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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么走进医学的我是怎么走进医学的我是怎么走进医学的我是怎么走进医学的

……



今天要讨论的主要内容今天要讨论的主要内容今天要讨论的主要内容今天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医学是从哪里来的医学是从哪里来的??医学是从哪里来的医学是从哪里来的?  ?  
医学是干什么的医学是干什么的??医学是干什么的医学是干什么的

医学是什么医学是什么? ? ––什么是医学？什么是医学？



医学是从哪里来的医学是从哪里来的?  ?  医学是从哪里来的医学是从哪里来的?  ?  
有人类就有医学的萌芽有人类就有医学的萌芽::

火的发现和使用火的发现和使用 营养 保暖 烧伤 去痛营养 保暖 烧伤 去痛火的发现和使用火的发现和使用::营养、保暖、烧伤、去痛营养、保暖、烧伤、去痛

神农尝百草神农尝百草

新石器时代 手术 针灸新石器时代 手术 针灸新石器时代：手术、针灸新石器时代：手术、针灸

古希腊：古希腊：Hippocrates Hippocrates 动物解剖、四体液病动物解剖、四体液病
理学说（血 粘液 黄 黑胆汁） 整体观理学说（血 粘液 黄 黑胆汁） 整体观理学说（血、粘液，黄、黑胆汁）、整体观、理学说（血、粘液，黄、黑胆汁）、整体观、
医德、疾病与环境的关系。医德、疾病与环境的关系。

中国 春秋（公元前中国 春秋（公元前 ） 孕育中医理论 秦） 孕育中医理论 秦中国：春秋（公元前中国：春秋（公元前470470）：孕育中医理论，秦）：孕育中医理论，秦
汉：奠基，晋唐：成型，宋金元：突破（人汉：奠基，晋唐：成型，宋金元：突破（人
痘） 明清 深化发展痘） 明清 深化发展痘），明清：深化发展痘），明清：深化发展



医学是从哪里来的医学是从哪里来的?  ?  医学是从哪里来的医学是从哪里来的?  ?  
西方：小亚西亚医学（公元前西方：小亚西亚医学（公元前40004000（伊拉克），（伊拉克），
古埃及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希腊医学，亚力山古埃及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希腊医学，亚力山古埃及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希腊医学，亚力山古埃及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希腊医学，亚力山
大利亚医学，古罗马医学（盖伦）大利亚医学，古罗马医学（盖伦）

五种起源学说：五种起源学说：目前尚无定论五种起源学说：五种起源学说：

起源于文明社会：文明史就是疾病史起源于文明社会：文明史就是疾病史

神 说 生来 道的 神给神 说 生来 道的 神给

目前尚无定论
神源学说，医学是人生来就知道的，是神给神源学说，医学是人生来就知道的，是神给
的的

巫源学说：最早的医生就是巫师巫源学说：最早的医生就是巫师

本能学说：保护自己繁延种族本能学说：保护自己繁延种族本能学说：保护自己繁延种族本能学说：保护自己繁延种族

劳动学说劳动学说



医学是干什么的医学是干什么的??医学是干什么的医学是干什么的??
医学研究和服务的对象是人医学研究和服务的对象是人

研究人的生命过程研究人的生命过程

研究健康和疾病的影响因素和规律研究健康和疾病的影响因素和规律

研究促进健康和防制研究促进健康和防制//治疾病的手段治疾病的手段

医学的科学归属医学的科学归属医学的科学归属医学的科学归属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不但治病，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不但治病，还
要使之成为有用的社会成员要使之成为有用的社会成员 例 寄生虫病学例 寄生虫病学要使之成为有用的社会成员要使之成为有用的社会成员 例：寄生虫病学，例：寄生虫病学，
艾滋病艾滋病



医学是干什么的医学是干什么的??医学是干什么的医学是干什么的??
医学的目的医学的目的

传统的医学目的 救死扶伤 防病治病 延年益寿传统的医学目的 救死扶伤 防病治病 延年益寿传统的医学目的：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延年益寿传统的医学目的：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延年益寿

2121世纪医学目的：世纪医学目的：

19961996年 项历时三年 多国合作的研究科学地年 项历时三年 多国合作的研究科学地19961996年，一项历时三年，多国合作的研究科学地年，一项历时三年，多国合作的研究科学地
界定了界定了2121世纪医学的四大目标。世纪医学的四大目标。

11 预防疾病和损伤预防疾病和损伤 促进和维持健康促进和维持健康1.1.预防疾病和损伤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和维持健康促进和维持健康;;

2.2.缓解和减轻因病患带来的疼痛和痛苦缓解和减轻因病患带来的疼痛和痛苦

33 治疗和护理病患治疗和护理病患 照料不能治愈的病人照料不能治愈的病人3.3.治疗和护理病患治疗和护理病患,,照料不能治愈的病人照料不能治愈的病人

4.4.防止过早死亡防止过早死亡,,追求临终关怀。追求临终关怀。

以人为本以人为本 以病人为中心 预防 医疗 保健 体以病人为中心 预防 医疗 保健 体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预防、医疗、保健一体以病人为中心，预防、医疗、保健一体



医学是干什么的医学是干什么的??医学是干什么的医学是干什么的??
现代医学学科（四大类）现代医学学科（四大类）

基础医学 研究正常和异常人体的形态基础医学 研究正常和异常人体的形态基础医学：研究正常和异常人体的形态基础医学：研究正常和异常人体的形态
结构、功能、病因、病理及防治，包括结构、功能、病因、病理及防治，包括
解剖、组胚、生理、生化、病解、病生、解剖、组胚、生理、生化、病解、病生、
遗传、免疫、心理、微生物、寄生虫、遗传、免疫、心理、微生物、寄生虫、遗传、免疫、 理、微生物、寄生虫、遗传、免疫、 理、微生物、寄生虫、
药理、流行病、统计药理、流行病、统计

临床医学 研究对病人的诊断治疗和护临床医学 研究对病人的诊断治疗和护临床医学：研究对病人的诊断治疗和护临床医学：研究对病人的诊断治疗和护
理，包括内、外、妇、儿、五官、老年、理，包括内、外、妇、儿、五官、老年、

腔 皮肤 传染病 肿瘤 像等腔 皮肤 传染病 肿瘤 像等口腔、皮肤、传染病、肿瘤、影像等口腔、皮肤、传染病、肿瘤、影像等



医学是干什么的医学是干什么的??医学是干什么的医学是干什么的??
现代医学学科现代医学学科

预防医学 研究群体疾病的预防和控制预防医学 研究群体疾病的预防和控制预防医学：研究群体疾病的预防和控制，预防医学：研究群体疾病的预防和控制，
包括流行病、环境卫生、毒理、职业病、包括流行病、环境卫生、毒理、职业病、
健康教育、妇幼保健、卫生检验、营养健康教育、妇幼保健、卫生检验、营养
和食品、儿少、社会医学等和食品、儿少、社会医学等和食品、儿少、社会医学等和食品、儿少、社会医学等

医学交叉学科：医学教育、医学伦理、医学交叉学科：医学教育、医学伦理、
卫生法学 医学史 医学信息 卫生事卫生法学 医学史 医学信息 卫生事卫生法学、医学史、医学信息、卫生事卫生法学、医学史、医学信息、卫生事
业管理、健康管理、医学传播、医学社业管理、健康管理、医学传播、医学社
会学等会学等会学等会学等



医学是什么医学是什么??医学是什么医学是什么??
医学是科学医学是科学

AvicennaAvicenna：医学是科学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在健康：医学是科学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在健康AvicennaAvicenna：医学是科学。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在健康：医学是科学。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在健康
和非健康时人体的各种状态。医学就是如何维护健康和非健康时人体的各种状态。医学就是如何维护健康
的技艺和健康丧失后恢复健康的技艺。的技艺和健康丧失后恢复健康的技艺。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医学是研究如何维持健康和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医学是研究如何维持健康和预
防、减轻、治疗疾病的科学，也常指为上述目的而采防、减轻、治疗疾病的科学，也常指为上述目的而采
用的技术用的技术用的技术。用的技术。

苏联百科全书：医学旨在保护和增进人们健康，预防苏联百科全书：医学旨在保护和增进人们健康，预防
和治疗疾病的一个科学领域和临床实践。和治疗疾病的一个科学领域和临床实践。和治疗疾病的 个科学领域和临床实践和治疗疾病的 个科学领域和临床实践

辞海：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做斗争的辞海：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做斗争的
一门科学体系，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一门科学体系，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医学是什么医学是什么??医学是什么医学是什么??
医学是技术医学是技术

英国科学史家沃尔夫：医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英国科学史家沃尔夫：医学本质上是一种实
用的技术，它是治愈、缓解和预防疾病的技用的技术，它是治愈、缓解和预防疾病的技
术。术。

明代龚延贤：医者，生人之术也。明代龚延贤：医者，生人之术也。龚龚



医学是什么医学是什么??医学是什么医学是什么??
医学是艺术（医学是艺术（ARTART））

医学的对象是人医学的对象是人

医学的不确定性医学的不确定性

医学的无边界性医学的无边界性

医学的保守和创造性医学的保守和创造性医学的保守和创造性医学的保守和创造性



医学是什么医学是什么??医学是什么医学是什么??
医学是公益事业医学是公益事业

救死扶伤 实行人道主义救死扶伤 实行人道主义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

医学是一个服务性的职业，是为了别人利益医学是一个服务性的职业，是为了别人利益
而存在的。而存在的。

“医学的责任有三重性：取得科学知识；用“医学的责任有三重性：取得科学知识；用医学的责任有 重性：取得科学知识；用医学的责任有 重性：取得科学知识；用
此知识保护某个人或整个社会的健康；并对此知识保护某个人或整个社会的健康；并对
直接影响他人的每项医疗活动进行道德和伦直接影响他人的每项医疗活动进行道德和伦直接影响他人的每项医疗活动进行道德和伦直接影响他人的每项医疗活动进行道德和伦
理的评定”。（麦克理的评定”。（麦克 . . 德莫特）德莫特）



什么是医学什么是医学??什么是医学什么是医学??
现代医学是以科学和技术为核心的，以服务人现代医学是以科学和技术为核心的，以服务人
的艺术为基础的 以公益事业为本质的 通过的艺术为基础的 以公益事业为本质的 通过的艺术为基础的，以公益事业为本质的，通过的艺术为基础的，以公益事业为本质的，通过
认识、预防、治疗人的身心疾病，维护、恢复认识、预防、治疗人的身心疾病，维护、恢复
和增强人的身心健康 提高生命的质量的综合和增强人的身心健康 提高生命的质量的综合和增强人的身心健康，提高生命的质量的综合和增强人的身心健康，提高生命的质量的综合
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



什么是医学什么是医学??什么是医学什么是医学??

以科学和技术为核心以科学和技术为核
以服务人的艺术为基础
以公益事业为本质以公益事业为本质



医学是以科学和技术为核心的医学是以科学和技术为核心的医学是以科学和技术为核 的医学是以科学和技术为核 的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是近代的事情。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是近代的事情。医学作为 门科学是近代的事情医学作为 门科学是近代的事情

有记载的历史：医学可以是任何东西，唯独不是科学。有记载的历史：医学可以是任何东西，唯独不是科学。

1919世纪初 物理 化学和生物学在医学中应用 医学逐世纪初 物理 化学和生物学在医学中应用 医学逐1919世纪初，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在医学中应用，医学逐世纪初，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在医学中应用，医学逐

渐有了变化。生物学家强调器官与组织的功能，代表人渐有了变化。生物学家强调器官与组织的功能，代表人

物有物有物有：物有：

Claude BernardClaude Bernard（（18131813－－18781878）：）：用实验的方法来取用实验的方法来取

得生物学知识，把医学实践建筑在生物学知识上得生物学知识，把医学实践建筑在生物学知识上

VirchowVirchow（（18211821－－19021902）：）：对正常和异常组织进行比对正常和异常组织进行比

较并把疾病表现同解剖学观察联系起来较并把疾病表现同解剖学观察联系起来

PasteurPasteur（（18221822－－18951895），），KochKoch（（18431843－－19101910）：）：始始PasteurPasteur（（18221822 18951895），），KochKoch（（18431843 19101910）：）：始始

证明疾病同微生物相关证明疾病同微生物相关



为什么？为什么？

慢慢地 些特效疗法出现了 胰岛素和糖尿病慢慢地 些特效疗法出现了 胰岛素和糖尿病

为什么为什么

慢慢地，一些特效疗法出现了：胰岛素和糖尿病，慢慢地，一些特效疗法出现了：胰岛素和糖尿病，

磺胺、青霉素－－－现代医学的起点磺胺、青霉素－－－现代医学的起点

生物学语言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化学词汇：器官、组生物学语言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化学词汇：器官、组

织被确定了 我们进入了基础生物学的分子时代织被确定了 我们进入了基础生物学的分子时代织被确定了。我们进入了基础生物学的分子时代。织被确定了。我们进入了基础生物学的分子时代。

分子的影响渗透到临床医学赖以建立的全部传统学分子的影响渗透到临床医学赖以建立的全部传统学

科中科中科中。科中。

以后的治疗就是在这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的以后的治疗就是在这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的以后的治疗就是在这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的以后的治疗就是在这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的

医生们对疾病基本上是束手无策，他们的主要贡献医生们对疾病基本上是束手无策，他们的主要贡献

就是做出诊断和预后 并给予支持疗法就是做出诊断和预后 并给予支持疗法就是做出诊断和预后，并给予支持疗法。就是做出诊断和预后，并给予支持疗法。



为什么？为什么？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医学的进展绝大部分基于生物医学的进展绝大部分基于生物

为什么为什么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医学的进展绝大部分基于生物医学的进展绝大部分基于生物

科学，在对疾病的干预能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科学，在对疾病的干预能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不过大部分进步是基于基础科学为追求其本身不过大部分进步是基于基础科学为追求其本身不过大部分进步是基于基础科学为追求其本身不过大部分进步是基于基础科学为追求其本身

的真相而取得的。的真相而取得的。

也有一些重大进步是由临床医学家为了临床的也有一些重大进步是由临床医学家为了临床的

需要而做出的（例如 阐明某种发病机理）需要而做出的（例如 阐明某种发病机理）需要而做出的（例如，阐明某种发病机理）。需要而做出的（例如，阐明某种发病机理）。

医学的进步还要靠某些偶然事件（例如对个别医学的进步还要靠某些偶然事件（例如对个别

病人或者一组病人病情的周密观察），现在已病人或者一组病人病情的周密观察），现在已

属罕见。属罕见。属罕见。属罕见。



为什么？为什么？

发现新的防治疾病的方法的唯一合理的途径是对病因和发病发现新的防治疾病的方法的唯一合理的途径是对病因和发病

为什么为什么

机理的解释，研究机理的解释，研究心血管和呼吸系统临床进展的主要根据，心血管和呼吸系统临床进展的主要根据，

发现：发现：

60%60%导致重大发现的研究工作属于基础科学，导致重大发现的研究工作属于基础科学，

40%40%的研究工作在进行时根本没有考虑到临床的应用的研究工作在进行时根本没有考虑到临床的应用40%40%的研究工作在进行时根本没有考虑到临床的应用。的研究工作在进行时根本没有考虑到临床的应用。

现代医学已经不单是应用生物学的分支，它还包括着心理学、现代医学已经不单是应用生物学的分支，它还包括着心理学、

社会学 人类学 经济学 伦理学的许多内容 这些学科作社会学 人类学 经济学 伦理学的许多内容 这些学科作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伦理学的许多内容，这些学科作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伦理学的许多内容，这些学科作

为为““软科学软科学””已经被忽视得太久了，现在才认识到它们与医已经被忽视得太久了，现在才认识到它们与医

学的密切关系 既与作为 门学科的医学紧密相关 又与作学的密切关系 既与作为 门学科的医学紧密相关 又与作学的密切关系，既与作为一门学科的医学紧密相关，又与作学的密切关系，既与作为一门学科的医学紧密相关，又与作

为一种职业的医学实践紧密相关。为一种职业的医学实践紧密相关。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医学开始随着化学、物理学、数学、心理学、人医学开始随着化学、物理学、数学、心理学、人

类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类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类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类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然而，人类无法预防和治愈疾病的名单还很长，然而，人类无法预防和治愈疾病的名单还很长，

对这些疾病的本质进行探讨，这些探讨只能靠基对这些疾病的本质进行探讨，这些探讨只能靠基

础医学的深入研究 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基本资料础医学的深入研究 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基本资料础医学的深入研究，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基本资料础医学的深入研究，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基本资料

并不只是有待于我们去收集，大部分还有待于发并不只是有待于我们去收集，大部分还有待于发并不只是有待于我们去收集 大部分 有待于发并不只是有待于我们去收集 大部分 有待于发

现。现。



而且而且
现在我们面临的重大健康问题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重大健康问题是至今无法治疗的疾病至今无法治疗的疾病现在我们面临的重大健康问题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重大健康问题是至今无法治疗的疾病，至今无法治疗的疾病，

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卫生经费的不足，或者卫生资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卫生经费的不足，或者卫生资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卫生经费的不足，或者卫生资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卫生经费的不足，或者卫生资

源分配不合理（虽然这些问题严重地存在着）源分配不合理（虽然这些问题严重地存在着）

就算可以运用最先进的医学而没有经济困难 肿瘤就算可以运用最先进的医学而没有经济困难 肿瘤就算可以运用最先进的医学而没有经济困难，肿瘤就算可以运用最先进的医学而没有经济困难，肿瘤

仍然在吞噬着人的生命、类风湿性关节炎仍然把人仍然在吞噬着人的生命、类风湿性关节炎仍然把人

变成残废、精神分裂症仍在使人精神错乱。在许多变成残废、精神分裂症仍在使人精神错乱。在许多

教科书中同样找不到确定的答案教科书中同样找不到确定的答案教科书中同样找不到确定的答案教科书中同样找不到确定的答案

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不完善的，现在仍然如此，因为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不完善的，现在仍然如此，因为

科学就其本身来说，不应该是完善的。科学就其本身来说，不应该是完善的。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

医生既要具备广泛的科学知识，又要娴熟地掌握科学方法。医生既要具备广泛的科学知识，又要娴熟地掌握科学方法。

要想胜任职业 就要不断充实知识和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要想胜任职业 就要不断充实知识和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要想胜任职业，就要不断充实知识和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要想胜任职业，就要不断充实知识和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力。

一个有经验医生必须具备广阔的医学知识（胜任的基石），一个有经验医生必须具备广阔的医学知识（胜任的基石），

具有审时度势、讲求策略、当机立断、自我克制、富于同情、具有审时度势、讲求策略、当机立断、自我克制、富于同情、

求知欲强、掌握时机等能力求知欲强、掌握时机等能力

医学中的科学和艺术永远是紧密结合着的：学生先学医学科医学中的科学和艺术永远是紧密结合着的：学生先学医学科

学，掌握它并熟练地运用它，获得技艺，即运用医学知识做学，掌握它并熟练地运用它，获得技艺，即运用医学知识做

出判断，并以最佳的技巧服务于病人。出判断，并以最佳的技巧服务于病人。



医生是一个科学家医生是一个科学家

医学是从若干同人体或者人群有关的学科中派生医学是从若干同人体或者人群有关的学科中派生
出来的，所以作为科学家，医生必须学会富有成出来的，所以作为科学家，医生必须学会富有成
效地运用整个学科群效地运用整个学科群效地运用整个学科群效地运用整个学科群

作为一个科学家，医生不能只是死记科学知识或作为一个科学家，医生不能只是死记科学知识或
流利地运用其术语 医生必须熟知科学探索的过流利地运用其术语 医生必须熟知科学探索的过流利地运用其术语，医生必须熟知科学探索的过流利地运用其术语，医生必须熟知科学探索的过
程：程：

如何获取资料并评价它们如何获取资料并评价它们如何获取资料并评价它们如何获取资料并评价它们

如何形成假说并修正或放弃它们如何形成假说并修正或放弃它们

解归纳推 的 性解归纳推 的 性了解归纳推理的局限性了解归纳推理的局限性

作为一个科学家，医生必须理解科学作为智力的作为一个科学家，医生必须理解科学作为智力的
工具是在几百年中慢慢地发展起来的，只有这样，工具是在几百年中慢慢地发展起来的，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作为一个有批判能力和独立见解的当事他们才能作为一个有批判能力和独立见解的当事
者 关注着医学的进步者 关注着医学的进步者，关注着医学的进步。者，关注着医学的进步。



O thi I h l d iO thi I h l d iOne thing I have learned in a One thing I have learned in a 
long life: that all our science, long life: that all our science, 
measured against reality, is measured against reality, is 
primitive and childlikeprimitive and childlike —— and yetand yetprimitive and childlike primitive and childlike and yet and yet 
it is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we it is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we 
havehavehave. have. 

在我这生中学到的一件事是在我这生中学到的一件事是::我们我们
所有的科学所有的科学, , 对现实的测量对现实的测量, , 是原始是原始
的和幼稚的的和幼稚的 但它仍然是我们拥有的但它仍然是我们拥有的的和幼稚的的和幼稚的, , 但它仍然是我们拥有的但它仍然是我们拥有的
最宝贵的东西最宝贵的东西..

Albert Einstein Albert Einstein 爱恩斯坦爱恩斯坦



All scientific work is incompleteAll scientific work is incomplete -- whether itwhether itAll scientific work is incomplete All scientific work is incomplete -- whether it whether it 
be observational or experimental.  All scientific be observational or experimental.  All scientific 
work is liable to be upset or modified bywork is liable to be upset or modified bywork is liable to be upset or modified by work is liable to be upset or modified by 
advancing knowledge.  That does not confer advancing knowledge.  That does not confer 
upon us a freedom to ignore the knowledge weupon us a freedom to ignore the knowledge weupon us a freedom to ignore the knowledge we upon us a freedom to ignore the knowledge we 
already have, or to postpone the action that it already have, or to postpone the action that it 
appears to demand at a given timeappears to demand at a given timeappears to demand at a given time.appears to demand at a given time.

所有的科学工作都是未完成的所有的科学工作都是未完成的--无论是观察无论是观察
性或实验性研究 所有的科学工作都有可能被新性或实验性研究 所有的科学工作都有可能被新性或实验性研究。所有的科学工作都有可能被新性或实验性研究。所有的科学工作都有可能被新
的知识否认或修正。这并没有赋予我们忽视现有的知识否认或修正。这并没有赋予我们忽视现有
知识的自由 也没有赋予我们在需要行动的时候知识的自由 也没有赋予我们在需要行动的时候知识的自由，也没有赋予我们在需要行动的时候知识的自由，也没有赋予我们在需要行动的时候
延迟行动的自由。延迟行动的自由。

Bradford Hill (1965Bradford Hill (1965))Bradford Hill (1965Bradford Hill (1965))



A scientist is one who, when he does not A scientist is one who, when he does not 
know the answer, is rigorously disciplined toknow the answer, is rigorously disciplined toknow the answer, is rigorously disciplined to know the answer, is rigorously disciplined to 
speak up and say so unashamedly, which is the speak up and say so unashamedly, which is the 
essential feature by which modern science isessential feature by which modern science isessential feature by which modern science is essential feature by which modern science is 
distinguished from primitive superstition, which distinguished from primitive superstition, which 
knew all the answers except how to say, “I do notknew all the answers except how to say, “I do notknew all the answers except how to say, I do not knew all the answers except how to say, I do not 
know.”know.”

科学家就是这样的人科学家就是这样的人::当他不知道答案时当他不知道答案时,,他他科学家就是这样的人科学家就是这样的人::当他不知道答案时当他不知道答案时,,他他

会严谨律己毫无羞愧地公开承认。这是现代科学和会严谨律己毫无羞愧地公开承认。这是现代科学和
原始迷信的区别。原始迷信无所不知，除了不知怎原始迷信的区别。原始迷信无所不知，除了不知怎原始迷信的区别。原始迷信无所不知，除了不知怎原始迷信的区别。原始迷信无所不知，除了不知怎
么说么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Homer W Smith (1895Homer W Smith (1895 1962)1962)Homer W. Smith (1895Homer W. Smith (1895--1962)1962)



医学是以服务人的艺术为基础的医学是以服务人的艺术为基础的医学是以服务人的 术为基础的医学是以服务人的 术为基础的



医学的对象是人医学的对象是人



医学的对象：疾病？病人？医学的对象：疾病？病人？

戴玉华教授：我是看病人的。戴玉华教授：我是看病人的。

医生的艺术表现在：与疾病的斗争中支持医生的艺术表现在：与疾病的斗争中支持

病人，对象是个体化的病人而不是疾病病人，对象是个体化的病人而不是疾病

病人 个被焦虑不安困扰的 需要帮助病人 个被焦虑不安困扰的 需要帮助病人：一个被焦虑不安困扰的、需要帮助病人：一个被焦虑不安困扰的、需要帮助

的人，带着的人，带着““某个问题某个问题””来看医生的人来看医生的人

一个病人看医生时究竟想得到什么？一个病人看医生时究竟想得到什么？



病人希望医生以同情的方式而非审查的病人希望医生以同情的方式而非审查的病人希 同情的方式而非审 的病人希 同情的方式而非审 的

方式对待他们方式对待他们。。

病人希望医生把他作为一个人感兴趣病人希望医生把他作为一个人感兴趣，，

兴趣的中心必须是病人这个人兴趣的中心必须是病人这个人。。



病人希望得到倾听与理解病人希望得到倾听与理解病人希望得到倾听与理解病人希望得到倾听与理解

““只要医学是一种技艺只要医学是一种技艺，，它的主要的与特有它的主要的与特有

的工具还是人的能力的工具还是人的能力 于是于是 我们遇到了 个我们遇到了 个的工具还是人的能力的工具还是人的能力。。于是于是，，我们遇到了一个我们遇到了一个

非常实际的问题：一个好的医生必须发展自己非常实际的问题：一个好的医生必须发展自己

的哪些能力的哪些能力…………第一个要提到的永远是专注的第一个要提到的永远是专注的

能力能力，，全神贯注地倾听而不打断病人全神贯注地倾听而不打断病人，，这点听这点听

起来简单起来简单，，但只有最伟大的医生才能完全做到但只有最伟大的医生才能完全做到

这一点这一点。。这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这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而不是顺而不是顺这 点这 点。。这是 个积极主动的过程这是 个积极主动的过程，，而不是顺而不是顺

从地聆听从地聆听，，也不是有礼貌地等待可以打断他的也不是有礼貌地等待可以打断他的

时候到来时候到来 疾病的秘密时常在无意的说明中透疾病的秘密时常在无意的说明中透时候到来时候到来。。疾病的秘密时常在无意的说明中透疾病的秘密时常在无意的说明中透

露出来露出来””

英国神外专家英国神外专家——英国神外专家英国神外专家WilfredWilfred TrotterTrotter



病人希望医生是称职和胜任的病人希望医生是称职和胜任的 具备精具备精病人希望医生是称职和胜任的病人希望医生是称职和胜任的，，具备精具备精

湛的医学知识与技术湛的医学知识与技术湛的医学知识与技术湛的医学知识与技术

同情心不能取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同情心不能取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同情心不能取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同情心不能取代医学知识和技术

病人希望保持对自己病情的理解 医生病人希望保持对自己病情的理解 医生病人希望保持对自己病情的理解：医生病人希望保持对自己病情的理解：医生

必须倾听病人并同病人交流思想必须倾听病人并同病人交流思想必须倾听病人并同病人交流思想必须倾听病人并同病人交流思想

病人不愿被医生所放弃病人不愿被医生所放弃病人不愿被医生所放弃病人不愿被医生所放弃

医学的极限医学的极限？？医学的极限医学的极限



一个好的医生是一个专注的聆听者一个好的医生是一个专注的聆听者，，

善于听出这种善于听出这种““无意地说明无意地说明””。。



医学不仅要同异常的分子结构打交道，也要医学不仅要同异常的分子结构打交道，也要

同不正常的童年生活环境发生联系。同不正常的童年生活环境发生联系。

医学的无限性 望而生畏 引人入胜医学的无限性 望而生畏 引人入胜医学的无限性（望而生畏？引人入胜？）医学的无限性（望而生畏？引人入胜？）

医生的能力 善于根据需要 不断地改变自医生的能力 善于根据需要 不断地改变自医生的能力：善于根据需要，不断地改变自医生的能力：善于根据需要，不断地改变自

己的概念，医学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些概念己的概念，医学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些概念己的概念，医学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些概念己的概念，医学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些概念

就必须加以更新。就必须加以更新。



医生：医生：

职业的辛苦与受约束既是自愿的又职业的辛苦与受约束既是自愿的又

是选定的是选定的

职业具有既定的伦理与责任的价值观职业具有既定的伦理与责任的价值观职业具有既定的伦理与责任的价值观职业具有既定的伦理与责任的价值观

念及其传统念及其传统念及其传统念及其传统



医生：医生：

理想医生应该具有的品质：同情心理想医生应该具有的品质：同情心、、

真诚地关心人真诚地关心人、、渊博的医学知识渊博的医学知识、、沉沉

着有序着有序 求知欲求知欲 高标准的伦理要求高标准的伦理要求着有序着有序、、求知欲求知欲、、高标准的伦理要求高标准的伦理要求，，

体格和精神上的健壮体格和精神上的健壮（（因为医生的的因为医生的的

生涯不会是懒惰与悠闲的生涯不会是懒惰与悠闲的））。。



医学的不确定性医学的不确定性医学的不确定性医学的不确定性

边界不确定的知识、技巧、传统的实体，用边界不确定的知识、技巧、传统的实体，用
来保护人类的健康 治疗疾病 减轻其痛苦来保护人类的健康 治疗疾病 减轻其痛苦来保护人类的健康，治疗疾病、减轻其痛苦来保护人类的健康，治疗疾病、减轻其痛苦

边界：渗透到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边界：渗透到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
以致文化传统中去以致文化传统中去以致文化传统中去以致文化传统中去

疾病：可以在染色体结构上找到的根源，疾病：可以在染色体结构上找到的根源，
也可以在贫困与愚昧中找到解释也可以在贫困与愚昧中找到解释



临床医学中的不确定性临床医学中的不确定性（（测不准定测不准定

律律））：：

个个测量的工具是个体化的而且因人而异测量的工具是个体化的而且因人而异

的的，，主观的感觉排除了精确性主观的感觉排除了精确性的的，，主观的感觉排除了精确性主观的感觉排除了精确性

做出诊断和选择一种治疗措施也并不是做出诊断和选择一种治疗措施也并不是

确定无疑的确定无疑的，，可以尽可能使之精确的方可以尽可能使之精确的方

法：法：法：法：



临床医学中的不确定性临床医学中的不确定性（（测不准定律测不准定律））临床医学中的不确定性临床医学中的不确定性（（测不准定律测不准定律））：：

准确地描述症状准确地描述症状

一丝不苟地确定查体的发现一丝不苟地确定查体的发现

选择必要的实验室研究选择必要的实验室研究

掌握病因与发病机制的资料掌握病因与发病机制的资料掌握病因与发病机制的资料掌握病因与发病机制的资料



医学的无边界性医学的无边界性医学的无边界性医学的无边界性

临床医学是一门无边界的学问临床医学是一门无边界的学问

虽然基础科学的界限是认为设定的虽然基础科学的界限是认为设定的，，现现

代生物学中的学科在不知不觉中相互渗代生物学中的学科在不知不觉中相互渗代生物学中的学科在不知不觉中相互渗代生物学中的学科在不知不觉中相互渗

透融合透融合，，但毕竟学生的学习任务是常常但毕竟学生的学习任务是常常

限定在一定的讲义限定在一定的讲义、、教学大纲教学大纲、、教科书教科书

中中中中。。



临床医学是一门无边界的学问临床医学是一门无边界的学问

临床医学使学生一下子走进了一个无临床医学使学生一下子走进了一个无

止境的令人迷惑的复合体系中止境的令人迷惑的复合体系中 其中其中止境的令人迷惑的复合体系中止境的令人迷惑的复合体系中，，其中其中

还与心理学还与心理学、、经济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学、、文化文化还与心理学还与心理学、、经济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学、、文化文化

传统等等相互作用传统等等相互作用，，伦理学中的概念伦理学中的概念

被新的需要突出强调出来被新的需要突出强调出来。。



临床医学是一门无边界的学问临床医学是一门无边界的学问

““在这个课程中我要学习多少东西在这个课程中我要学习多少东西””？？““在这个课程中我要学习多少东西在这个课程中我要学习多少东西””？？

无人可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无人可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无人可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无人可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

学生只是站在从学习临床医学不断积累经学生只是站在从学习临床医学不断积累经

验到成为一个临床医学为终身职业的一身验到成为一个临床医学为终身职业的一身

的门槛前面的门槛前面。。



临床医学是一门无边界的学问临床医学是一门无边界的学问

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称职的医生的话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称职的医生的话，，

学习必定是紧张的学习必定是紧张的，，而这也只不过是而这也只不过是

取得漫长经验的一个入口取得漫长经验的一个入口取得漫长经验的 个入口取得漫长经验的 个入口



临床医学是 门无边界的学问临床医学是 门无边界的学问临床医学是一门无边界的学问临床医学是一门无边界的学问

没有人能够在医学的各个领域里前面均衡地没有人能够在医学的各个领域里前面均衡地

发展发展，，

所谓所谓““专家专家”” 也只是在特点范围内是内行也只是在特点范围内是内行所谓所谓 专家专家 ，，也只是在特点范围内是内行也只是在特点范围内是内行

所谓所谓““全科医生全科医生””，，在许多方面通晓知识的在许多方面通晓知识的

程度也是不 样的程度也是不 样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医学生必须在这种情况下成长为一个独当一医学生必须在这种情况下成长为一个独当一

面的学者面的学者



临床医学是一门无边界的学问临床医学是一门无边界的学问

临床学习的好方法：阅读医学杂志临床学习的好方法：阅读医学杂志，，最有最有

用的是临床病例讨论用的是临床病例讨论 编者对当前问题的编者对当前问题的用的是临床病例讨论用的是临床病例讨论、、编者对当前问题的编者对当前问题的

评论等评论等，，这样可以使学生建立学生对医学这样可以使学生建立学生对医学

前沿问题的初步了解前沿问题的初步了解，，知道它正在考虑的知道它正在考虑的

问题问题 它的不确定性以及一些争论它的不确定性以及一些争论问题问题，，它的不确定性以及一些争论它的不确定性以及一些争论



医学是以公益事业为本质的医学是以公益事业为本质的医学是以公 事 为本质的医学是以公 事 为本质的



医疗实践的模式医疗实践的模式

直接与个别病人打交道、直接与个别病人打交道、

与一群人打交道（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与一群人打交道（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与 群人打交道（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与 群人打交道（预防医学，公共卫生。
超出本章讨论的范围）超出本章讨论的范围）

医生们执业的方法各异：家庭医生 专医生们执业的方法各异：家庭医生 专医生们执业的方法各异：家庭医生，专医生们执业的方法各异：家庭医生，专
科医生等科医生等

初级医疗 二级医疗 三级医疗初级医疗 二级医疗 三级医疗初级医疗、二级医疗、三级医疗初级医疗、二级医疗、三级医疗



作为一个消费者的病人作为一个消费者的病人

病人有些传统的、共同的期望，病人作为消费病人有些传统的、共同的期望，病人作为消费
者的意识日益增强，产生了许多新的期望：者的意识日益增强，产生了许多新的期望：

了解更详细的病情－－医生必须向病人提供了解更详细的病情－－医生必须向病人提供
更详尽的材料更详尽的材料更详尽的材料更详尽的材料

要求得到最佳的医疗的方便－－医生控制着要求得到最佳的医疗的方便－－医生控制着
大量医疗费用的支出，理应对医疗费用的逐大量医疗费用的支出，理应对医疗费用的逐大量医疗费用的支出，理应对医疗费用的逐大量医疗费用的支出，理应对医疗费用的逐
步升级分担重要的责任步升级分担重要的责任

医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医学对疾病的自然进程干医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医学对疾病的自然进程干医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医学对疾病的自然进程干医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医学对疾病的自然进程干
预越来越多，危险性很大的技术应用时，医生预越来越多，危险性很大的技术应用时，医生
常常被指责要对他们无法控制的不良事件负责常常被指责要对他们无法控制的不良事件负责常常被指责要对他们无法控制的不良事件负责。常常被指责要对他们无法控制的不良事件负责。



医学的防御医学的防御

医学高技术容易引起诉讼，有些医生医学高技术容易引起诉讼，有些医生

用 医学防御 对付诉讼 医学防御用 医学防御 对付诉讼 医学防御用“医学防御”对付诉讼。医学防御用“医学防御”对付诉讼。医学防御

包括三个部分：包括三个部分：包括三个部分：包括三个部分：

知情同意知情同意情同情同

医学检查医学检查

医学防御需要保留的资料医学防御需要保留的资料



知情同意（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Informed Consent））

讲明其疾病或伤残的性质、建议的诊疗讲明其疾病或伤残的性质、建议的诊疗

措施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和风险等 征得措施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和风险等 征得措施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和风险等，征得措施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和风险等，征得

病人的同意，方可实施诊疗病人的同意，方可实施诊疗病人的同意，方可实施诊疗病人的同意，方可实施诊疗

概念来源于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概念来源于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

应用范围：逐渐从人体试验扩大到医患应用范围：逐渐从人体试验扩大到医患

关系和医学临床领域关系和医学临床领域



知情同意（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Informed Consent））

19571957年美国法院的案例判决：年美国法院的案例判决：

医生有义务把诊断和治疗的种种可供医生有义务把诊断和治疗的种种可供

选择的办法和利弊 包括不利的后果 告选择的办法和利弊 包括不利的后果 告选择的办法和利弊，包括不利的后果，告选择的办法和利弊，包括不利的后果，告

诉给患者，从患者那里获得对医生选择的诉给患者，从患者那里获得对医生选择的

治疗方案的同意治疗方案的同意



知情同意概念知情同意概念知情同意概念知情同意概念

对某种医疗干预过程的知情同意 当（且对某种医疗干预过程的知情同意 当（且对某种医疗干预过程的知情同意，当（且对某种医疗干预过程的知情同意，当（且

可能仅当）该患者可能仅当）该患者//受试者有行为能力，获得受试者有行为能力，获得可能仅当）该患者可能仅当）该患者//受试者有行为能力，获得受试者有行为能力，获得

了被充分揭示的信息、理解这些信息、自愿了被充分揭示的信息、理解这些信息、自愿

行动并且同意这些干预。行动并且同意这些干预。



知情同意要素知情同意要素知情同意要素知情同意要素

知情同意的初始要素（前提）知情同意的初始要素（前提）知情同意的初始要素（前提）知情同意的初始要素（前提）

能力能力 这是指患者对必要信息的理解和决定的能力这是指患者对必要信息的理解和决定的能力

自愿自愿 指患者的决策是完全自愿的决策指患者的决策是完全自愿的决策

知情同意的知情要素知情同意的知情要素

揭示揭示 指患者对必要信息的揭示指患者对必要信息的揭示

建议建议 指所提议的对患者干预措施指所提议的对患者干预措施建议建议 指所提议的对患者干预措施指所提议的对患者干预措施

理解理解 指患者对必要信息以及所提出的建议的理解指患者对必要信息以及所提出的建议的理解

知情同意的同意要素知情同意的同意要素知情同意的同意要素知情同意的同意要素

决定决定 指患者是否赞成该医疗干预建议的决定指患者是否赞成该医疗干预建议的决定

授权授权 指患者授权对已选择的干预建议过程进行实施指患者授权对已选择的干预建议过程进行实施授权授权 指患者授权对已选择的干预建议过程进行实施指患者授权对已选择的干预建议过程进行实施



知情同意不仅仅是知情同意不仅仅是““法律文件法律文件””，，知情同意不仅仅是知情同意不仅仅是 法律文件法律文件

也不是医患也不是医患““共同决策共同决策””，，它是具有它是具有

丰富伦理内涵的一个概念丰富伦理内涵的一个概念，，是一个人是一个人

实际理解并且真正在没有他人控制下实际理解并且真正在没有他人控制下

有意地批准和同意专业人员做某事有意地批准和同意专业人员做某事。。



知情同意的伦理学原则知情同意的伦理学原则知情同意的伦理学原则知情同意的伦理学原则

尊重人的自主性原则。是指尊重并且保护一个人对在自尊重人的自主性原则。是指尊重并且保护一个人对在自

己身上所发生事情的自主控制权（天赋人权）己身上所发生事情的自主控制权（天赋人权）

医生受患者信托的义务。医生有义务警告患者，以及患医生受患者信托的义务。医生有义务警告患者，以及患

者有权利知道一个“理性的人”想知道的事情 患者没者有权利知道一个“理性的人”想知道的事情 患者没者有权利知道 个 理性的人 想知道的事情。患者没者有权利知道 个 理性的人 想知道的事情。患者没

有询问有关自己的医疗风险的义务。有询问有关自己的医疗风险的义务。

不伤害原则。不伤害原则。



公众的责任公众的责任公众的责任公众的责任

归根结底，质量的保证要靠医生的能力、受归根结底，质量的保证要靠医生的能力、受

教育 练 度 个 作 直教育 练 度 个 作 直教育与训练的程度，个人操作水平、正直与教育与训练的程度，个人操作水平、正直与

献身精神以及一种独立而坚定的自我约束精献身精神以及一种独立而坚定的自我约束精献身精神以及 种独 而坚定的自我约束精献身精神以及 种独 而坚定的自我约束精

神。神。

这不是说不应该受到公众的监督与检查。监这不是说不应该受到公众的监督与检查。监

督与检查是应该的，且应继续下去督与检查是应该的，且应继续下去督与检查是应该的，且应继续下去督与检查是应该的，且应继续下去

但是最终的合同是医生与病人，其关系必须但是最终的合同是医生与病人，其关系必须

建立在相互信任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不建立在相互信任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不

应当让第三者的监督来取代这一值得尊重的应当让第三者的监督来取代这一值得尊重的应当让第三者的监督来取代这 值得尊重的应当让第三者的监督来取代这 值得尊重的

传统。传统。



什么是医学什么是医学??什么是医学什么是医学??
准备和正在从事医学工作的我们 从中可准备和正在从事医学工作的我们 从中可准备和正在从事医学工作的我们，从中可准备和正在从事医学工作的我们，从中可
以获取哪些启示？以获取哪些启示？



Five Star DoctorFive Star Doctor
（（19951995，，WHOWHO））

Care providerCare provider：能根据病人预防、治疗和康复的总：能根据病人预防、治疗和康复的总
体需要，提供卫生服务；体需要，提供卫生服务；体需要，提供卫生服务；体需要，提供卫生服务；

Decision makerDecision maker：能从伦理、费用与病人等多方面：能从伦理、费用与病人等多方面
的情况，综合考虑和合理选择各种诊疗新技术；的情况，综合考虑和合理选择各种诊疗新技术；的情况，综合考虑和合理选择各种诊疗新技术；的情况，综合考虑和合理选择各种诊疗新技术；

Health educatorHealth educator：医生不只是诊疗疾病，更应承担：医生不只是诊疗疾病，更应承担
健康教育的任务，主动、有效地增强群体的健康保护健康教育的任务，主动、有效地增强群体的健康保护健康教育的任务，主动、有效地增强群体的健康保护健康教育的任务，主动、有效地增强群体的健康保护
意识；意识；

Community leaderCommunity leader：能参与社区保健决策、平衡与：能参与社区保健决策、平衡与Community leaderCommunity leader：能参与社区保健决策、平衡与：能参与社区保健决策、平衡与
协调个人、社区和社会对卫生保健的需求；协调个人、社区和社会对卫生保健的需求；

Service managerService manager：协同卫生部门及其他社会机构开：协同卫生部门及其他社会机构开Service managerService manager：协同卫生部门及其他社会机构开：协同卫生部门及其他社会机构开
展卫生保健，真正做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展卫生保健，真正做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Five Star DoctorFive Star Doctor
（（19951995，，WHOWHO））

Care providerCare provider：能根据病人预防、治疗和康复的总：能根据病人预防、治疗和康复的总
体需要，提供卫生服务；体需要，提供卫生服务；体需要，提供卫生服务；体需要，提供卫生服务；

Decision makerDecision maker：能从伦理、费用与病人等多方面：能从伦理、费用与病人等多方面
的情况，综合考虑和合理选择各种诊疗新技术；的情况，综合考虑和合理选择各种诊疗新技术；的情况，综合考虑和合理选择各种诊疗新技术；的情况，综合考虑和合理选择各种诊疗新技术；

Health educatorHealth educator：医生不只是诊疗疾病，更应承担：医生不只是诊疗疾病，更应承担
健康教育的任务，主动、有效地增强群体的健康保护健康教育的任务，主动、有效地增强群体的健康保护健康教育的任务，主动、有效地增强群体的健康保护健康教育的任务，主动、有效地增强群体的健康保护
意识；意识；

Community leaderCommunity leader：能参与社区保健决策、平衡与：能参与社区保健决策、平衡与Community leaderCommunity leader：能参与社区保健决策、平衡与：能参与社区保健决策、平衡与
协调个人、社区和社会对卫生保健的需求；协调个人、社区和社会对卫生保健的需求；

Service managerService manager：协同卫生部门及其他社会机构开：协同卫生部门及其他社会机构开Service managerService manager：协同卫生部门及其他社会机构开：协同卫生部门及其他社会机构开
展卫生保健，真正做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展卫生保健，真正做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医学教育 球最低基本要求医学教育 球最低基本要求
（（国际医学教育研究所国际医学教育研究所））

(1)(1)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 )( )职 价值 态度 行为和伦职 价值 态度 行为和伦

(2)(2)医学科学基础，医学科学基础，

(3)(3)沟通技能沟通技能(3)(3)沟通技能，沟通技能，

(4)(4)临床技能，临床技能，

(5)(5)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

(6)(6)信息管理，信息管理，(6)(6)信息管理，信息管理，

(7)(7)批判性思维和研究批判性思维和研究 。。



什么是医学什么是医学??什么是医学什么是医学??
洪昭光：医匠，医生，医家，大家洪昭光：医匠，医生，医家，大家

Sometimes, cure; often, help; Sometimes, cure; often, help; 
l fl falways, comfortalways, comfort

MiniMini--Nobel symposiumNobel symposium 上主持人说的上主持人说的MiniMini Nobel symposium Nobel symposium 上主持人说的上主持人说的
话话

Harvard Harvard 医学院长对新生说的话医学院长对新生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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