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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

【编者按】　1978-09-12 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召开，会议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

明确指出发展初级卫生保健是实现“2000 年人人享有健康”目标的关键和基本途径。国际初级卫生保健理念的形成吸

收了中国农村“赤脚医生”服务模式及其他以社区为基础的卫生运动的经验和做法。40 年后重温《阿拉木图宣言》，

其对中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和全科医学的发展仍具有指导意义。随着国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健康服务需求的增多，

初级卫生保健的内涵也应该与时俱进。因此，特邀本刊主编杨辉博士撰文，对《阿拉木图宣言》发表 40 年以来初级

卫生保健和中国全科医学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目前和未来发展全科医学面临的挑战，以期为全科

医学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方向，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和全科医学的持续开展提供参考，敬请关注。

初级卫生保健与中国全科医学的发展及挑战

杨辉

【摘要】　《阿拉木图宣言》自 1978 年发表以来至今已有 40 年，全球健康目标从“2000 年人人享有健康”（HFA）

变为全民健康覆盖（UHC），初级卫生保健（PHC）依然是实现全球健康策略的基本途径。本文基于《阿拉木图宣言》

阐述了 HFA 和 UHC 的含义，梳理了中国 PHC 与全科医学的发展历程，并提出中国全科医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希望可

以为全科医学领域研究者、实践者提供方向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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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lmaty-Ata Declaration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40 years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1978，and the global 

health goal has changed from "health for all by the year 2000"（HFA） to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UHC），but primary 

health care（PHC） still is the basic wa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global health strategy. Based on the Almaty-Ata Declar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eaning of HFA and UHC，and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PHC and general practice in China. 

It also propos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 when developing general practice and hope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gener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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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WHO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哈萨克斯坦的

阿拉木图召开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发表《阿拉木图

宣言》（《宣言》）［1］。《宣言》重申了生物 - 心理 -

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提出了“2000 年人人享有健康”

（health for all by 2000，HFA）的全球目标，并将初级

卫生保健（primary health care，PHC）确定为实现全球

目标的基本途径。《宣言》发表后，PHC 得到广泛开

展，全科医学得到建立和发展，人民健康明显提高。

2018 年是《宣言》发表的 40 年，全民健康覆盖（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UHC）已经成为新的目标［2］，PHC 依

然是实现全球策略的基本途径，全科医学服务也在世界

范围内得到更深入和广泛的开展。本文在回顾 PHC 和

中国全科医学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发展全科医学

的挑战，希望能与全科医学领域研究者、实践者们共同

迎接新的挑战。

1　从 HFA 到 UHC
HFA 是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提出的目标，PHC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策略。《宣言》发表后，各国均

致力于改善人民健康，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中国，

1981 年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为 67.8 岁（男 66.3 岁、女

69.3 岁），到 2010 年已提升至 74.8 岁（男 72.4 岁、女

77.4 岁）［3］；从 2016 年到 2017 年，居民的人均预期

寿命由 76.5 岁提高至 76.7 岁［4］。但全球并未实现 H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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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卫生系统低效率和健康不公平的现象依然存在。

UHC 是目前的全球健康目标［2］，是全球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保障人们在不遭受经济困

难的情况下获得所需要的医疗保健服务，并将各种资源，

特别是人力资源的利用最大化［5］。从 HFA 到 UHC，人

们面临的健康挑战只增未减，而健康和卫生系统面临的

挑战已经有别于 20 世纪 70 年代，但 PHC 仍然是践行

全球健康策略的最佳途径。PHC 并非一句简单的口号，

而是一场切实的实践。实现 PHC，不仅需要卫生工作者

的努力，也需要整个社会和政府部门的协作。同样的，

实施 PHC 面临的挑战，不仅局限在医疗卫生系统，也

涉及全社会所有组织和个人，不仅包括政府部门的行动，

也包括与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在目前信息技术高度

发达的环境下，人们对 PHC 的需求发生了改变，如何

实施 PHC 是需要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2　PHC 与全科医学

发表《宣言》的初衷，是国际社会和各国对人们健

康状态，特别是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严重不平等现象

的严重关切。社会经济和医学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并

未给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健康带来预期的好处。因此，

PHC 成为应对挑战、改善健康公平的重要策略。

《宣言》表示，PHC 是“个人、家庭、群众与

国家保健系统接触的第一环”，即第一接触（the first 

contact）。如果人们患病或者出现不适症状，首先寻求

谁的帮助？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可持续的、公平的、

具有成本效益的医疗系统，首先要发展什么样的服务？

人们寻求医学或健康服务的第一接触在哪里？在大多数

国家，第一接触是在社区工作的全科医生（家庭医生）。

但全科医生并非唯一的第一接触，其他人也可能成为第

一接触。比如药房的药剂师、医院的急诊部、流动医疗

服务、急救服务、护理照护服务、各种协疗服务、各种

替代的医学服务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其他政

府部门工作者（如民政的社区工作站、非政府组织），

民营服务组织（如私人医院和诊所）以及家人、朋友、

同事。在所有可能的第一接触中，全科医学是 PHC 的

主要提供者之一，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和全科医学服务是

PHC 的基石。健全的全科医学服务系统是成功的 PHC

系统的标志，也是成功的国家卫生系统的标志。来自国

家、省级、地方、个体层面的良好证据均表明，良好的

PHC 与患者的良好健康结局、较低的医疗费用、较高的

健康公平相关［6］。

国际上，作为第一接触的不分科医生（通科医生）

的存在时间较长，如果以英国全科医生学会（RCGP）

成立为里程碑，全科医学职业化发展已经有 60 多年的

历程［7］。在全科医学（家庭医学）服务较为成熟的国

家（如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北欧

各国），全科医生（家庭医生）是国家和地区医疗服务

系统的核心，是不需转诊的第一接触。上述国家在全科

医学服务系统建设方面也发展得较为成熟，比如澳大利

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经启动了全民医疗保险建设，

正式成立全科医学培训项目，各医学院校设立全科医学

系［8］。但在发展中国家，全科医学（家庭医学）服务

系统的建设仍有待加强［9-10］。

3　中国的 PHC 与全科医学

中国的全科医学学科是在 PHC 的大环境下建立和

发展起来的。以大概每 10 年为 1 个阶段对中国全科医

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事件进行梳理：（1）40 年前，中国

农村的“赤脚医生”服务是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上介

绍的 PHC 成功经验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处于改

革开放的初步阶段。当时的初级卫生保健以农村卫生为

重点，关注如何在“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

上，进一步巩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探索在农村集体

经济解体的经济制度改革环境下，如何发展和稳定乡村

医生队伍，从而让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获得基

本医疗服务。（2）1986 年在北京市召开“实现人人享

有卫生保健领导干部研讨会”。1989 年在北京市举办

了第一届国际全科医学学术会议。1993 年中华医学会

全科医学分会成立，标志着中国全科医学学科正式建立。

（3）1997 年原卫生部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

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首次提出“加快发展全科医学，

培养全科医生”。1998 年《中国全科医学》杂志创刊。

1999 年全国全科医学教育工作会议召开，2000 年制定

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试行办法与培训大纲，成立全科医

学培训中心。（4）2006 年发布《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

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发〔2006〕10 号）、《关于

加强城市社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国人部

发〔2006〕69 号），2009 年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 号），

中国在加快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深化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建立全科医生制度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

《阿拉木图宣言》节选——

健康不仅仅是疾病与体虚的匿迹，而是身心健康

和社会幸福的总体状态，是基本人权。

初级卫生保健是基于切实可行的、学术上可靠的，

而又为社会所接受的方式与技术之上的主要的卫生保

健，通过群众中个人及家庭的参与，并在本着自力更

生及自决精神而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群众及国家能以

维持的费用，而使之遍及所有人等。它既是国家卫生

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功能的中心和活动的焦点，

也是群众社会及经济总体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

个人、家庭、群众与国家保健系统接触的第一环，能

使卫生保健尽可能接近于人民居住和工作场所。它还

是卫生保健持续进程的起始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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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建议所有医学院校设立全科医学系，医学院

附属医院和三级医院设立全科医学科。（5）2018 年 1 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

激励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8〕3 号）。

可见，中国的初级卫生保健主要在农村地区开展，

并早于全科医学的发展，而中国全科医学主要在城市地

区开展。在城乡二元化的中国，卫生政策和服务在城市

和农村之间有较为明显的不同。不过首先在城市地区发

展起来的全科医学服务，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城区向

农村的辐射作用，也在逐渐地向农村地区延伸发展。

2011 年至今，中国的全科医学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

据统计，截至 2017 年末，中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共有

卫生人员 382.6 万人，每万人口拥有全科医生 1.82 人［4］。

4　中国全科医学发展面临的挑战

4.1　传染性疾病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展望下一个 40
年，医疗和健康服务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由此

产生了日益增加和严重的慢性病疾病负担。1982 年中

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例为 4.91%，而 2017 年该比例上升为 11.4%；

据预测，该比例在 2027 年将突破 15%，2034 年突破

20%，2045 年突破 25%［11］。40 年前传染性疾病是主

要疾病负担；而目前和未来 40 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将成为主要疾病负担。因此，既往应对传染性疾病和单

病种的基本医疗服务措施应“退居次位”，取而代之的

是以改变行为方式、重点慢性病危险因素筛查为主的一

级预防措施，以连续性健康管理、多种慢性病共病管理

为主的二级预防措施，以维持生活质量、社会功能为主

的三级预防措施。全科医学和预防医学的概念，尚未得

到普遍的认识和认同。目前和未来的预防医学，已经从

既往的以遏制传染性疾病的流行为重点，转移到以延缓

病程和延迟发病、改善生活质量和促进健康为重点。人

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挑战。医学界，特别是

全科医学界，应该从教育培训、服务和管理，乃至系统

的治理，做出与 40 年前不同的调整。

4.2　以医院为中心与以全科为中心　医院的传统或合

理的功能，是对急症问题和复杂问题进行专科干预。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到 20 世纪 90 年代，围绕医院的医学专

科化已经形成，医学科技进步和开发主要围绕医院专科

服务，使得居民认为医院和专科医生是挽救生命和治愈

疾病的当然提供者。以医院和专科医生为中心，将医疗

服务延伸至社区的系统架构，在中国长期存在。日益复

杂的专科化医学服务和不断涌现的医学技术革新，使医

院服务费用升高的问题更为凸显，无论是社会医疗保险

还是患者的自我支付，均是不可持续的。然而在很多国

家，从以医院为中心到以社区为中心这个“调头”（U 

turn）难度很大，医院和专家的“巨车”已经过于庞大，

“转向”存在“翻车”风险。很多地区在尝试系统的“转

向”，包括建立起以全科医学为主的社区卫生服务，用

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双中心模式（分级诊疗）来

平衡或挑战以医院为中心的单中心模式。在这个过程中，

全科医学发展的过程漫长且存在阻碍，尤其是在缺乏基

本医疗服务的社会和文化基础的地方。

4.3　以医生为中心与以患者为中心　长期以来，生物

医学的和专科的医学干预在治病救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

用，治疗关系也以医生家长地位、患者被动服从（依从）

地位为主要特征。40 年前的信息技术并不发达，由于

信息不对等，以医生为中心的服务可以有效地预防疾病

和筛查危险因素（如分析传染病源、开展急症诊治）。

但在目前，在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要病种和就诊原

因的情形下，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环境中，医生的权威地

位受到挑战。（1）人们的健康服务需求增多，老年人

群存在共病问题且这些疾病问题会长期存在。人们需要

综合性的健康评估和疾病管理，但既往的医学教育和服

务通常仅针对短期内的某种疾病，单独的医学专科服务

和条块分割的卫生服务系统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医疗服

务需求。（2）慢性病患者因长期患病，对疾病的认知

逐渐提高，并尝试探索适合自身的应对经验和行为改变

策略。居民的健康素养提高，更倾向于选择值得信任的

医生就诊，更注重维护自身的权利。但在部分国家，依

然存在未告知患者药物或治疗风险、实验室检查过度的

现象。

目前和未来的医学服务，应该以患者为中心，即提

供的服务是患者所需要的。在医患关系中，医生与患者

属于互动形式的合作伙伴关系，医生应尊重患者并具有

同理心，要与患者共同面对慢性病的挑战，而不是采用

“医生给予、患者接受”的服务方式。医患关系应该是

相互尊重的、相互知情的、相互参与的、相互支持的。

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可以改善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

平性，增强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改善患者的就诊体

验和医疗结局，同时也可以增强服务提供者的信心，提

高其工作满意度和服务效率。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

点，为患者提供适当的服务。全科医学服务是以患者为

中心的服务，实现这样的服务模式，有赖于全科医生的

壮大与发展，也有赖于整个医学教育和提供系统的根本

变革。

4.4　解决问题与协调服务　与 40 年前相比，患者的医

疗服务需求更为复杂。全科医生不仅要有系统的知识和

技能，还要有扎实的全科诊疗能力，可以解决社区居民

大部分的躯体和心理健康问题，并具有在社区工作的胜

任力。全科医生是居民健康服务最主要的第一接触，其

接诊的患者涉及不同性别、所有年龄段、各种文化和信

仰背景以及多种慢性病、用药、生活方式问题、躯体和

心理共病、未分化疾病表现等。全科医学的职业化培训，

也应该关注全科医生发现或解决具体社区健康问题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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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家庭医生组织（WONCA）研究论文摘要汇编
——全科诊所聘用文书对全科医生工作效率、
面对面诊疗时间以及患者舒适度的影响

【摘要】　背景　在全科诊所设置文书职位是一项创新之举。目前，越来越多的全科诊所聘用了文书，但聘用

文书给全科诊所带来的影响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调查聘用文书对全科医生工作效率、面对面诊疗时间以及患者舒适

度的影响。方法　在 1 家位于城区的安全网全科诊所，选取 5 名家庭医生和儿童内科医生及其接诊的患者为研究对

象，开展前瞻性前 - 后观察对照研究。文书陪同全科医生在诊疗室工作，负责记录诊疗过程。第 1 阶段完成后，每隔 

200 min 的接诊，额外增加 20 min 的接诊时间。以电子病历上记录的每小时接诊患者例数、工作量点数来评估全科医

生的工作效率。在诊疗室直接观测全科医生在诊疗过程中花费在患者身上的时间以及花费在其他方面的时间。诊疗结

束后，对患者或其家属进行就诊舒适度调查。结果　（1）与未聘用文书时相比，聘用文书后，全科医生的每小时工

作量点数增加 10.5%（处方数由 2.59 增加至 2.86，P<0.001），每小时接诊患者例数增加 8.8%（接诊患者例数由 1.82
增加至 1.98，P<0.001），但患者的人均医疗服务量点数未发生改变。（2）聘用文书后，全科医生在诊疗过程中花费

在患者身上的时间增加 57%（P<0.001），花费在将诊疗资料录入到电脑上的时间减少 27%（P=0.003），面对面诊疗

时间增加 39%（P<0.001）。（3）在诊疗室内增设文书配合全科医生工作后，多数患者（69%）感觉舒适度甚佳；但

对于诊疗室内的所有人员（文书本人除外）而言，感觉舒适度甚佳的比例从 93% 下降至 66%（P<0.001）。结论　本

研究表明，聘用文书可以促进全科诊所的工作，但其效果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原 文 见：ZALLMAN L，FINNEGAN K，ROLL D，et al.Impact of medical scribes in primary care on productivity，

face-to-face time，and patient comfort［J］.J Am Board Fam Med，2018，31（4）：612-619.DOI：10.3122/

jabfm.2018.04.170325.Published at http://www.jabfm.org/content/31/4/612.full.

（本刊编辑部整理）

力。全科医生需要有持续的职业发展，以适应医学知识

技术的更新和社区居民需求的变化。同时，全科医生也

承担着医疗服务系统协调人的重要角色。横向协调，包

括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部和社区内（如政府组织、公

民社会组织、社区服务）的沟通和相互转介；纵向协调，

包括与医院和专家的双向转诊。

上述内容并未涵盖所有的全科医学发展面临的挑

战，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卫生系统改革的进行，新

的挑战也会不断出现。挑战代表着新的研究问题，进一

步的全科医学研究可以从卫生系统改革和发展、全科医

学学科建设和延伸、医患关系互动和支持等方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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