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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全科医生现状调查

杨明玉,郭婷婷,张廷建,彭怡然

[摘要]目的:调查分析安徽省全科医生队伍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方法:采用自制调查问卷,随机抽取安徽省 8 个地

区(合肥、蚌埠、芜湖、黄山、阜阳、六安、滁州、安庆)、368 个村卫生室、167 个乡镇卫生院、在岗的 930 名全科医生进行调查。 结

果:930 人中,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 410 人,村卫生室全科医生 520 人。 2 组性别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村卫生室

全科医生年龄结构高于乡镇卫生院(P < 0. 01)。 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学历高于村卫生室(P < 0. 01);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的

月收入高于村卫生室全科医生(P < 0. 01);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对工作待遇的总体满意度高于村卫生室(P < 0. 01);乡镇卫

生院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高于村卫生室全科医生(P < 0. 01);村卫生室全科医生接受培训率高于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P <
0. 05)。 结论:安徽省全科医生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满足医疗需求,年龄偏大、学历偏低,人才储备严重不足,职业培训针对性

不强,全科医生收入和工作满意度不高,绩效考核效果不明显,尤其农村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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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quo investigation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Anhui province
YANG Ming鄄yu,GUO Ting鄄ting,ZHANG Ting鄄jian,PENG Yi鄄ran

(Research Center for General Practice Education Development,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status quo and main problems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Anhui province.
Methods:Eight cities(including Hefei,Bengbu,Wuhu,Huangshan,Fuyang,Lu忆an,Chuzhou and Anqing),368 village clinics and 167
township hospitals and 930 general practitioners from Anhui province were randomly investigated using self鄄made questionnaire.
Results:Among 930 general practitioners,410 people and 520 people were township and villageship general practitioners,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of gender between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age composition,degree and monthly
incom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village clinics were higher,lower and lower than those in township hospital(P < 0. 01).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salary,post competency and training rat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village clinics were lower,lower and higher than those
in township hospital(P < 0. 01). Conclusions: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Anhui province can not meet the
medical need. The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village clinics are high age,low degree,less talent,weak vocational training,low income,low
work satisfaction,no obvious effect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and low post competency.
[Key words] general practitioner;status quo;investigation

摇 摇 为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缓解人民群众

“看病难、看病贵冶的问题,当前建立全科医生制度,
为基层培养大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冶的合格

全科医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安徽省自 2003 年,
尤其是推行新医改以来,通过开展社区卫生技术人

员岗位培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转岗培训、
全科方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农村订单定向医学

生免费培训和乡镇卫生院招聘(募)人员全科岗位

培训,多措并举,加强全科医生人才培养,初步形成

了该省全科医生人才队伍[1]。 本研究通过调查安

徽省全科医生数量分布、规模、结构、工作情况、职业

发展、现实需求、权益保障等方面,查找安徽省全科

医生职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及原因,进而

探讨安徽省全科医学人才培养和职业发展的管理机

制和权益保障的运行体制,促进我省医疗公共卫生

服务的均衡发展。 本课题研究的主体是在基层卫生

服务机构经过全科医生转岗培训考试合格或者通过

乡村全科医生考试合格的两类医务人员群体,并对

二者进行比较分析。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调查对象 摇 调查安徽省 8 个地区(合肥、蚌
埠、芜湖、黄山、阜阳、六安、滁州、安庆)368 个村卫

生室、167 个乡镇卫生院,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在岗的全科医生作为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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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摇 调查方法 摇 采用自制调查问卷于 2015 年 5
月,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在校大学生深入现场,现场发

放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教
育培训、工作状况、收入情况、所在乡镇卫生院(或村

卫生室)的基本情况调查。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

卷 1 000份,回收有效问卷 930 份,有效率为 93%。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和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摇 本次共调查乡村全科医

生 930 人,其中,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 410 人,村卫

生室全科医生 520 人;男 491 人,女 439 人。 乡镇卫

生院男 225 人,女 185 人;村卫生室男性全科医生

266 人,女性 254 人。 2 组性别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字2 = 1. 28,P > 0. 05)。
2. 2摇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全科医生的学历、年

龄、月收入、工作满意度、薪酬待遇满意度和岗位胜

任力比较摇 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学历明显高于村卫

生室全科医生(P < 0. 01),且年龄构成显著低于村

卫生室全科医生(P < 0. 01)。 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

的月收入明显高于村卫生室全科医生(P < 0. 01)。
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对薪酬待遇的总体满意度显著

高于村卫生室全科医生(P < 0. 01)。 乡镇卫生院全

科医生对工作待遇的总体满意度明显高于村卫生室

全科医生(P < 0. 01)。 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岗位胜

任力显著高于村卫生室全科医学(P < 0. 01) (见
表 1)。

表 1摇 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全科医生基本特征比较(n)

全科医生

类型
n

学历

摇 初中及以下摇 摇 高中(中专) 摇 摇 大专摇 摇 本科及以上摇
年龄 / 岁

摇 < 30摇 摇 摇 30 ~ 摇 摇 40 ~ 摇 摇 50 ~ 摇 摇 60 ~ 摇

乡镇卫生院 410 23 88 178 121 35 164 179 27 5

村卫生室 520 56 204 185 75 45 166 189 88 32

合计 930 79 292 363 196 80 330 368 115 37

字2 — 58. 61 41. 16

P — <0. 01 < 0. 01

全科医生

类型
n

收入 / (元 /月)
< 1 000 1 000 ~ 2 000 ~ 3 000 ~ 4 000 ~ 5 000 ~

工作满意度

满意摇 一般摇 不满意摇
薪酬待遇满意度

满意摇 一般摇 不满意摇
岗位胜任力

不能胜任摇 基本胜任摇 完全胜任摇

乡镇卫生院 410 25 60 100 55 90 80 81 276 53 95 260 55 20 345 45

村卫生室 520 135 110 120 65 35 55 98 302 120 85 270 165 175 285 60

合计 930 160 170 220 120 125 135 179 578 173 180 530 220 195 630 105

字2 — 110. 35 2. 71* 5. 88* 7. 98*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摇 摇 *示 uc 值

2. 3摇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全科医生对工作不满

意的主要原因比较摇 结果显示,乡镇卫生院全科医

学工作不满意主要是由于工作量大,其次是收入低。
村卫生室全科医生工作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收入

低,其次是工作量大,村卫生室全科医生对工作不满

意的 5 项主要原因百分率均明显高于乡镇卫生院全

科医生(P < 0. 01)(见表 2)。
2. 4摇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全科医生职业培训情

况比较摇 930 名全科医生中,表示自己近 2 年参加

过市县卫生局、医疗卫生机构培训的有 621 人,占
66. 77% ,没有参加过培训的有 309 人,占 33. 23% 。
其中,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参加和未参加培训的人

数分别为 256 人和 154 人,村卫生室全科医生参加

和未参加培训的人数分别为 365 和 155 人。 村卫生

摇 表 2摇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全科医生工作不满意的主

要原因比较[n;百分率(% )]

全科医生

类型
n 收入低 工作量大

工作

条件差

发展

空间小

医患

关系复杂

乡镇卫生院 410 34(8. 29) 44(10. 73) 28(6. 83) 26(6. 34) 22(5. 37)

村卫生室 520 106(20. 38) 97(18. 65) 75(14. 42) 70(13. 46) 88(16. 92)

合计 930 140(15. 05) 141(15. 16) 108(11. 08) 96(10. 32) 110(11. 83)

字2 — 26. 21 11. 19 13. 42 12. 55 29. 36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室全科医生接受培训率高于乡镇卫生院(字2 = 6. 21,
P < 0. 05)。

3摇 讨论

3. 1摇 安徽省全科医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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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策摇
3. 1. 1摇 全科医生数量和质量上不足摇 本次调查显

示,基层卫生服务结构人员结构趋于老年化,人才衔

接处于断层状态,难以形成有序的“传、帮、带冶医疗

体系和结构合理的老、中、青团队。 学历普遍较低,
第一学历主要以中专、大专为主,正规医学院校本科

毕业生不愿到基层去服务和工作,安徽省已经组织

了几次全科医师转岗培训,但是效果有待提高。 一

方面培训效果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有资格参加全科

医生转岗培训的医生人数较少。 建议加强全科医生

转岗培训方式、效果,扩大培训的覆盖面,适当时候

降低基层全科医生转岗培训的门槛,加强全科医生

培训教师的培训和教育,形成以县医院为主体,依托

全省的三级甲等医院和全省医学院校,资源共享、培
训标准统一、培训学时互认、培训教师和学员可以相

互流动的培训体系、资源共享,形成立体化、交叉化、
网络化全科医生培养、培训基地。 安徽省逐年加大

对全科医生继续教育培训力度,尤其是村级医务人

员,通过岗位培训、轮训、成人教育、乡村医生执业资

格考试等方式,提高学历结构、提升专业水平和业务

能力,改变目前基层医务人员学历结构单一、执业水

平低下、专业人才严重匮乏的局面。
3. 1. 2摇 全科医生职业发展问题摇 本次调查显示,全
科医生对目前的收入和工作满意度有超过 50% 认

可度不高,其原因在于工资低、职称得不到解决、业
务水平得不到提高,工作条件差、工作量大、医患关

系复杂等。 如何提高基层全科医生待遇,改变工作

环境,对正在培养的全科医学生如何培养好以及留

得住的问题,是政府亟待考虑的事情。
目前,根据安徽省医改政策的有关规定,乡镇医

院财务制度实行收支两条线,取消药品加成,医生收

入是财政拨款,分配方式为固定工资加绩效考核,由
于绩效考核指标难以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最终

往往导致绩效考核流于形式。 医务人员工作满意度

不高,服务意识不强,造成医生对病种的选择性和趋

利性倾向越来越严重,严重束缚医生工作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安徽省村级卫生室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

支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疾病预防、保健、宣
传、慢性病的档案建立和管理等),一般治疗费、药
品零差率补贴、部分办公经费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经费最近几年在不断增加,主要考虑到部分村医收

入太少不能满足家庭基本开支,部分村医收入和医

改前相比的确少了很多,医改前村医的收入服务标

准不透明、不规范,收费标准主要取决于治疗效果、
医疗威信、同行比较、地缘关系等,服务态度好、医疗

技术好的村医处于垄断地位,而相反一些处于劣势

的村医基本上处于失业状态,整体上公共卫生服务

的公益性不能很好体现出来,重利轻义,功利主义思

想贯彻在整个医疗服务工程中;医改后,村医的主要

业务 60%以上在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村级医

务室为单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基本上按村医

人头平均分配,绩效考核效果不太显著,病人向正规

的医院分流比较明显,而且现有的医疗业务收入逐

步标准化、程序化、规范化,乱收费现象很大程度上

得到有效遏制,医疗服务公益属性体现在整个医改

工程中,农民享受的医疗服务、健康保健得到明显的

提高,而村医的正常收入降幅明显,由于村级卫生室

管理松散、制约能力不强,员工的工作潜质主要出于

自觉、自愿、情感和信任来维系,部分村级卫生室运

行处于貌合神离的状态,为了提高收入可能游走在

医改制度和规则的边缘。 因此应构建合理有序的安

徽省全科医生队伍,完善全科医生绩效考评机制、激
励机制,培训培养机制,使安徽省全科医生队伍走上

职业化、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上来,倡导医疗服务

的公益性,保障医疗服务收入的合法性、合理性,人
尽其才、物尽其用,稳定我省医疗卫生队伍,解除生

活上的后顾之忧,同时政府应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吸

引优秀医学院校毕业生扎根基层。
3. 2摇 完善全科医生医疗服务的价值评估机制摇 全

科医生是综合能力较高的医学人才,是常见病、多发

病诊疗、转诊、病人康复、慢性病管理等一体化服务

的主要力量,我们要善待自己的健康“守门人冶,只
有在人才培养、福利待遇、晋升机制、社会认可度和

职业成就感等方面满足全科医生全面发展,才能激

发全科医生工作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才能调动优秀

医学人才服务基层的积极性。 一是通过全科医生与

村民建立契约服务关系,为居民提高基本医疗服务,
按年收取服务费;二是鼓励全科医生多点执业,提高

一般诊疗费标准,为非签约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和特

色医疗服务,按项目和治疗效果合理收费,真正体现

全科医生的医疗服务价值;三是对医务人员功能区

分、合理定位,全科医生专门从事医疗服务,其他业

务人员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做到人尽其才,物尽

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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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率较高,但多数人对实施安乐死和安乐死合法

化持谨慎态度。 被调查者均承认安乐死是涉及多学

科、多领域的伦理问题,因此,在对待安乐死的问题

上,人们显得尤为谨慎,作为医学生,对于生命论的

学习,使他们更加珍重生命,在进行选择时,考虑得

更加全面。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

经济的提高,人们对于健康的定义和要求的改进,认
为安乐死在我国有必要合法化的人数在提高,然而

我国的传统观念以及病人和家属的意见不统一是阻

碍安乐死在我国合法化进程的重要原因。
3. 3摇 对安乐死实施的意向摇 通过对国外安乐死已

立法的国家的案例分析结果看,安乐死实施过程中

的决定,除了取决于个人的申请,另外一个重要条件

就是医生对病人疾病的诊断,即医生的认可,在国外

有些国家安乐死申请过程中,必须由至少 2 名医生

进行诊断,安乐死的实施对象是患有绝症且饱受身

体和精神痛苦的病人,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
此,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及决定权的确定需要格外谨

慎。 在本人和亲人面临安乐死选择时,被调查者呈现

出犹豫不确定的情况。 由此也可以得出,医学生对于

安乐死的认知并不全面,需要正确的引导和教育。
安乐死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安乐死可以视作是人们在死亡事实和

死亡价值之间试图寻找的一个平衡点的探索[7]。

安乐死是诸多领域争论的焦点,我国目前尚未对安

乐死进行立法,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安乐死

的知晓率逐年提高,但是对安乐死的认知有限。 医

学高校本科生具有较高的知识学习和对新生事物的

接受能力,在学校内的所学对于将来走向社会和工

作岗位的他们有着很深的影响力,而医学生作为社

会未来的主力军,他们的态度和选择将对社会主流

意识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在高校内应加强医学伦

理学教育和死亡教育,正确引导医学生认识死亡,珍
惜生命,帮助医学生科学地认识和理解安乐死,对我

国安乐死的发展以及未来医疗领域的发展都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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