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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标准化病人的培训与思考
要以南京医科大学学生模拟诊疗社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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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以南京医科大学学生模拟诊疗社团为例袁对学生标准化病人选择尧培训尧考核尧应用等过

程进行了经验总结袁发现使用学生作为标准化病人具有成本低尧基础好尧规模大尧兴趣高等优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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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病人渊泽贼葬灶凿葬则凿蚤扎藻凿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袁杂孕冤袁又称为

一尧杂杂孕 的选择

模拟 病人 渊泽蚤皂怎造葬贼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冤袁指 那些 经过 标准 化尧
系统化培训后袁能准确尧恒定尧逼真地表现病人的实

社团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袁 从五年制临床医学

际临床问题的正常人或病人袁经常在临床技能考试

专业二年级尧三年级学生中共挑选出 远园 名学生作为

中扮演病人尧教师和评估者等多重角色遥 自上世纪
九十年代以来袁我国已有多家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
先后将 杂孕 应用于教学中遥 然而袁在医学院校实际运

杂杂孕 培训对象袁其中二年级男生 员缘 人尧女生 员缘 人袁
三年级男生 员缘 人尧女生 员缘 人遥

二尧模拟诊疗剧本的编写

用 杂孕 的过程中袁发现以下两点不足院第一袁大多 杂孕

没有医学背景袁医学专业基础薄弱袁需要培训部门投
入大量的人力尧物力尧财力对其进行医学专业知识的

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袁在学校教务处的帮助下袁
社 团邀请临 床及 教学 经验 丰富 的教 师编 写供 杂杂孕

培训遥 第二袁杂孕 资源有限袁仅限于部分课堂渊包括见

表演的模拟诊疗剧本袁选取内科尧外科尧儿科尧妇科等

习尧实习冤使用袁而课堂以外大量时间袁学生都接触不

学科常见尧典型病例袁如院心绞痛尧胃溃疡尧急性阑尾

到 杂孕遥 针对以上两点袁上世纪九十年代袁美国一批医

炎尧急性胆囊炎尧缺铁性贫血尧子宫肌瘤等遥所选病例

性袁 即学生 杂孕 渊泽贼怎凿藻灶贼 泽贼葬灶凿葬则凿蚤扎藻凿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袁杂杂孕冤遥

检查袁个别妇科病例可利用模型教具进行体格检查遥

中所有中文文献进行检索袁其中袁题名包含野学生标

特点及进程尧阳性体征尧辅助检查结果尧鉴别诊断要

学 院 校 率先 开 始 研 究 使 用 医 学 生充 当 杂孕 的 可 行

都能适用于病史采集袁 并且大多数病例适用于体格

圆园员圆 年 缘 月袁笔者通过野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冶对库

所有剧本均统一格式书写袁包括个人基本资料尧症状

准化病人的培训冶或野杂杂孕 的培训冶的文献仅为 缘 篇袁

点尧诊断结果尧治疗方案等袁并装订成册袁成为 杂杂孕 病

对 杂杂孕 培训方面的研究较少袁尚处于起步阶段遥 近

悦栽尧酝砸陨 等冤可制成 孕孕栽 格式以备用遥此外袁根据训练

集中于 圆园园怨 年至 圆园员员 年这三年遥 可见袁目前国内

年来袁 笔者所在的南京医科大学在总结 杂孕 应用经

例资料库遥 其中袁辅助检查中的影像学资料渊载 线片尧
要求的不同袁又将剧本分为专题剧本和完整剧本遥
渊一冤专题剧本

验的基础上袁积极探索 杂杂孕 的培训模式袁并于 圆园员员
年成立南京医科大学学生模拟诊疗社团渊以下简称

受模拟诊疗时间尧 专业知识掌握情况等因素影

社团冤袁以社团为载体袁在提高学生临床操作技能的

响袁部分剧本主要用于训练诊疗过程中的某一环节袁

同时培养一批 杂杂孕袁取得了一定成效遥 现就 杂杂孕 的培

此类剧本即为专题剧本遥在社团中袁主要分为两个专

训情况及有关思考总结如下遥

题袁即病史采集及体格检查专题和医患沟通专题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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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每份专题剧本所需时间为 员园耀员缘 分钟遥

答尧不问不答尧忠实于剧本袁绝对不可自行更改尧删

者冶的 个人 基本 信息 尧症 状尧体征 袁如 院李 某 袁男 袁圆愿

说袁其地位应该是一种野教学工具冶袁在工作过程中袁

其中袁在病史采集及体格检查剧本中袁给出野患

岁袁夜间突然腹部疼痛袁持续疼痛 源 小时袁酝怎则责澡赠 征
阳性袁月 超提示胆囊张力高袁 血常规提示白细胞尧中
性粒细胞偏高遥 要求 杂杂孕 在表演过程中袁能够忠实
于剧本袁准确反映相关症状尧体征遥

在医患沟通剧本中袁给出野患者冶或野患者家属冶
的个人基本信息尧性格特点尧沟通内容袁如院王某袁男袁
猿愿 岁袁小学文化程度袁急性阑尾炎入院袁对手术不理

除尧增加症状或社会经历曰盂保持中立院对于 杂杂孕 来
应避免使用判断性尧诱导性的语句 咱员暂遥
渊三冤专职 杂孕 经验交流

南京医科大学多年从事社会招募尧 培训 杂孕 工

作袁已成功培训出多名专职 杂孕 并运用于课堂教学尧
毕业考试等袁这些 杂孕 在工作的过程中袁也积累了丰
富而宝贵经验遥 由于 杂杂孕 均为在校医学生袁常年身

处校园接受高等教育袁而社会阅历不足袁在对某些人

解同时顾虑较多袁进行阑尾切除术前谈话遥 要求 杂杂孕

物的性格尧 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表演上袁 显得经验不

在表演过程中袁重点体现患者野对手术不理解同时顾

足袁甚至容易出现野笑场冶袁从而影响工作遥因此袁社团

虑较多冶袁从而考察医生如何耐心尧详细地介绍手术袁

定期邀请专职 杂孕 与 杂杂孕 进行经验交流袁 并就表演

消除患者顾虑遥
渊二冤完整剧本
完整剧本中包括病史采集尧体格检查和医患沟
通等各环节袁即为 圆 个或 圆 个以上专题剧本的合并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开展讨论袁帮助 杂杂孕 更快融入角

色袁适应工作遥 如院在医患沟通中如何演绎一位中年
妇女野泼辣冶的性格袁在语言上咄咄逼人袁给医生制造
紧张气氛遥

版本遥 与专题剧本相比袁难度较大袁要求更高袁通常

渊四冤培训考核

每份完整剧本所需时间为 圆园耀猿园 分钟遥

社团邀请教务处负责人尧专业课教师尧专职 杂孕

三尧杂杂孕 的培训
渊一冤专业知识的培训
由于所选 杂杂孕 为二年级尧三年级临床医学专业

组成专家团袁每学期对 杂杂孕 进行期末考核袁考核 杂杂孕
的表演技能等袁并对考核合格者颁发证书遥取得证书

的 杂杂孕 可以逐步与现有的 杂孕 一起应用于南京医科
大学的临床教学或毕业考试遥

学生袁已掌握解剖尧生理尧病理生理等专业知识袁其中

四尧杂杂孕 应用途径

大三学生还掌握了诊断尧外科总论渊即外科基本操
作冤等知识袁已基本具备 杂杂孕 所需的专业知识遥 社团

渊一冤代替 杂孕 应用于临床教学或毕业考试

现进行强化训练袁如在表演急性阑尾炎时袁当被检查

均没有医学背景袁前期需要大量的人力尧物力资源对

者触诊到右下腹时袁杂杂孕 要表现出难受的表情袁甚至

其进行培训遥 此外袁在 杂孕 应用于临床教学或毕业考

主要邀请诊断尧外科教研室教师袁对症状尧体征的表

可以喊疼痛袁当检查者压在麦氏点的手突然松开时袁

目前南京医科大学的 杂孕 全部来自社会招募袁

试的过程中袁需要对其支付一定的工资袁长此以往也

杂杂孕 要表现出更为痛苦的表情袁 而在触诊其他地方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遥 而用 杂杂孕 代替 杂孕袁只需在课堂

的右下腹疼痛尧反跳痛等体征遥 通过专业课教师的

杂杂孕 用于临床教学或毕业考试袁 既是服务者也是受

时可以表现为表情放松等袁从而模拟出急性阑尾炎
反复培训袁以确保 杂杂孕 的表演达到熟练尧精准尧逼真
的目的遥

此外袁杂杂孕 均为医学生袁 具备相关的医学知识袁

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技巧培训袁 节约了开支遥 此外袁
益者袁从而可以省去工资支出遥 因此袁将 杂杂孕 代替
杂孕袁应用于所有临床教学或毕业考试袁可以大大节
约教学成本遥

已经熟练掌握疾病发生的理论知识袁因此在培训时

渊二冤以小组为单位袁应用于课后练习

可以大大节约时间和人力袁 与 杂孕 相比具有较大的

因为时间尧场地的关系袁杂孕 只能用于课堂教学袁

优势遥

渊二冤模拟技巧的培训

课后的大量时间都无法联系到 杂孕袁而 杂杂孕 生活在校
园中袁是校园的一份子袁在课堂尧自习教室尧宿舍等各

在模拟技巧培训方面袁杂杂孕 与 杂孕 相比没有明显

种场地都可以随时扮演野患者冶袁开展模拟诊疗遥在反

杂杂孕 在表演的时候要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院 淤守

进一步提高全体医学生的临床技能水平遥 因此袁将

优势袁在培训方法上遵照传统的 杂孕 培训方法遥 要求

复多次的练习中袁大大提高了 杂杂孕 的利用率袁也能

时院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回馈袁并在铃响时结束曰于

杂杂孕 应用于课后练习袁可以进一步弥补 杂孕 利用率的

表演忠实于病例院依照培训时的指示来表演袁有问有

不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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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团中袁成员每 猿 人组 成一小组袁轮流充当

在工作日完成遥 而 杂杂孕 均为在校医学生袁学习知识

位开展模拟诊疗遥 一段时间后袁小组与小组间的成

利用课余时间完成遥 这就导致了 杂杂孕 的培训工作只

杂杂孕尧医生尧监督者角色袁随时随地可以以小组为单

员还可以进行互换尧调整袁保持模拟诊疗中的新鲜
感遥

为其第一要务袁 而作为 杂杂孕 只能是一项兼职工作袁
能利用晚自习或周末时间完成袁 给培训组织方造了
一定的不便袁甚至影响培训效果遥
笔者希望培训组织方能够以调休或加班等方式

五尧杂杂孕 的优势

给予补偿袁确保培训效果遥

经过实践研究发现袁 杂杂孕 与 杂孕 相比袁存在以下

渊三冤培训周期较长
在社团中袁采用 杂杂孕 的培训与学生临床技能的

优势院淤培训投入较少袁节约教学成本曰于医学专业
知识牢固袁能够更好地模拟各种症状尧体征曰盂不受

培训相结合袁因此培训周期较长袁每周培训一次袁往

课堂限制袁在课后仍可以继续开展模拟曰榆通过充当

往需要一个学年的时间才能培训一批 杂杂孕遥 但社团

杂杂孕袁可以提高学生对专业课学习的兴趣袁同时还能

目前的培训总体效果较好袁杂杂孕 的基本功扎实袁并且

对其临床操作技能的掌握起到检验尧促进作用遥

从长远角度看袁 能够全面提高医学生的临床技能水

六尧社团在 杂杂孕 培训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办法

平袁可谓一举多得遥
如果需要只单纯培训 杂杂孕袁 可采用短期集中培

渊一冤经费尧师资不足

训的方式袁利用晚自习及周末时间集中培训袁便可大

社团在场地租借尧器械购买尧聘请专业课老师和

大缩短培训周期袁达到在短期能培训出合格 杂杂孕 的

专职 杂孕 等方面需要投入一定量的费用袁 而社团作

目的遥

为学生群体袁所有经费均来自学生所交的会费袁收入

六尧结论与展望

与支出不平衡袁严重影响了社团的发展规模袁因此目
前 杂杂孕 的培训只能局限在 远园 人的小范围内遥 与此

综上所述袁 南京医科大学以学生模拟诊疗社团

形成对比的是袁随着社团在学生中影响巨大袁越来越多

为平台袁在学生标准化病人选择尧培训尧考核尧应用等

的同学被社团的活动方式所吸引袁报名想加入社团遥因

方面已经初步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袁 并取得

此社团硬件条件相比学生的需求存在严重不足遥

了一定成功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袁随着医学教育的不

笔者希 望 杂杂孕 的培 训工作能够得到学校有关

部门的认可袁 尽快将其纳入 杂孕 的培训工作的计划
中袁形成 杂孕 与 杂杂孕 共同培训的局面袁从而解决这一

断发展袁杂杂孕 的培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
视袁更加规范化尧制度化袁并在临床医学教育中得到
广泛应用遥

问题遥

渊二冤培训时间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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