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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临床实习阶段，是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培养专业技能的关键时期，也是使其成为一名合格医生的重要阶
段。但在实习阶段发生医疗事故后，对一个实习医生的打击往往比较大，如何对待在实习阶段发生医疗
事故的学生，帮助他们度过此人生中艰苦的阶段，是临床教育工作者应该探讨和实践的重要问题。本文
对口腔实习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后的心理改变及对策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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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ship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medical students to attain expertise and adopt clinical skills,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stage to enable one to be a qualified doctor. However, medical malpractice
during that time would be a serious blow. Clinical educators should consider how to deal with the
troubled interns and help them get through this difficult time in their lif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s after medical malpractice among intern dental students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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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习医生是医院特殊存在的一个群体，他们面临着从学生到临床大夫的全面转变，每天都经受着理
论知识、操作技术、心理调节、人事医患关系等各方面的颠覆性的改变，处于心理生理压力巨大的重要
阶段。实习阶段的所见所学所感所悟都直接影响着未来临床工作信心的树立[1]。如何能够帮助实习医生
做好全方位的平稳过渡，是医学院校和带教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尤其如何对待在实习阶段发生医疗事故
的学生，分析掌握其心理变化的独特发展趋势，帮助他们度过此人生中艰苦的阶段，是临床教育工作者
应该探讨和实践的重要问题。

2. 口腔实习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原因分析
笔者走访多所口腔临床实习教学医院发现，所有教学医院每年每届实习学生均会发生医疗事故，其
中误吞小器械和拔错牙位是所有实习医生发生医疗事故中最常见的两种情况。口腔实习医生发生医疗事
故后的心理改变及对策分析。

2.1. 理论基础薄弱和临床操作技术不过关
大多数口腔实习医生在进入临床前都只是接受了 3~5 年的基础理论学习，理论结合临床实际的能力
欠缺。口腔医学是一门临床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临床所用到的器材多、材料产品种类多，每专业科别涉
及的疾病诊治原则不同，操作步骤繁琐，这些特殊性往往使初次进入临床的实习医生失去自信，考虑不
全面，判断不准确，操作不到位，顾头不顾尾的等问题。用有限的理论基础面对复杂的疾患，发生操作
失误和医疗差错的概率就会大幅提高。

2.2. 医生的责任感差
由于实习医生不具有独立临床操作的资质，操作时必须由上级医师指导和监督，因此，由实习医生
引发的医患纠纷和医疗事故处理的责任人均为带教老师或上级医师。这也直接造成了多数实习学生的责
任感不强，操作要求不严谨，治疗过程不规范、治疗效果不佳。再加之有些实习机构对实习带教要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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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硬，带教老师监管不到位甚至监管缺失，最终造成临床事故发生。

2.3. 医疗风险意识缺失
医学生选择医学专业的最初都抱有着救死扶伤的崇高理想，但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医务人员所承担的
责任和风险，缺乏足够的医疗风险意识。而在医学院校学习和实习过程中，学校和学生都更注重如何掌
握充足的处理临床疾患的专业知识，未能充分建立起正确高尚的爱患意识，更未能够充分接受医学相关
医德教育、法律法规学习和医疗风险意识的强化，也未能够学习到足够保护医生自身的方式和方法[2]。
进入实习后，在直接面临病号的最初，不知如何才能做到既能规范治疗又能规避医疗风险，更有很多学
生，操作能力不够加之胆大心不细，根本完全没有意识到需要去规范治疗以规避医疗风险。

3. 事故发生后实习医生心理和行为改变
实习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后都存在着不同的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症、强迫症、抑郁症、职业倦怠和
自杀倾向等心理健康问题和行为改变。尤其以焦虑、抑郁和职业倦怠最为常见。下面就最新研究进展进
行简要综述。

3.1. 焦虑
人们对一些即将到来的却不能把控的事情往往表现出非常担心和害怕的心态，当这些担心与害怕的
反应超过了个体能够耐受的程度或者影响到个体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那这种症状就属于焦虑症范畴。焦
虑症是以焦虑、担心与不安为主要症状的神经疾病[3]。大多数刚刚进入临床的实习医生都存在着不同程
度的焦虑症状，如若发生医疗事故，根据一项全国范围内三十家口腔医院的实习医生睡眠问题调查研究
结果显示，579 名医生有 98.5%的医生常常出现程度不同的焦虑烦躁心态[4]。

3.2. 抑郁
抑郁症是神经官能症的一种，它通常是由多种综合因素叠加所致。临床主要表现为明显而持久的情
绪低落、索然无味、消极、思维迟缓等症状[5]。据统计，抑郁症是自杀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国内有超过
百分之三十的医生患抑郁症，比普通人群患抑郁症多四倍，如此之高的抑郁症成为医生所面临的重大健
康威胁，所以如果再发生医疗事故，实习医生的抑郁率还会再高，这不仅影响到医生本人的健康状况，
还会直接降低医生工作效能甚至会导致医患关系日趋紧张。

3.3. 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症俗称“职业枯竭症”，也就是说，职业倦怠是在职业领域中以个体的一种个人成就感降
低、情感衰竭和人格解体为症状的心理表现疾病[6]。发生事故的实习医师往往不愿意继续从事临床工作，
产生对专业的厌恶，萌生改行的念头。

4. 针对发生事故实习医生心理和行为应采取的对策
4.1. 教学医院采取的措施
4.1.1. 加强临床前技能培训
在临床实习前进行专业技能强化训练和临床思辨能力培养，帮助学生尽快临床医生的角色。我们医
院会对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口腔专业学生安排一个周的时间进行专业基本技能的强化训练，缩短实习的
适应期，尽快完成角色转变，规范临床操作规范，提高临床实践能力，减少临床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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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加强学生医疗风险教育
将医疗风险意识教育纳入在校医学教育教学计划，系统开设医疗相关法律法规专题讲座和课程，完
善基础教育体系。使学生在走出校门踏上工作岗位前的每一个成长阶段都能够接收到系统完整不断强化
的医疗风险意识，形成在医疗行为中自我保护的观念。
4.1.3. 医院成立专门的心理健康咨询机构
医院根据实际情况成立专门的心理健康咨询机构，及时调研近期内医院发生医疗事故或医疗纠纷情
况以及医生心理 健康变化状况，有针对性的及时组织一些心理疏导和培训活动。比如聘请心理名师为医
生进行专门的心理讲座及培训，提供缓解心理健康问题的相关可行建议和意见，引导医生创新自我自愈
式心理健康疗养方式，及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教育[7]。

4.2. 带教老师/导师采取的措施
4.2.1. 提高带教能力，率先垂范
带教老师的带教能力不仅仅体现在规范的临床操作水平上，如何能够帮助实习医生全面了解临床工
作的特点，诸如医患沟通中合适的言谈举止，行医处事中高尚的医德医风，规范诊疗过程中的爱伤爱患
理念，持续惊醒的医疗风险防范意识，孜孜以求不断提高的技能和学术钻研等等，带教老师的行为都在
真正意义上全方位的影响着实习医生是否能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者[8]。
4.2.2. 加强监督和规范管理
目前，进入到临床的实习医生数量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成逐年上升趋势，而同时实习机构和
带教老师的数量却存在着明显不足。往往一个临床老师需要同时带教多名实习医生。面对高强度的临床
工作和带教压力，我们要加强监督和规范，以减少临床事故的发生。
4.2.3. 规范口腔诊断和操作流程
带教老师从实习医生进入临床的最初期就严格要求，采取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教学原则，先从模
型及体外开始，再慢慢进入临床，规范操作，才有可能最大程度的减少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发生医疗
纠纷和事故的概率。

4.3. 对于当事学生来说
4.3.1. 以病人为中心，强调高度责任感
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高尚的职业道德是杜绝医疗事故，避免医疗纠纷的基础。任何时候，都要谨记病
人至上的原则，能真正设身处地的为病人着想，强调培养和树立高度的责任感。
4.3.2. 从小处着手，强调做好能做的
大量事故和纠纷的出现证明，事故很少发生在危重病人和疑难技术方面，相反被看作简单重复的操
作却更容易出现问题，这就要求实习医生应该对每一个诊疗操作及后果都有一个客观的预期，树立未雨
绸缪的心态，在不会发生问题的情况下仍然要保持高度的审慎态度。
4.3.3. 心理调适，强调提高自身适变能力
从实习医生自身来讲，不断提高临床技能的同时要注重提高心理素质，强调面对变化时的心理自我调
节能力，以不变应万变，培养积极的人格，用健康的心境和坚强的意志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不断自我成长[9]。

5. 总结
面对口腔实习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后的心理上的变化，我们应该从医学、学院带教老师、实习医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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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的分析，寻找个性化应对措施，以期强化培养实习学生的医患交流能力，构建和谐
医患关系，不断提高实习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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