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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行动式诊疗模式在中西医临床中的探索：以医患共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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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恩格尔（G.L.Engel）提出“生物-心理-社
[1]

开放科学（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与指导，参与成员用自己的方式来对自身状况进行判断和

会”的新医学模式 概念以来，医疗过程中人的心理与人和

批判性的评估，成员间通过合作讨论等形式，最终形成解

环境的关系开始被人们重视和研究，疾病与医疗卫生保健

决方案或自发参与实现方案的研究方式 [11]，发展至此，参

的本质被赋予除生物学之外的新意义，患者个体逐步被接

与行动研究的概念已不止是教育学或社会学领域的专有名

纳到医学体系中来。

词，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模式--具有平等性、实践性、

循证医学认为诊疗中应将当前最佳证据与医生经验、

科学性的研究模式。

患者价值观结合起来 [2] 。叙事医学强调培养临床医生的沟

1.2 参与行动研究背后的哲学思辨与反思的力量 参与行动

通与叙事能力，促进医患双方的良好交流，并给予其情感

研究强调通过研究者与成员的共同合作解决实际问题，但

与医疗两方面的支持[3]。近年来，真实世界研究作为对经典

它与当时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相比难道仅仅是考虑到

RCT研究缺陷的补充备受瞩目，RWS是收集真实临床、家庭

了“合作”吗？为什么参与行动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中受到

或社区环境下不同医疗手段与治疗方案生成的医疗数据，

如此重视？

并通过数据分析、挖掘而评价某种治疗措施对患者健康真

1970年，巴西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

实影响的研究[4]。

育学》 [12]提出了参与者在参与过程中“反思意识”（也称

1 参与行动研究介绍

批判性意识）的培养有助于获得解放与自由这一理论。他

1.1 参与行动研究的历史背景与基本概念 参与行动研究来
源于行动研究，提出了“行动研究”一词并构建了相关理
念的Lewin是公认的行动研究最早的提倡者之一，这一理念
最早始于教育领域的教学实践探索[5]。1944至1950年间，勒
温等 [6] 在一项研究中，帮助中小学教师在教学实践时采取
“合作学习策略”：包括设计互动活动、采集资料、获取
反馈资料、反思和改进教学等，实际就是行动研究方法实
际应用的雏形。与此同时，科里等[7]在整个学校及学区开展
了整体合作性行动研究，组织了多次全国范围内的行动研
究会议，在他们的积极倡导下，行动研究的应用范围逐渐
扩大。
1960年代，英国学校委员会和“拉菲尔德基金会”联
合发起了“人文课程研究”，针对当时英国现代中学人文
学科的课程与教学出现问题进行实际探索和课程改革，旨
在培养学生的基本的独立思维能力[8]。此次事件被视作是行
动研究的复兴，在教育学行动研究方面留下大量实践经验
和理论文献[9]。
随着行动研究深入发展，不同研究在研究目的、具体
技术、实践主体等方面出现新模式，研究者开始将研究对
象纳入到研究设计过程中，研究对象的反馈被考虑进理论
性分析中：社会性因素和研究对象的主观视角得到了更多
重视，参与式的因素也被实质性纳入了行动研究的范畴[10]，
参与行动研究的概念随之提出：通过专业人员的外部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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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自我意识”的存在，因此
“意识化”是增强主观能动性重要的一环。弗莱雷将人的
主体意识分为三个层次，批判性意识是意识的最高一级，
其特点是对问题的深刻理解、自信心、接受能力以及反对
逃避责任 [13]，获得批判性意识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
放”的、“自由”的人。这一重要理论，使参与行动研究
这一学术研究方法被赋予了更多现实意义，并演变为参与
者可以从中获益的实践方式。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获得反
思能力（批判性意识），并基于此开始行动、主动改变自
身境况。因而这种研究方式尤其适用于那些与参与者自身
密切联系的社会问题及科学问题的相关研究，例如教育
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
1.3 参与行动研究的一般程序与方法 勒温最初将行动研究
的一般程序概括为计划、行动、观察、反思四步，它不仅
是一个线性过程，而是形成螺旋式动态循环，通过动态研
究及对行动效果的理性思考，产生新理论或对旧理论进行
改进，进而指导具体实践[14]。此后许多学者对于行动研究的
步骤进行了完善和讨论，苏斯曼[15]提出行动研究应该由识别
与诊断问题、设定研究目标、执行研究行动、专门化学习
以及整体评估等多个步骤循环构成。凯米斯 [16]提出的“计
划-行动-观察-反思-再计划…”步骤被称为经典的“凯
米斯程序”，在一定意义上概括了行动研究的一般特征，
受到普遍认可。随着参与行动研究在越来越多学科领域的
应用，根据不同研究的特点，参与行动研究也有不同的形
式，但其核心程序仍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同参与完成：
①明确需要被研究的主要问题；②设计研究方案；③采取
实际行动，寻找解决方案；④实践后进行反思，根据具体
情况调整方案；⑤收集资料，分析数据，理论升华。
参与行动研究的步骤即“发现问题-假说-设计-实施验
证-理论升华”这一程序，其特点在于：①平等性：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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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与者属合作关系，双方对于研究主题的认识、实践、

接受能力以及反对逃避责任，这种对自身健康状态的批判

反馈和改进同等重要；②实践性：参与行动研究致力于解

性思维有助于提高患者主观能动性，且在某些慢性病预防

决实际问题，且在实践中解决问题、不断改进，成果强调

中尤为重要。互动性医疗借鉴参与行动研究的部分方法，

可操作性，同时由于参与行动研究实现了研究对象的在

认可患者作为实践者参与的权利，同时医护人员将自己的

场，意味着在研究内容方面它将囊括更多有关具体实施过

专业知识指导患者更好地参与其中，最后在医患双方合作

程、双方互动过程、反馈与改进等的实践性报告与数据；

下解决实际医疗问题、系统收集和保存资料，并进行理论

③科学性：研究经过缜密的科学设计、数据分析，整个方

性的分析和总结。互动性医疗的研究同样需要科学合理的

案不断改进、最终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甚至形成理论性成

研究设计，研究方案以及统计计划。单向性医疗与互动性

果。参与式行动研究包含了七项基本原则：平等、合作、

医疗对比见表1。

[17]

伙伴关系、赋权、共同学习、能力建设和系统改变 。

参与行动研究的平等性、实践性等有别于实证主义研

2 参与行动研究在医学领域

究方法的特性及其在实践过程中培养批判性思维的优势使

2.1 单向性医疗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 “理性批判、实验

得它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医疗引导患者培养“健康意识”

精神、不信权威”的实证主义精神造就了现代医学早期发

的理念。在医学领域如想借鉴参与行动研究的一些思想与

展奠基的精神内涵，它追求严谨的逻辑，科学的设计、信

方法，其核心精神乃是让患者参与进来，且不仅是作为

服精密的方法和客观的证据。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临床

“被研究对象”式参与，更应是合作式的深度参与：这为

医学积极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生理学、病理学、遗传学、

互动性医疗模式的探索提供了方向，参与行动诊疗就是互

免疫学、生物化学等医学学科飞速发展，构成了严谨、科

动性医疗的一种模式。

学、标准化的现代医学体系。这一体系在给人类健康事业

由于个体间基因组成、个人经历和生活习惯的巨大差

带来变革的同时也紧紧抓住了话语权，演化为一种统治一

异，即使罹患同一种疾病，其原因和症状也可能不同（尤

切的科学权威。医学科研成果指导医学理论，医生遵照权

其是慢性疾病）。从统计学角度来讲，即便大样本研究获

威理论为患者诊疗，而患者对于现如今这种诊疗方式只能

得的结论，也只是“概率”上的肯定[19]。完全地特异性精准

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因为它是“科学”的。对于科学，普

医疗，就目前的医疗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来讲暂时无

通人必须持毋庸质疑态度。我们称这种自上而下、从精英

法实现。但通过参与提高患者健康意识的行动在现阶段已

到民众、数据至上的医疗模式为单向性医疗模式。

可进行，一些项目在社区开展了相关尝试：珍妮·戴等[20]一

2017年，一项基于中国26个省份的220例就医患者抽样
调查显示，影像学重复医疗检查发生率高达41.82%

[18]

项基于老年住院患者护理模式的PAR研究显示，参与项目的

。影

老年人住院期间谵妄症状发生率较低，且患者参与对护理

像学帮助临床医生诊断疾病，提高了诊断准确率，但影像

实践的改进有所助益；贾切洛等[21]在芝加哥南部糖尿病社区

学滥用现象也提示现代医学正走向另一种“科学桎梏”状

开展的参与行动研究最终提高了人们对糖尿病的认识，促

态：实验数据变成了权威，医患双方都对检查结果和指标

使目标社区糖尿病死亡率降低；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社区模

变化诚惶诚恐，数据宁多不少。在单向性医疗模式下，医

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培养患者健康意识的积极作用，但由

生习惯性按指南共识进行诊疗，患者则遵照医嘱，且双方

于在社区开展相关活动，对社会发展成熟度的需求较高，

都认为这是当前最佳的医疗模式，一旦出现问题，则寄全

同时需较多资金和专业人员，在不发达地区并不容易实

部希望于新发明的药物和技术。与多年前的教育学发展瓶

现。患者本身无疑是最了解自身健康状况的人，在诊疗中

颈类似，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下的现代医学单向性诊疗模式

实现患者深度参与相较社区模式更易推广，同时有较强的

恰如曾经的单向灌输式教育模式：其最大弊端是课堂不能

针对性，这种模式仍需进一步探索。

引导学生形成批判性思维，诊疗不能引导患者形成健康意

2.3 参与行动诊疗模式探索：医患共建

识（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反思能力）。

2.3.1 中医诊疗思维与医患共建模式的诞生 作为中国传统医

2.2 互动性医疗与参与行动研究 与单向性医疗概念相对，

学的重要组成，“养生”理念及其实践形式在数千年的传

互动性医疗模式强调双向和互动。双向是指诊疗中医患双

承中得到充分发展与完善。相比于通过药物、针灸等手段

方的深度参与，患者主动认识疾病和治疗过程，双方积极

对患者进行直接医疗干预，养生理念希望通过帮助患者确

寻找解决方案；互动是指医患之间的交流反馈形式，根据

立正确、积极的生活理念、饮食习惯、运动方式、作息规

具体情况随时反思和改进诊疗方案。其优势在于治疗疾病

律，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借助自身能动性达到去疾疗病、培

的同时通过互动过程引导培养患者的健康意识。健康意识

固正气的目的。

即是对自身疾病的深刻理解、自信心、对当前健康状况的

在当今国内中医医院的诊疗实践中，传统养生理念

表1 单向性医疗与互动性医疗对比
项目
医患关系定位
医生责任
患者责任
诊疗过程患者参与度
研究方案
目的
疗效评估

单向性医疗
彼此分工
诊断疾病，给出治疗方案
遵医嘱
低
事先设计，一般不变动
治疗疾病
治疗前后数据

互动性医疗
平等合作
诊疗疾病并引导患者参与
主动参与并给出多维度反馈
高
根据反馈，随时调整
治疗疾病，培养健康意识
治疗前后数据，患者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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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重视，通过开设养生知识讲座、传授八段锦、五禽戏

患者反馈，注重科学理论研究与解决临床实际问题，是医

等养生功法、推广食疗配方及代茶饮等健康饮食方案、在

学诊疗发展的新方向，医患共建模式是互动性医疗的一种

接诊中密切关注患者不良作息并及时更正等行为，使养生

实践方式，是对医患双方具有变革意义的尝试，通过患者

理念真正贯彻到患者行动中，从某种程度上，也完成了由

亲自参与，进而改进医患关系、提高健康意识、促进医疗

医生及患者共同参与的临床诊疗实践架构，是“互动性医

健康目标达成和医学科学发展：这一理念与循证医学考虑

疗”在医学领域的良好体现，但一直未受到医学界的重视

患者价值观的原则不谋而合，同时也为叙事医学的实践模

和发掘。

式提供新思路，期待更多相关研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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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求做出回应，最终由患者和医生共同参与完成医患
共建平行病历，后续研究者将持续跟进，进行医疗过程和
疗效评价，并依据此进行实践方案的改进和临床疗效评估
框架的开发。
医患共建模式的互动性主要体现在：①病历互动；②
实践互动；③思维互动；④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在临床实践中，这种模式相较传统单向性诊疗模式，
一方面可以提高患者参与度，帮助培养健康意识；另一方
面将患者的观念、视角与分析思路纳入到主动的研究架构
之中，促使医生发现和解决许多科学尚未能给出答案的医
疗问题，拓宽研究思路。患者参与不仅是经济文化发展后
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医学更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但
参与行动诊疗模式的发展同样面临挑战，如何根据患者不
同疾病情况和不同认知水平去设计相应的参与方案，进一
步培养健康意识；如何对最终效果、治疗过程、后续生活
状态等事件进行评估等一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
3 小结
正如勒温 [24]所说，“仅仅发表著作的研究是不完整的
研究”，医学研究的目的也不应局限于发表论文和提升学
术知名度。参与行动式研究在医学领域的应用能帮助解决
一些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无法解决或尚未关注的临床难题，
当前状况下，一项真正填补理论与实践间空白的研究，将
具有更加坚实的意义，而这也正是医患共建模式的初衷。
医治疾病的过程是多元化的，互动性医疗模式认可患者作
为实践者参与的权利，现场收集真实临床医疗数据和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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