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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教学中医学生实习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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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医学生临床实践是医学生成长为一名合格医生的重要环节。然而，
医学实习生在临床实践

教学阶段实习权益的维护却相当薄弱。恶性伤医事件的发生也直接影响了医学实习生的执业信心和
分析临床实践教学中实习生的权益内容，
并从法
择业心态。文章从维护医学生实习权的必要性入手，
律关系分析、
立法和保护措施等方面研究如何实现实习生权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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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员圆 年 猿 月 圆猿 日袁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教学基地和带教老师角度袁他们是在校学生袁在医院

医院渊以下简称哈医大冤袁患者李梦南因误解医生的治

进行实践学习曰从患者角度袁他们是医生袁是医院的

疗方案和不满就诊过程中医生的态度袁 持刀杀人袁导

工作人员袁从事日常医护工作遥临床实习生法律地位

致一死三伤袁其中一名实习生死亡袁一名实习生受伤遥

和工作角色的不明确成为医学生实习工作的掣肘遥

无独有偶袁圆园员圆 年 员员 月 员猿 日袁安徽医科大学二附院

因为没有医师身份袁当实习生的权益受到侵害后袁就

渊以下简称安医二附属冤袁一男子持刀闯入该院泌尿外

不能像医院职工一样得到有效保护和法律救济遥 另

科袁砍死一人袁砍伤四人遥 科室内的实习生及医务人

一方面袁因为脱离了学校的直接管辖袁实习生权利的

员袁将歹徒制服遥 哈医大杀医案中无辜被刺中颈动脉

维护也比在校生更困难遥 卫生部尧教育部出台的叶普

而亡的王浩袁 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风湿免疫专业 圆园园怨

通高等医学教育临床教学基地管理暂行规定曳和叶医

文大学博士录取通知书遥 伤者中还有一名 圆缘 岁的女

地尧临床实践教学内容尧临床带教老师资格都做了相

恶性伤医事件对医院的医护人员袁包括实习生袁

题袁对医学实习生权益的保护不够遥关于医学生实习

级硕士研究生袁年仅 圆愿 岁遥 事发前他刚刚收到香港中

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曳 对临床实践教学基

研究生于某袁为头皮外伤袁左腰部外伤遥

应的规定袁 但仍没有解决临床实习生的身份认定问

造成人身安全的威胁袁 挫败了他们的职业安全感遥
实习生参与诊疗而引发的医患纠纷更容易被社会所
关注遥 圆园园怨 年北京大学教授熊卓为在北京大学医院

权的保护机制应当得到社会的关注遥

一尧我国现阶段维护医学实习生
实习权的困境

手术后死亡一案引发了实习生权益和非法行医认定
标准的讨论遥 目前袁由于医院规模逐步扩大和医学

临床教学实践袁 是医学生在完成理论阶段学习

生培养对临床实习的要求袁大批医学实习生在各临

后袁进入临床教学基地袁在临床带教教师指导下袁以

床实践教学基地内学习袁 并承担着大量医务工作遥

真实医疗活动为教学情境袁参与临床诊疗活动袁实现

医学实习生的实习权应当受到保护遥 但现实中袁因

学习目的的教学活动遥临床教学实践包括临床见习尧

为医学实习生法律定位模糊导致实习权受到侵害的

临床实习尧毕业实习袁均属于临床教学实践活动袁是

案例时有发生遥 医学实习生存在双重身份袁从校方尧

医学生在校教育学习的延伸遥在高校扩招的环境下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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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患关系紧张尧患者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的新形势

的医疗纠纷时有发生袁 医院的带教老师出于保护自

下袁实践教学中存在临床教学投入不足袁患者以保护

身的考虑袁也不敢放手让实习医学生实施具体操作遥

隐私权为由拒绝实习医学生参与诊疗等现象袁使得

患者隐私权和学生受教育权的矛盾妨碍了实习生学

医学生实习权受到较为严重的侵害遥

习权的实现 咱圆暂遥

渊一冤实习生模糊的角色定位与实际承担工作的

渊三冤紧张的医患关系与医学生培养之间的矛盾
趋于恶化的医患关系直接影响了医生和医学实

矛盾
我国实行医师职业准入制度袁获得执业资格袁并

习生的执业信心和择业心态遥 目前中国的医生似乎

登记注册者方可执业遥 按照叶执业医师法曳的规定袁

成了一个高风险行业袁执业环境不良袁压力过大袁导

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袁在执业医师

致医生和野准医生冶对职业产生倦怠遥 现实中患者权

指导下袁在医疗尧预防尧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的袁

利泛化的趋势导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期望值不断提

方可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遥 因此袁医学生在校期

高袁 这与临床教学实践产生抵触遥 现今医患关系紧

间不可能取得医师资格证书遥 而且袁根据医师执业

张袁导致医疗纠纷增多袁而医院为了营造野以病人为

注册制度袁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

中心冶的和谐环境袁不敢贸然让实习医学生在患者身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遥 因此袁即使取得

上训练遥因此袁能供医科学生临床实训的机会越来越

医师资格证书袁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的袁也不

少袁致使临床医学生的临床技能不过关袁也达不到临

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遥 一方面袁临床医学学生必须

床实习的要求遥 紧张的医患关系所激发的恶性伤医

通过临床实践教学阶段的学习和考核才能走上工作

事件也影响了实习生的人身安全袁 挫伤了医学生的

岗位袁成为合格医生曰另一方面袁临床实习生的法律

职业安全感 咱猿暂遥

地位不明确袁实习行为得不到法律认可遥 在国内袁长

渊四冤临床工作拓展与临床教学投入不足的矛盾

学制渊七年制尧八年制冤医学生培养模式是把临床实

现实中袁临床教学基地因为患者数量多袁诊疗工

践尧科研及学习同时在硕尧博期间进行袁学生在校期

作量大袁临床工作挤占了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遥医疗

间按规定不得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袁也就不可能

与教学的冲突袁 也使得愿意作为教学资源的患者愈

获得医师资格证书 遥 而实际上袁因为医院的发展所

显不足遥 再加之扩招的影响袁原有的教学资源尧师资

需袁实习生在医院扮演着重要角色袁大部分临床教学

力量跟不上学生增加的速率袁 势必影响实习生临床

基地的实习生承担着繁重的查房尧书写病历尧参与诊

学习的效果遥不少教学医院因为师资短缺袁就安排不

断和手术的工作遥 因此袁实习生在医院的地位较为

具有带教资格的医生或是研究生从事带教工作遥 此

尴尬袁在患者提出拒绝实习生介入时袁没有确认实习

外袁相关法律的规定并不完善袁叶教育法曳第 源圆 条规

咱员暂

生享有参与诊疗权尧人身权等实习权益的法律依据
作为权利保障遥
渊二冤患者权益与医学生实习权益的矛盾

定了高校保障受教育者参加实习教学活动的权利袁
第 源苑 条规定了国家机关尧军队尧企事业单位及其他
社会组织为学校组织的学生实习尧 社会实践活动提

医学科学有其特殊性袁医学的发展正是因为医

供帮助和便利的义务袁但是袁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情

生对疾病的不懈探索遥 医学教育尤其注重实践的指

形袁没有做出明确的惩罚性规定袁使得这些规定可操

导袁古代医学教育更是以野师傅带徒弟冶的形式开展袁

作性不强遥叶普通高等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管理暂

而这些都离不开患者的支持和配合遥 患者在就诊中

行规定曳 关于实习医院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却非常笼

享有知情权尧告知权尧隐私权无可厚非袁但患者权利

统袁这就使得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袁影响实习医学生

泛化阻碍了实习生参与检查尧问诊尧治疗遥 实践中也

受教育权的实现 咱源暂遥

不乏此类案例袁圆园园员 年新疆石河子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侵犯患者隐私权案就是因患者隐私权和实习

二尧医学实习生在临床实践教学中的权利

生的实习权发生冲突而引起遥 患者的隐私权属于对

作为医院的实习生袁从事医疗检查尧分析病情尧

世权袁具有排他性袁任何人不得侵害遥 实践教学对于

病程记录等与医疗服务相关的工作袁 需在带教老师

实习生而言是受教育权袁 对社会而言属社会利益遥

的指导下进行遥 其行为虽区别于具有医师执业证书

叶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曳通过确定患者的

的医疗服务人员工作行为袁 但其合法权益也应当受

知情同意权和隐私权袁规定临床带教老师的告知义

到保护遥 临床实习作为医学生在医疗机构掌握专业

务袁对患者权益进行了保护袁而对实习生在患者拒绝

技能的真实性工作劳动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袁医学生

后如何实现受教育权只字未提遥 在临床教学过程中

实习权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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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保障人身安全
实习不同于日常教学袁对实习学生而言较为陌
生袁学生的控制能力相对较弱袁其所承受的风险也更

窑猿怨苑窑

我国有学者认为劳动报酬权的获得是 野劳动者

进入劳动关系的直接目的与追求冶 咱苑暂遥 虽然袁医学实
习生的劳动不同于叶劳动法曳中野劳动冶的概念袁也不

大遥 医疗行业由于直接接触病患袁医护人员的感染

同于叶执业医师法曳中野医师冶的劳动袁其劳动的目的

几率增加袁风险增大遥 医学实习生由于缺乏实践经

是学习而不是报酬袁但也是医院工作的组成部分袁都

验袁在手术或日常服务的实习过程中袁存在更大的人

是凝结在劳动成果上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袁 应当给予

身安全隐患遥 更何况袁恶性伤医事件不仅扰乱了医

适当的补偿遥

院的正常秩序袁也威胁到医院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袁

对于实习生而言袁为了使自己健康不受侵害袁他

包括在医院实习的医学生袁如哈医大事件中临床实

们有对工作环境尧生产过程尧机械设备尧危险物品的

习学生遇害袁安医二附院事件中泌尿外科实习生参

知情权和安全卫生知识的培训权袁 同时有在其人身

与制服犯罪嫌疑人遥 医学生在实习工作过程中享有

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拒绝工作袁 甚至停止实习工

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免遭侵害的权利遥 实践中袁由

作的权利遥

于实习生不是叶执业医师法曳中的野医师冶袁其野工伤冶

综上所述袁医学生实习权益保障不力袁将直接关

不能得到工伤救助袁但承担教学管理义务的学校和

系到临床技能的掌握袁 影响到高等医学教育目标的

临床教学基地袁应当提供一个合乎法律法规要求的

实现遥现实中袁叶教育法曳和叶劳动法曳没有对实习生在

安全尧卫生的学习环境袁并防止各类职业危害事件的

实习教学活动中的劳动权利做出任何的规定曰 对带

发生袁对实习生的人身安全负有保障义务 遥

教老师的资质尧选拔尧考核缺少标准化规定曰对教学

咱缘暂

渊二冤享受教学资源

基地不按要求履行教学义务没有做出具有可操作性

按照叶教育法曳尧叶高等教 育法 曳的 规定 袁学 校应

的惩罚规定遥 因此袁要明确医学实习生的权益袁确立

当按照教育教学计划组织学生实习袁协助教育部门
渊国家冤履行保障学生受教育权的职责袁赋予学生参
加实习的权利袁从而使学 生 更 好地提高能力袁完成

学业咱远暂遥 叶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曳第 猿 条尧
第 员园 条和第 员圆 条规定袁医学生有在带教老师的指

医学实习生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机制遥

三尧医学实习生权益的保护机制
渊一冤明确医学实习生权益的责任主体
临床教学实践阶段学生离开学校进入临床教学

导下从事与教学大纲相关的临床实践活动的权利袁

基地实习袁必将涉及学生尧高校尧临床实践教学基地

诸如在临床带教老师的监督尧指导下袁可以接触患

之间的法律关系遥厘清责任主体袁才能更好地保护医

者袁询问患者病史袁检查患者体征袁查阅患者有关资

学实习生的权益遥

料袁参与分析讨论患者病情袁书写病历及住院患者病
程记录袁填写各类检查和处置单尧医嘱和处方袁对患
者实施相关诊疗操作袁参加相关的手术遥 这都是医
学实习生以劳动为手段袁达到学习目的的方式袁也是
临床实践阶段的授课形式袁是医学实习生应当享有
的学习权利遥

员援医学实习生与高校的法律关系

目前袁 我国关于高校和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法
律法规主要有 叶教育法曳尧叶高等教育法曳尧叶教师法曳尧
叶学位条例曳尧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曳等袁这些
法律法规规范了高校的管理行为袁 但对于高校与学
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缺乏明确详尽的规范遥叶高等教育

此外袁叶教育法曳第 源圆 条规定袁受教育者享有参

法曳第 猿园 条规定野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

施尧设备尧图书资料的权利遥 因此袁医学实习生作为

自己名义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或公共管理职权并能独

有注册学籍的在校医学类专业学生袁有权享受学校

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主体遥 学校作为行政主体享

提供的教室尧实验室尧图书馆等教学条件遥 叶普通高

有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权力袁承担保护学生人身尧

等医学教育临床教学基地管理暂行规定曳中对于附

财产等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和提供符合教学大纲要求

属医院尧教学医院尧实习医院的办学条件尧教学环境尧

的教学条件的义务遥 在医学生进入临床教学实践活

师资力量等都做了规定遥 实习生有权享受教学基地

动后袁教学活动的场所由校内移至校外袁教学内容由

的教学诊室尧示教室尧学生宿舍尧食堂等硬件设施袁有

理论改为实践袁教学形式和教学情境发生了变化袁但

权享受能够胜任临床课讲授尧医学教育研究的教师

临床教学仍属于学校针对在校生开展的教学活动袁

对其进行指导实习遥

实习生的学籍尧档案尧保险关系等均在学校袁学校作

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袁使用教育教学设

渊三冤获得劳动保障

法人资格冶袁表明高等学校是经由国家法律授权并以

为行政主体仍然承担上述义务袁 承担着实习生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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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障义务遥 圆园园圆 年教育部颁布了叶学生伤害事故

酬的权利尧身心安全受到保障的权利遥 冶医学生同样

保障责任遥 学校理当是实习生安全保障的第一责任

权等遥 这些权利应该由教育法尧劳动法尧社会保障法

人遥

等法律部门予以确认和规范咱员园暂遥

处理办法曳袁其中第 怨 条明确了高校对实习生的安全

圆援医学实习生与实践教学基地的法律关系

关于临床教学基地的规定袁多见于叶全国医院工

应该享有这方面权利袁此外还包括人格权尧实习选择

圆援提高有关医学生实习权的法律规定的效力

叶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曳中虽规定了

作条例曳尧叶普通高等医学教育临床教学基地管理暂

实习生的受教育权袁 但只是部门规章袁 法律层级较

行规定曳尧叶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曳尧叶中华

低袁在实践中难以被直接援引遥 应当在教育法尧劳动

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曳等法律法规中遥 临床教学

法等法律部门中确认医学生实习权袁 形成完整的法

基地是指院校的附属医院以及与举办医学教育的院

律体系遥

校建立教学合作关系尧承担教学任务的医疗机构袁包
括教学医院尧实习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遥 可

猿援解决立法中的冲突问题

如前所述袁该叶医学生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

以看出袁附属医院是医学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袁附属

定曳和叶执业医师法曳之间的冲突袁使得医学生实习行

医院的教学管理权是医学院校的教学管理权合乎逻

为成为非法行医行为袁从而得不到保护遥应当理顺法

辑的延伸遥 而教学医院尧实习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律规定之间的关系袁完善法律体系 咱员员暂遥

中心等教学机构袁是经商定与高等医学院校建立稳
定教学协作关系的医疗机构袁承担高等医学院校部
分学生的实习任务袁与学校之间是一个教学合作关

渊三冤加大对医学实习生权利的保障救济力度
员援 保障医学实习生的人身安全

实习生发生人身伤害事故后袁 实习单位往往认

系遥 叶全国医院工作条例曳第 圆 条规定院野医院必须以

为不是工伤而拒绝赔偿袁高校则称属于校外事故袁也

医疗工作为中心袁在提高医疗质量的基础上袁保证教

不愿意承担责任遥 实习属于高校内部管理行为的性

学和科研任务的完成袁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

质袁因此袁在实习期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学生不能

水平遥 冶可见袁完成教学任务是医疗机构的基本职责

对高校提起行政诉讼遥 再加上实习生在现实中举证

和法定义务遥 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尧中国社

困难袁其权益很难切实得到救济遥 要解决此问题袁校

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全兴教授的观点是袁学生的

方和实习单位应当对实习学生的人身伤害承担无过

野实习冶行为属于学校教学的一个环节袁实习单位和

错责任遥其一袁实习学生无论相对于校方还是实习单

实习学生之间是一种教学关系袁这种关系包含两个

位而言都处于弱势地位遥其二袁实习领域对学生而言

方面内容院一是完成实习大纲的教学任务要求袁二是

是一个陌生的领域袁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较低遥其

对实习生的人身财产承担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 遥

三袁学校是实习活动的安排者尧监管者袁实习单位是

人赔偿受害人 猿猿 万余元遥 因被告人及其家人无此

享有者遥如果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袁学生因其过失或不

咱愿暂

野哈医大杀医案冶袁刑事附带民事部分最终判决被告

实习活动的实际提供者尧 某种程度劳动成果的实际

经济能力袁受害人可因哈医大和哈医大一附院在行

可归结于任何一方的原因所造成的人身损害就无法

使教育管理权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请求赔

获得赔偿遥 无过错责任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实习生

偿遥

利益遥 但是袁 如果伤害是由于实习生重大过错引起
渊二冤完善关于医学实习生实习权的法律规定

的袁 或者实习生擅自做出的超过实习范围的行为所

目前袁国家还没有专门的法律尧法规来保障大学

引起袁而教学基地又尽到了监管义务的袁则由行为人

生实习期间的合法权益遥 大学生的实习问题属于法
律管理中的野真空地带冶咱怨暂遥
员援确定实习生的权益

承担责任 咱员圆暂遥

圆援实行强制实习保险制度

实习事故如果可以排除校方责任而是实习单位

现有规定中对于医学实习生的义务规定多于权

的责任时袁 由实习单位承担曰 如果不能排除校方责

利规定袁且权利规定可操作性不强遥 由于缺乏明确

任袁或无法分清校方与实习单位的责任大小时袁适用

的法律保障制度袁学生权利的救济程序缺失袁大学生

连带责任曰如果无法确定责任袁则由保险公司补偿遥

的合法权益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遥 圆园园苑 年 苑

可以参照教育部尧财政部尧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平就中等职业学校资助政策与网民交流时表示院野中

任保险的通知曳袁建设贯穿医学生实习实训全过程的

月 员猿 日袁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王继

联合印发的 叶关于在中等职业学校推行学生实习责

职学生到企业实习袁应该享有受教育权尧获得实习报

学生实习风险管理机制袁 让医学生安心进行实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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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袁让带教老师和教学基地放心开展实践教学遥
猿援建立专门的实习事故和纠纷解决机制

首先袁高校要科学管理学生实习袁保持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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