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医学杂志»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第 ９ 卷 第 ５ 期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９ Ｎｏ.５ꎬ Ｏｃｔ ２０２０

 ３１１

神经疑难疾病多学科联合会诊在专业型硕士研究生
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邱

峰ꎬ苗

妍ꎬ边

洋ꎬ王晴晴ꎬ王鲲宇ꎬ李婷婷

[ 摘要] 多学科协作诊疗(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ＭＤＴ) 是指以患者为中心ꎬ多个不同学科的专家共

同制定多种可行的有效治疗手段ꎬ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ꎮ 华北地区神经疑难疾病多学科联合会诊基于 ＭＤＴ
模式ꎬ形成了针对神经病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特色教学模式ꎬ将多学科协作的整体思维理念融入研究生教
学中ꎬ全方位、多角度培养研究生的能力ꎮ 作者浅谈神经疑难疾病多学科联合会诊在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
过程中的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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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ꎻ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传统的临床医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是
将临床应用所需的系统化的医学知识和技能ꎬ依照
学科的不同特点ꎬ划分为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ꎬ再根
据学生的年龄结构以及知识层次ꎬ按照一定的程序ꎬ

法(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ＰＢＬ) [３] 、案例教学法(ｃａ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ＣＢＬ) [４] 、多学科协作诊疗(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
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ＭＤＴ) [６] 等模式在医学生的教学
中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ꎮ 华北地区神经疑难疾病多

按部就班地灌输给学生 [１] ꎮ 但是随着专业型硕士

学科联合会诊基于 ＭＤＴ 模式ꎬ演变形成了具有神经

相结合的联合培养模式逐渐成为主流趋势ꎬ如何培

者旨在探索神经疑难疾病多学科联合会诊在专业型

养高质量的临床医学专业型研究生成为目前关注的

硕士研究生临床教学中的应用ꎮ

医学教育者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ꎬ如基于问题教学

１

研究生的人数不断增加ꎬ且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要点 [２] ꎮ 为了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复合型医学人才ꎬ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 ８１７０３００６) ꎻ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８ＹＦＡ０１０８６０１)
[ 作者单位] １０００４８ 北京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神
经内科( 邱 峰ꎬ苗 妍ꎬ边 洋ꎬ王晴晴ꎬ王鲲宇) ꎻ１００８５３ 北京ꎬ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消化内科( 李婷婷)
[ 通讯作者] 李婷婷ꎬＥ￣ｍａｉｌ:ｌｉｌｙｌｉｓｍｉｌｉｎｇ＠１２６.ｃｏｍ

病学特色的针对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模式ꎮ 作

ＭＤＴ 模式的提出与必要性
临床医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结束基础知识的学

习之后直接进入专科学习ꎬ基础知识不牢固、甚至存
在缺口ꎬ理论实践缺乏衔接ꎬ各科知识线条化ꎬ单一
专业的知识来源往往受限于带教教师的知识范畴ꎬ
学生很难全面掌握知识架构ꎮ 往往临床思维过于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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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ꎬ难以从整体上对疾病的全貌加以把握ꎬ导致患者

经验ꎬ并可在教授的指导下实际操作ꎮ 此外ꎬ部分研

的治疗效果不理想ꎮ

究生即为会诊患者的管床医生ꎬ在病历摘要的准备

综合利用多学科知识ꎬ从根本上解决临床实际

和汇报过程中ꎬ提前查阅相关疾病的文献资料及鉴

工作中的疑难复杂问题ꎬ是复合型高级医学人才应

别诊断ꎬ形成自己的理解体系ꎬ会诊时在与教授沟通

该具备的能力ꎮ 传统的“ 单学科” 医学教学模式已

以及讨论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对病例的整体把握ꎬ

不能与当代医学教育高速发展相匹配ꎬ因此迫切需

并结合之前的文献检索ꎬ加深对类似疾病的认识ꎮ

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肿瘤中心提出 [６] ꎬ由两个以上的临床相

４

要新的教学模式的出现ꎮ ＭＤＴ 概念最早由美国 Ｍ.

关学科组成针对该疾病的相对固定工作组ꎬ通过组

神经系统疑难病多学科联合会诊在专业型硕士

研究生教学中的实际应用

织召开定期、定时的临床讨论会ꎬ对某种疾病提出跨

神经系统疾病的病种复杂多样ꎬ表现形式各异ꎮ

学科的综合治疗方案ꎮ 这一模式率先在肿瘤治疗领

很多系统性疾病或肿瘤首先表现是神经系统症状ꎬ

域开展ꎬ现 在 各 个 学 科 依 据 自 身 的 特 点 正 逐 渐 将

传统的单因素致病的思维模式和单一专业的研究方

ＭＤＴ 模式广泛应用于临床实践ꎮ
式

ＭＤＴ 模式在我国起步较晚ꎬ尚属于新兴教学模

[７￣８]

ꎮ 如何突破传统的临床思维模式ꎬ打破不同学

科之间的壁垒ꎬ充分发挥多学科的协作优势ꎬ需要经
历一段时间的探索和研究ꎮ 目前多个研究表明应用
ＭＤＴ 教学模式培养临床医学研究生均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２

[９]

ꎮ

法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ꎬ需要多学科共同协作诊疗ꎮ

４ １

以副肿瘤综合征为例

神经系统副肿瘤综合

征是指原发肿瘤在未发生转移的情况下ꎬ影响远隔
的神经系统而产生的一系列症状和体征 [１１] ꎬ在临床
上很容易误诊ꎮ 本中心神经病学专业型硕士研究
生ꎬ在某个以头晕为主诉而收治入院患者的病史采
集、神经系统查体以及辅助检查中ꎬ发现其与常见的
头晕患者有所不同ꎬ经过翻阅文献并与上级医生交

华北地区神经疑难病多学科联合会诊中心的成

长历程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成立的华北地区神经系统疑

流ꎬ考虑疑似诊断为副肿瘤综合征:亚急性小脑变
性ꎬ并将此病例提交给华北地区神经系统疑难病多
学科联合会诊ꎮ 经多位专家共同讨论ꎬ拟诊考虑副

难病多学科联合会诊中心充分发挥北京在疑难疾病

肿瘤综合征可能性大ꎬ但对肿瘤的原发部位提出了

诊疗上的区位优势ꎬ形成了以临床神经病学科、影像

质疑ꎮ 该研究生依照专家的会诊意见ꎬ同时经过与

科、( 神经) 病理科为主体的“ 三维一体” 会诊模式ꎮ

病理专家的多次沟通ꎬ最终通过再次卵巢病理活检

神经科专家对会诊患者进行详细的病史采集、专科

确诊ꎮ

查体ꎬ影像学专家读片、病理专家组织病理现场阅

从患者症状入手ꎬ进行完整的病例分析ꎬ同时进

片ꎬ最后经过所有专家讨论并达成共识ꎬ对患者的疾

行文献检索ꎬ通过多学科的会诊讨论ꎬ最终确诊治

病做出确诊或可能性诊断ꎮ 真正做到临床、影像以

疗ꎬ这是一名普通临床医生处理医疗问题的常规流

及病理的结合ꎬ各学科之间即时沟通交流ꎬ提高诊疗

程ꎮ 但对于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来说ꎬ这只是学习的

质量与效率ꎬ使患者能够真正受益ꎮ

前半部分ꎮ 归纳总结疑难、少见病例的诊疗思路ꎬ以
专家会诊意见为线索ꎬ查阅国内外类似疾病的最新

３

将神经系统疑难病多学科联合会诊理念有机融

入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教学

进展ꎬ回顾性分析本中心神经系统副肿瘤综合征的
特点ꎬ并以此为基础在导师的指导下撰写科研论文ꎬ

多年来ꎬ医科大学以及教学医院非常重视临床

再根据论文的查新报告以及文献检索寻找研究热

医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工作ꎬ给予全方位的

点ꎬ申报省、市或医院各级针对年轻人设立的科研启

保障和支持ꎮ 但是鉴于目前 ＭＤＴ 模式在临床诊治
中运用相对较多ꎬ而在教学方面研究较少

[１０]

ꎬ因此

有必要以华北地区神经系统疑难病多学科联合会诊
中心为依托ꎬ帮助神经病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快速
搭建疾病的整体理论框架ꎮ
该中心要求所有在读神经病学专业型硕士研究

生每次会诊准时到达会诊地点ꎬ通过旁观会诊教授的
问诊、体格检查、显微镜审阅病理片以及讨论等增长

动基金ꎬ或积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
目的申报ꎬ从而使临床学习过程形成“ 闭环” ꎮ 践行
“ 提出问题￣通过会诊讨论问题￣研究、解决问题￣开
拓创新” 全流程ꎬ研究生在整个过程中得到科学研
究锻炼和成长ꎮ

４ ２

教学效果评估

对专业型硕士研究生进入科

室一学年后进行教学评估ꎬ采取技能、理论考核与问
卷调查相结合的形式反馈评价ꎮ 出科时每人进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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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系统疑难病的理论及技能考核ꎬ两项考核成绩满

分均为 １００ 分ꎮ 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学习兴
趣、自学能力、临床思维及科研能力提升程度 ４ 个方
面ꎬ每方面 １ ~ ５ 分ꎮ 结果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软件进行

 ３１３

很多研究生参与文献检索及病例汇报ꎬ在大型会议
上展露头角ꎬ极大地开阔了视野ꎮ 大量会诊病例的
临床资料、音视频、影像图片以及病理资料也为研究
生后续的科研总结积累了宝贵素材ꎮ

数据统计分析ꎮ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 ｘ
±ｓ)

５ ３

学意义ꎮ

的培训ꎬ对基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有一定的了解ꎬ但

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
４ ３

教学反馈

总共 ３２ 份报告ꎬ匿名填写共收回

３２ 份ꎬ其中观察组( 参加联合会诊模式教学的学生)

１６ 份ꎬ对照组( 未参加联合会诊模式教学的学生)１６

份ꎮ 结果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疑难病的技能成绩
(８８ ３１±５ ８８ ｖｓ ８１ ７５ ± ５ ０９) 和理论成绩( ８９ １３ ±

６ １ ｖｓ ８３ ５０±５ ２２)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ꎮ

有利于启发研究生发现神经病学转化的热点

研究生进入临床之前ꎬ一般都经过科研基础能力

由于缺乏整体的思维模式ꎬ很难将基础科研课程、临
床及社会实践活动融会贯通ꎮ ＭＤＴ 模式恰恰打通
了这 ３ 方面的壁垒ꎬ让研究生寻找感兴趣点ꎬ带着问

题去思考、查阅文献ꎬ有效地避免了研究生对枯燥的
理论知识产生厌烦情绪ꎬ激发他们对疾病病因机制
探讨的渴望ꎬ充分的将理论与实践结合ꎬ通过病例的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观察组的学习兴趣、自学能力、

总结发现临床亟待解决的疑难问题ꎬ跟踪国内外研

临床思维及科研能力( 技能和理论) 提升程度评分

究进展ꎬ确定研究方向ꎬ寻找恰当的解决问题的研究

为(４ ２５±０ ６８ꎬ４ ６４±０ ３８ꎬ４ ２７±０ ４１ꎬ４ ５８±０ ３９ꎬ

４ ４５±０ ４７) 分ꎮ
５

题和科学研究的相互转化ꎬ既锻炼科研思维ꎬ又深入
理解临床问题ꎮ 这其实也是“ 转化医学” 的精髓所

神经系统疑难病多学科联合会诊对神经病学专

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意义

５ １

方法ꎬ申请科研课题ꎬ在导师的带领下ꎬ实现临床问

在 [１２￣１３] 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研究生可以提高整体的科
研能力ꎬ并逐渐发展成为优秀的转化医学人才ꎮ

神经系统

王辰院士曾经说过“ 只有经过科学方法验证过

疑难病多学科联合会诊从根本上实现了学科之间的

的直接经验才能形成高级的经验ꎬ才能有效地指导

有利于临床总体思维模式的建立

经验交流与共同提高ꎬ达到了医疗资源共享、经验知
识分享、诊疗意见形成共识的目的ꎮ 神经科医师通

临床工作、改变临床实践” [１４] ꎮ 如果在研究生培训

阶段形成这种“ 临床￣基础￣临床创新” 的良性循环ꎬ

过学习神经病理的概念和知识ꎬ对疾病发生和演变

从诊治患者的过程中ꎬ发现问题ꎬ寻找科学的研究方

过程了解得更加深刻ꎬ提高了诊断能力ꎻ影像科专家

法ꎬ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ꎬ这样从临床到基础、

与临床患者实地接触ꎬ结合病理阅片使得影像诊断

再从基础到临床创新的“ 转化医学” 培养模式必将

更加准确ꎻ而病理科专家结合临床病史和影像读片

使研究生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具备扎实的科研能力

使得“ 枯燥” 的形态学描述性诊断变成临床病理诊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断ꎮ 通过临床、影像和病理“ 面对面” 交流ꎬ使患者

综上所述ꎬ传统的单一学科教学仅涉及本学科

的确诊率大幅提高ꎮ 研究生们则通过旁听以及参与

领域知识ꎬ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以

会诊过程ꎬ将神经￣影像￣病理相结合ꎬ形成全面的临

本专业知识为主导ꎬ忽略了不同专业之间的联系ꎬ缺

床查体、诊断思维模式ꎬ对疾病的整体把握以及未来

少整体思维、全局观念ꎬ临床运用中难以驾驭ꎮ 如何

的临床学习大有益处ꎮ

将多学科融合ꎬ解决临床实际问题ꎬ成为培养临床研

５ ２

有利于研究生开阔眼界

华北地区神经系统

疑难病多学科联合会诊中心成立近 １２ 年来ꎬ目前已
会诊患者５ ０００余例ꎬ涉及病种 ３００ 多种ꎬ尤以神经

究生的重点ꎮ 基于 ＭＤＴ 模式的神经系统疑难病多
学科联合会诊ꎬ实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衔接ꎬ学科
与学科之间的交融ꎬ培养了研究生对临床问题深层

科罕见病、疑难病、危重病多见ꎮ 如血管源性疾病包

次的、连贯的、整体的思维架构ꎮ 有助于从不同角

括特殊部位的脑脊髓血管畸形、中枢神经系统血管

度、不同专业中全面、透彻地掌握相关知识ꎬ横向思

炎等ꎻ感染性疾病如真菌感染性肉芽肿、少见神经系

维联系多学科知识ꎬ融会贯通ꎬ从整体上把握疾病ꎬ

统感染ꎬ并且报道国内首例 Ｗｈｉｐｐｌｅ 病ꎻ神经系统肿

提升研究生的学习兴趣以及主动性和创新性ꎮ 因

瘤包括脑淋巴瘤样肉芽肿、胶质瘤病、颅内不典型肿

此ꎬ在未来如何继续将神经系统疑难病多学科联合

瘤ꎻ免疫介导性疾病如变异性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

会诊在培养研究生中进行推广应用ꎬ需要不断探索、

Ｓｕｓｃａ 综合征、瘤样炎性脱髓鞘病等ꎮ 许多疑难病例

及罕见病例在国内外神经科大会进行了学术交流ꎬ

实践并加以完善ꎮ

( 下转第 ３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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