及从业人员的手卫生进行监测。同时，参与对规培生

的院感培训，指导临床规培医生如何正确穿脱隔离衣，并对

其进行一对一考核和指导。院感部的工作远没有想象中的简

单，虽然他不像临床业务科室一样直接与病人接触，直接参

与救死扶伤，但是他们的工作同样重要，保障着每一位患者、

每一位医务人员的健康。 

急诊科的工作更像是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的战斗。每一

位医务人员在工作时间都是时刻紧绷着神经，为就诊病人争

取最佳的抢救机会和时间。进入抢救区的病人病情都很危重，

医务人员会第一时间了解病人情况，对病情进行评估，并作

出相应的治疗。每天早上的晨交班，主任都会耐心地听取值

班医生护士的汇报，了解病区病人的基本情况，以及疫情相

关情况。老师们对学生的教学不仅是医学知识和操作技术，

更注重医德医风的培训，以及在诊疗过程中如何保护好自己。

急诊科每天查房的时候病人并不多，主任们依旧带领着大家

一起查看病人，了解情况，将病人的病情进行分析，还会将

关于病情的基本知识进行讲解和考核。 

作为一名预防医学生来说，临床上需要学习的内容还有



四川省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简讯                               2021 年第 1 期 

16 

很多，临床的知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完善自身知识体系，更

好的实现医防结合，保障全民健康。 

（安州区疾控中心 李艳梅） 

 

 

规培学员参加肿瘤科、儿科临床规培 

2021 年 1月，规培学员进入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始临

床学习，临床学习的目的是使规培学员进一步学习和掌握临

床知识，熟悉医院管理和临床工作流程、具备基本的临床思

维能力，以便在制定公共卫生策略以及开展疾病控制时能够

更准确地与医院以及临床医师沟通，并且准确地指导其开展

疾病控制工作。 

截止 2月已完成肿瘤科和儿科的临床学习，按时参与科

室交班，遵守科室值班规定，协助带教老师收治病人、询问

病史、积极参与教学查房、病例讨论、科室小讲课等各类教

学活动。在临床学习过程中，随着认识的病种越来越多，我

认识到很多疾病都是可以通过改善生活习惯，做好疫苗接种，

以及在疾病早期通过早期诊断、早期干预的方式得到良好的

预后效果，尤其是在预防儿童性早熟、矮小症方面，通过监

测身高、第二性征发育情况以及骨龄判断等手段，积极使用

对症治疗能很大程度减少矮小患者的数量，为提高人群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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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优育提供重要保障。  

在医防融合的大趋势下，能够进入临床学习是非常难得

的机会，疾控学员们需要带着公卫人的职业敏感性在临床工

作中找问题，比如新冠疫情期间儿科门诊医生为发热患儿采

集核酸样本是否合理、在电梯资源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封闭楼

梯通道是否更加安全等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内容。 

(四川省疾控中心  高鑫) 

 

 

 

 

 

 

 

 

规培学员参加儿科小课堂                规培学员为患儿做心肺听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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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培学员参加儿科、妇产科临床规培 

从儿童保健意识到疾病预防的重要性 

2021 年 1月 11日，2020级公卫规培生前往成都市第三

人民医院开启 7个月的临床规培，我第一个被安排的科室是

儿科，在四周的儿科学习中分别轮转了儿童保健科室和儿科

普通门诊，但在儿保的规培中让我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让

我明白了疾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儿童保健轮转期间，我

的带教老师是儿童保健领域的专家朱华老师，她非常擅长儿

童生长发育问题的诊治，对儿童矮身材、性早熟、神经行为

发育方面的疾病诊疗有着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小儿多动症、

孤独症的治疗，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早期诊断和干预等。通

过两周系统的学习之后我不仅掌握了儿童生长发育的基本

规律以及一些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也让我明白了儿童保健的

重要性。另外，朱华老师在空隙时间还给我们规培生进行儿

保知识讲解，如何为小孩辅助翻身、湿疹小孩如何进行饮食

调节、性早熟患儿如何规范治疗等，这些知识不仅对我以后

的生活有指导作用，也为以后工作中涉及到儿童保健相关工

作奠定基础。 

在儿保，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 7月女婴

在常规的儿童保健中发现，髋关节外展阳性，怀疑可能有髋

关节脱位，朱老师为患儿家长建议进一步前往华西儿科进行

确诊，髋关节脱位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以后会造成患儿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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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形成长短腿，但如果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的话痊愈可能性

很大。家长听取了朱老师的建议前往华西医院进一步检查治

疗。一个星期后家长对朱老师表示感谢，因为发现及时在华

西的治疗效果特别好。当时朱老师说了一句让我记忆深刻的

话，其实我们儿保和疾控一样，都是在做好事，在为人民群

众的健康保驾护航。作为一名疾控人，通过此次规培后我更

加明白了疾控工作的重要性，我必定好好学习临床知识，为

以后的疾控工作添砖加瓦！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民众尽快就医意识 

在妇产科轮转两周期间，妇科和产科各只待了一个星期，

尽管时间比较短，但在妇科跟随田莉老师观摩了人工流产、

输卵管结扎、子宫切除、卵巢囊肿切除手术，在产科跟随廖

海霞老师观摩了剖宫产以及顺产手术，对妇科常见疾病如子

宫肌瘤、卵巢囊肿等疾病，产科的剖宫产、顺产的手术流程

以及手术中的注意事项、产妇护理以及妊娠合并并发症等有

了一定了解，并且了解如何对这些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在妇

产科规培期间我了解到妇科疾病对女性身体的危害，很多女

性都是没有进行常规体检或没有及早就医导致了病情的严

重甚至危害生命。让我最有印象的是一个患者自半年以前腹

部就开始增大，一直以为是长胖没有在意，直至大年初一出

现恶心、呕吐、腹胀的症状，服用消化系统药物之后未见好

转前往医院就诊，超声提示腹腔巨大包块性质待定，进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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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手术后发现是卵巢巨大囊肿，有六斤左右。这种因为没有

重视，导致疾病严重的妇女非常多见。这也为我今后的工作

提供了一个方向和思考，为人民群众开展健康教育时要培养

其及时就医的意识，早发现早诊断才能早治疗，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甚至延长他们的寿命。 

（四川省疾控中心  张盼） 

         

 

 

 

 

 

 

 

 

 

 

 

 

 

 

规培学员观摩卵巢囊肿切除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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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培学员参加肾内科、肿瘤科和儿科临床规培 

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临床实践，我已轮转肾内科、

肿瘤科和儿科。在实习期间，我不断加强动手操作能力，不

仅学会了拆线换药、操作心电图、进行血气分析等临床基本

技能，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还能完成询问现病史、既往史

和基本的体格检查等。除此之外，我还积极参加带教老师和

科室主任医师的教学查房活动。教学查房是结合临床病例进

行示教、讲课、讨论和归纳总结的临床教学活动，是传授医

学知识的重要方法，也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医疗人才必不可少

的手段之一。 

学无止境，医学的学习更是如此。“健康所系，性命相

托”是每个莘莘学子在加入医学生入学时的誓言。虽然我们

作为公共卫生医师，在今后的工作中甚少涉及到临床专业，

但学习临床基本技能与知识还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临床和

公共卫生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也有相互交集的地方。通

过临床实习，可以让我们形成良好的临床思维，强化沟通协

调能力，具备良好的医德医风，具有奉献和担当精神。在以

后的工作学习中，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勤于思考，

乐于提问，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在临床实习期间，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上和以往经历中没

有接触过的东西，通过学习，我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不足，

学习其他人先进的工作方法，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和能



四川省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简讯                               2021 年第 1 期 

22 

力，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公卫人不懈努力。 

未来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挑战和未知，我将倍加珍惜在医

院临床规培的时光，不断更新知识，提高技术水平，将所学

到的知识、工作经验、技能实践武装自己。希望在未来的日

子里，不负韶华，绽放出绚丽的青春之花。 

（攀枝花市疾控中心  杨康） 

                 

 

 

 

 

 

 

 

规培学员观摩儿科大夫查体                 规培学员参与肾内科交班 

图 1 肿瘤科小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