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1 年全国全科医学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立项结果 

（按立项类别和项目编号排序）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课题负责人 项目编号 立项类别 

1  湖南师范大学 
全球卫生视域下医学本科生全科医学教育评价指标体系

的探索与构建 
秦露露 A-YXGP20210101-01 立项资助 

2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基于共情能力的叙事技巧对提升全科医师医患沟通能力

的教学实验 
于  丹 A-YXGP20210201-01 立项资助 

3  河南省人民医院 基于柯氏模型的聚焦式全科住院医师门诊教学体系构建 刘晓宇 A-YXGP20210201-02 立项资助 

4  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 
基于跨学科教育理念的数字化全科医生全周期培养体系

的探索与实践 
李雅柠 A-YXGP20210201-03 立项资助 

5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岗位胜任力导向的阶梯式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课程建设 
牛红心 A-YXGP20210201-04 立项资助 

6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基于“里程碑 2.0”体系的分层教学在全科住规培教育

中的应用 
楼俪泓 A-YXGP20210201-05 立项资助 

7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应用 DxR系统进行全科规范化培训学员临床诊疗思维培

养的研究 
宋浩明 A-YXGP20210201-06 立项资助 

8  扬州大学 
医教协同视角下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全科住院医师培

养探索 
王  逸 A-YXGP20210201-07 立项资助 

9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基于岗位胜任力的升级版导航式多路径全科医师培养模

式的研究 
任菁菁 A-YXGP20210201-08 立项资助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九二三医院 

故事教学法在全科医学规培生精神科培训中的实践与评

价 
李  易 A-YXGP20210201-09 立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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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六安市人民医院 
德尔菲立体式评价皖西革命老区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的

调查与研究 
张  均 A-YXGP20210202-01 立项资助 

12  南京鼓楼医院 
以形成性评价为导向的全科专业住培综合评价体系的构

建与应用研究 
沙杜鹃 A-YXGP20210202-02 立项资助 

1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基于 EPAs的全科住培医师分层培训与考核模型的构建与

应用研究 
马  力 A-YXGP20210202-03 立项资助 

14  锦州医科大学 基层全科医师健康管理能力培训体系的研究 李红玉 A-YXGP20210301-01 立项资助 

15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全科医师儿科专业继续教育培训课程体系效果评价 齐建光 A-YXGP20210303-01 立项资助 

16  河北医科大学 全科医学师资质量评审与认证体系研究 王荣英 A-YXGP20210401-01 立项资助 

17  福建医科大学 基于五维框架的全科医学院系建设与发展研究 王诗忠 A-YXGP20210501-01 立项资助 

18  徐州医科大学 
“强基层”视角下以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基层卫生人才培

养体系的探索 
严文君 A-YXGP20210501-02 立项资助 

19  北京大学 全科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张雪原 A-YXGP20210502-01 立项资助 

2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全科住培基层实践基地教学管理信息化研究与应用 丁  静 A-YXGP20210503-01 立项资助 

21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围绕“四元合力、五项融合”创新引领全科医学研究生

培养模式探索 
高海英 B-YXGP20210102-01 立项自筹 

22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

桥医院） 

“1+2”导师组模式在全科专硕培养中的探索与评价体系

构建 
尤再春 B-YXGP20210102-02 立项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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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全科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调查与培养模式的优

化研究 
廖晓阳 B-YXGP20210102-03 立项自筹 

24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基于临床路径对全科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

的研究 
肖卫忠 B-YXGP20210201-01 立项自筹 

25  福建省立医院 
基于置信职业行为的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评价体系与课程

体系建设研究 
袁  静 B-YXGP20210201-02 立项自筹 

26  广州医科大学 
基于医防协同背景下全科医生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培养模

式的研究 
杨  信 B-YXGP20210201-03 立项自筹 

27  哈尔滨医科大学 全科住培学员接诊能力培养课程体系建设 孟  佳 B-YXGP20210201-04 立项自筹 

28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

和医院 

基于社区初级保健质量提升项目对提高全科住院医师培

训质量的影响 
彭  雯 B-YXGP20210201-05 立项自筹 

29  江苏省人民医院 
基于个性化指导环境的导师制模式在全科医师培训中的

应用研究 
成红艳 B-YXGP20210201-06 立项自筹 

30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全科医学专业“四个一体化+”培养模式研究 刘  芝 B-YXGP20210201-07 立项自筹 

31  青岛市市立医院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优化全科规培学员公共课程体系建

设研究 
李培杰 B-YXGP20210201-08 立项自筹 

32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叙事医学在全科专业住院医师培养中的实践研究 谢  娟 B-YXGP20210201-09 立项自筹 

33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全科住院医师多病共存临床思维评价模型建立与应用 聂志红 B-YXGP20210201-10 立项自筹 

34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列斯特评估量表在全科教学门诊接诊训练中的应用和效

果评价 
陈丽芬 B-YXGP20210201-11 立项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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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

医院） 

在全科专业住院医师临床诊疗能力培训中应用虚拟仿真

教学的探索 
张黎军 B-YXGP20210201-12 立项自筹 

36  
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市普爱医

院） 

基于核心胜任力的全科专业住院医师基层实践基地培训

新模式探索 
胡显锋 B-YXGP20210201-13 立项自筹 

37  浙江大学 
基于课题研究型品管圈开展“双师共建”边远地区助理

全科医师培养 
童钰铃 B-YXGP20210201-14 立项自筹 

38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融入思政教育的能力本位框架下全科专业住院医师培养

与实践研究 
裴冬梅 B-YXGP20210201-15 立项自筹 

39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AI导师制探索 王  瑾 B-YXGP20210201-16 立项自筹 

40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以结果为导向的临床-社区一体化教学质控体系建设探讨 李洁华 B-YXGP20210202-01 立项自筹 

41  通辽市医院 
全科-专科联合门诊教学在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

应用效果 
王  宇 B-YXGP20210202-02 立项自筹 

42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九〇一医院 
全科医师住院规范化培养评价指标研究 桑秋菊 B-YXGP20210202-03 立项自筹 

43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基于 OPAs模式的全科住院医师岗位胜任力评价体系构建

与实施 
姚晨姣 B-YXGP20210202-04 立项自筹 

44  东南大学 基于动机干预技术提升全科医师健康教育能力的研究 陈文姬 B-YXGP20210301-01 立项自筹 

45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基于筛防工作站的基层全科医师慢病管理能力提升方案

构建及实施 
邱山虎 B-YXGP20210301-02 立项自筹 

46  上海市东方医院 
后疫情时代基于 CIPP信息化全科医生公卫服务培训体系

构建研究 
葛剑力 B-YXGP20210301-03 立项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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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 基于 Milestones的全科医师执业能力提升继续教育探索 张含之 B-YXGP20210301-04 立项自筹 

48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县域医共体框架下教共体建设提升基层医生能力探索 黄丽娟 B-YXGP20210301-05 立项自筹 

4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某全科转岗临床培训基地院内结业学员培训效果评价研

究 
马秀华 B-YXGP20210303-01 立项自筹 

50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医教协同背景下建立全科师资临床教学能力评估体系的

实证研究 
顾  杰 B-YXGP20210401-01 立项自筹 

51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四位一体全科医学师资团队的构建研究与探讨 马瑞欣 B-YXGP20210401-02 立项自筹 

52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新医科背景下全科住培师资评价素养调查及培养研究 余  柯 B-YXGP20210401-03 立项自筹 

53  四川大学 
全科医学研究生导师及临床带教师资教学评价体系的构

建及实施 
王星月 B-YXGP20210402-01 立项自筹 

54  天津医科大学 
卓越医师背景下全科医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及导师队伍构

建的策略研究 
王增光 B-YXGP20210402-02 立项自筹 

5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基于德尔菲法的三级综合医院全科医学科评价指标构建 王杰萍 B-YXGP20210501-01 立项自筹 

56  上海市同仁医院 
三级医院全科医学科在分级诊疗中实现服务职能的路径

与机制研究 
马  骏 B-YXGP20210502-01 立项自筹 

57  新乡医学院 
基于 DRG大数据指导全科医师转诊决策的培养体系建设

研究 
赵广志 B-YXGP20210503-01 立项自筹 

58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基于 CIPP模型联合柯氏模型构建全科医生转岗培训评估

体系 
李  艳 B-YXGP20210503-02 立项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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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平台建设为支撑，门诊教学为重点的基层全科师资培养

模式 
戴红蕾 B-YXGP20210503-03 立项自筹 

60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岗位核心胜任力

评价模式设计 
李  朗 B-YXGP20210503-04 立项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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