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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流行病学与全科医学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即以人群为基础和共同的研究目的即防治疾

病尧促进健康等遥 宏观渊群体冤尧对比尧概率统计尧多病因论尧分级预防及预防为主的流行病学思维方
式与观点能够有力地指导全科医疗研究与实践遥 文章通过分析流行病学思维方式及其在全科医学
中的应用及重要性袁 指出对于全科医学专业学生的流行病学教学首先应培养其流行病学思维方
式袁其次才是在思维方式指导下学习流行病学研究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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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是研究疾病和健康状态在人群中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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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应用型全科医学人才遥

布及其影响因素袁借以制订和评价预防尧控制和消灭

流行病学与全科医学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即以人

疾病及促进健康的策略和措施的科学 咱员暂遥 从其内涵尧

群为基础和共同的研究目的即防治疾病尧 促进健康

发展历程和历史贡献来看袁流行病学的根本任务是

等遥 流行病学的原理主要指从群体角度预防和控制

从群体水平预防和控制疾病尧促进健康袁完成这样的

疾病袁即野流行病学思维冶或野流行病学观点冶袁就是应

任务需要基础医学尧临床医学尧预防医学的有机配合

用人群中宏观的数据寻找健康相关事件的分布规

方能收到成效遥 基础医学尧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通

律袁并应用对比的方法分析影响分布规律的因素袁进

过流行病学为媒介出现互相融合尧互相渗透的趋势袁

而用概率统计的思维方式来判别这些因素与健康相

流行病学应该是整个医学的一门基础性尧指导性的

关事件的关系遥概括起来袁流行病学的主要思维方式

学科袁是疾病预防和控制的哲学遥

与观点包括院宏观渊群体冤的思维方式尧对比的思维方

全科医学是一门面向社区与家庭袁研究人体生

式尧概率统计的思维方式尧多病因论的观点尧分级预

命与健康的本质袁认识及对抗疾病袁为社区群众解除

防及预防为主的观点等等 咱源暂遥 这些思维方式对临床

病痛袁并沿着生命周期提供持续性的健康保护与促

医生尤其是全科医生尧卫生防疫和医学科研工作者袁

进袁包括早期预防和后期康复袁直至生命终结的临床

甚至卫生行政人员都具有普遍意义袁 能够有力地指

二级学科 遥 现阶段我国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全科医

导其疾病防治的研究和实践遥 因此在全科医学人才

学教育袁包括高等医学院校全科医学知识教育尧毕业

培养过程中加强流行病学思维方式的培养显得尤为

后全科医学教育尧全科医师岗位培训和全科医生继

重要遥 本文将阐述流行病学的主要思维方式及其在

续教育等 遥 为探索全科医学教育的新模式袁南京医

全科医学中的应用及重要性遥

咱圆暂

咱猿暂

科大学康达学院从 员怨怨怨 年开始设置临床医学专业

全科医学方向袁并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录本科学

一尧宏观渊群体冤的思维方式

生进行培养袁其目的是培养具备基础医学尧临床医

流行病学是从群体的角度宏观地观察一个人群

学尧 预防医学尧 全科医学及相关人文科学的基本理

的疾病发生情况尧健康状况和公共卫生问题遥其原理

论尧知识和技能袁知识面宽尧能力强尧素质高袁能在基

是院在个体中看来是偶发事件袁但在群体中是有规律

层社区卫生服务网络中从事医疗尧预防尧保健尧康复尧

性的袁这种规律总是与某些因素即病因有联系遥在流

健康教育尧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工作袁适应 圆员 世纪基

行病学定义中袁有两个相当重要的概念袁即野群体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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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分布冶袁 这正是流行病学中宏观思维方式的体现遥

论过程来判定结果 咱缘暂遥

同人群尧时间尧地区的分布状况袁并根据分布状况去

某种概率进行对比分析袁 在进行群体间比较时多使

追溯造成分布不同的原因袁从而达到控制疾病之目

用发病率尧死亡率等频率指标袁而不是用绝对数来表

的遥 阅燥造造 和 匀蚤造造 关于吸烟与肺癌的研究袁圆园 世纪 缘园

示遥 例如袁人们不能看到某个吸烟的人已经活到 员园园

研究等袁都是应用宏观思维方法的典范咱缘暂遥 全科医学

的一个重要病因袁 而应当从概率论的角度认识吸烟

专业的学生袁在临床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养成了

者比不吸烟者患肺癌的危险要高出多少倍袁 即通过

以个体疾病的诊疗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袁而流行病学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某些疾病在某一地区具有某些特

的重要基础是逻辑学和概率论袁所以要特别注意培

征的人群中比其他人群的发病率更高袁 则可认为这

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方式和从人群角度思考问题的群

类人发生该病的危险更大袁 这种对某病的高危人群

体思维方式遥 以 阅燥造造 和 匀蚤造造 所进行的吸烟与肺癌关

的确定袁就是应用概率统计的思维方式来实施的遥如

流行病学正是通过宏观的人群调查袁了解疾病在不

年代美国的 云则葬皂皂蚤灶早澡葬皂 地 区高血压的流 行病学

流行病学研究经常是对疾病人群与正常人群的

岁或某个不吸烟的人也得了肺癌而否认吸烟是肺癌

系的研究为例 咱远暂袁研究结果表明并非每一个吸烟者

全科医生在社区开展心血管疾病干预研究袁 通常可

都患肺癌袁也并非每一个肺癌患者都吸烟袁这提示还

先开展基线调查袁 了解居民心血管病的患病率及其

存在引起肺癌的其他因素曰从群体的角度来看袁肺癌

危险因素袁然后采取各种针对性干预措施袁并对该人

患者吸烟的比例显著高于非肺癌者袁吸烟者中肺癌

群干预前后心血管病的患病率和对其危险因素的知

的发病率与病死率也显著高于非吸烟者袁这提示吸

晓率进行比较袁以此来判断干预的效果遥这种概率统

烟的确是引起肺癌的原因之一遥 在教学过程中应通

计的思维方式也可应用于临床诊断上袁 将过去诊断

过以上类似的实例讲解使学生逐渐领悟并养成流行

的病例的资料收集起来袁包括症状体征尧实验室检查

病学的思维方式遥 另外袁全科医疗不仅面向每个前

和诊断袁然后应用多元分析方法建立数学模型袁将待

来就诊的个体患者袁也必须考虑其背后的群体对象袁

诊断的患者的资料输入模型中袁 即可得出此患者患

即家庭尧社区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袁其中以社区为

某病的概率有多大遥 以上这种对比和概率统计的思

基础的基层照顾 渊糟燥皂皂怎灶蚤贼赠鄄燥则蚤藻灶贼藻凿 责则蚤皂葬则赠 糟葬则藻袁

维方式的结合袁 有助于全科医生更好地做好社区医

悦韵孕悦冤就是指用流行病学的观念把卫生服务的范围
由狭小的临床治疗袁扩大到站在流行病学和社区的

观点上来提供照顾袁这种照顾的提供必须建立在以

疗与预防保健工作遥

三尧多病因论的观点

社区人群为基础的社区诊断的基础上遥 全科医生在

流行病学病因研究认 为许多疾病并非由单一

诊疗服务中袁既要利用其对社区背景的熟悉去把握

的尧特异的病因引起袁而是遗传与环境等多种因素长

个体患者的相关问题袁又要对从个体患者身上反映

期综合作用的结果遥 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本身就是

出来的群体问题有足够的敏感性 袁只有这样才能

多维的袁 因此应当用三维或多维的思维方式去贯彻

更好地将个人预防与群体预防相结合袁体现全科医

和解决人类的健康问题遥 医学从单纯生物医学模式

疗服务的特色袁这也是流行病学宏观与群体思维方

转向生物要心理要社会医学模式也是为了适应医学

式的体现与实践遥

环境的变化袁新的医学模式要求整合生物医学尧行为

咱苑暂

二尧对比与概率统计的思维方式
要要科学的病因逻辑推理

科学和社会医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遥
全科医疗也强调以生物要心理要社会模式为诊
治理论基础遥 全科医学所持有的整体论尧 系统论思

在全科医学专业学生的流行病学课程教学中袁

维袁 突破了传统的专科医学对待疾病的狭窄的还原

要始终强调一个原理院野有比较才有鉴别冶袁因为在流

论方法袁 强调把患者看做社会和自然大系统中的一

行病学研究中自始至终贯彻对比的思想袁只有通过

部分袁从身体尧心理尧社会和文化等因素来观察尧认识

对比调查尧对比分析袁才能从中发现疾病发生的原因

和处理健康问题 咱苑暂遥 例如袁当全科医生管理一位糖尿

或线索袁当然这种对比必须坚持可比性原则遥 经典

病患者时袁不仅要处理高血糖这一病理问题袁还要把

的分析性流行病学研究方法袁如病例对照研究尧队列

患者看成一个有家庭尧职业尧社会责任以及各种困惑

研究均设立对照组袁应用对比的思维方式对疾病病

情绪尧持有特定健康信念的人袁处理中不仅要给适当

因假设进行检验或对可疑的病因或危险因素进行研

的降糖药物并让其控制饮食袁 还必须考虑食物结构

究袁通过比较分析这一科学严密的病因逻辑思维推

的改变对患者和家庭可能造成的冲击尧 治疗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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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被接受尧是否知道有合并症或存在恐惧尧是否了

或某种疾病在社区中有流行倾向时袁 便不再停留于

解遗传的危害等袁特别要注意其健康信念是否有利

个人及其家庭的预防上袁 而是利用社区内外的各种

于接受必需的生活方式改变和情绪控制袁以及其家

资源袁大力开展社区预防袁我们把这种社区预防称为

庭功能是否有利于该病的康复袁是否需要就上述问

顺延性的社区预防遥 全科医生还必须在进行社区诊

题进行协调与干预袁制订并实施干预计划是否需要

断的基础上袁 制订和实施社区规划性的预防医学计

动用家庭资源和其他社区卫生服务资源等遥 此外袁

划袁主动维护和促进社区居民的健康遥这就是个人预

全科医生经常使用各种生活压力量表来检查和评价

防与群体预防的有机结合袁 也即预防的观点在全科

患者的心理社会问题袁并全面了解其家庭和社会方

医疗中的应用遥

面可能的支持力量袁从整体上给予协调照顾遥 全科

五尧小

医生发挥以上诊疗能力的前提是必须掌握多病因论

结

正如原 宰匀韵 荣誉总干事 匀葬造枣凿葬灶 酝葬澡造藻则 曾经

的思维方式袁全面了解疾病的病因遥 因此袁多病因论
的观点以及生物要心理要社会医学模式不仅是全科

指出的袁 具有不同知识背景和技能的卫生工作者应

医学的理论基础袁也已经成为全科医生诊治患者的

将流行病学作为整个卫生事业中的一门基础学科袁

一套必需的尧自然的程序遥

并以此为基础相互合作遥因此袁在新的公共卫生形势

四尧分级预防及预防为主的观点

下袁应着眼于 圆员 世纪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社
会要心理要生物医学模式转变的现实袁 着眼于人类

流行病学的根本任务之一是查明病因并预防尧

面临着新旧两种传染病双重威胁的现象袁 着眼于我

控制和消灭疾病袁包括无病时预防使其不发生袁发生

国正经历着全科医学起步和发展的阶段袁 使教与学

后使其得到控制尧减轻甚至消除袁即可根据疾病自然

更具有多维性遥 根据对流行病学学科定位及思维方

史的不同阶段袁采取不同的相应措施袁来阻止疾病的

式的新思考及其在全科医学中的重要性袁 笔者认为

发生尧发展或恶化袁这就是疾病的野三级预防冶及野预

对于全科医学专业学生的流行病学教学首先应该是

防为主冶的指导思想遥 全科医疗对个人尧家庭和社区

培养学生疾病预防和控制的思维方式袁即野流行病学

健康的整体负责与全程控制袁必然导致野预防为主冶

思维冶或野流行病学观点冶曰其次才是在思维方式指导

思想的真正落实院即在人健康时尧由健康向疾病转化

下学习各种流行病学研究方法遥 只有在教学培养中

过程中以及疾病发生早期渊无症状时冤就主动提供关

把流行病学的观点渗透于学生的头脑中袁 教会学生

注袁其服务对象除了患者之外袁还包括高危人群与健

宏观地理解疾病及其发生尧发展规律袁才能切实提高

康人群袁这也是有别于一般临床医疗的最突出特点

其未来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能力遥

之一遥 而全科医疗强调的野生命周期保健冶袁也是根
据服务对象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中可能存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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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斌教授入选中组部首批
“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
近期袁中组部公布了首批野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冶入选名单袁全国共 圆园员 人入选袁南京医

科大学胡志斌教授入选医学生命科学学科支持计划袁该学科全国共有 猿缘 人入选遥

中组部野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冶是国家人才发展规划重大人才工程野青年英才开发计

划冶的子计划袁该计划从 圆园员员 年开始实施袁每年在自然科学尧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等重点
学科领域袁重点扶持一批青年创新人才袁培养成为本专业领域品德优秀尧专业能力出类拔萃尧
综合素质全面的学术技术带头人袁形成我国各领域高层次领军人才的重要后备力量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