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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视障大学生如何通过“ 互联网 ＋ ” 参与公共卫生服务
———以滨州医学院为例

王欧美ꎬ吕

红ꎬ潘

静ꎬ董少凤

( 滨州医学院特殊教育学院ꎬ山东滨州 ２６４００３)
摘

要: 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不断发展ꎬ服务范围持续扩大ꎬ对专业人员的需求与日俱增ꎮ 具有医学专业高等学

历的残障人士热切希望加入公共卫生服务ꎬ“ 互联网＋公共卫生服务” 的模式为他们打开方便之门ꎮ 该文以滨州医
学院为例ꎬ探讨中医学视障大学生如何通过“ 互联网＋” 参与公共卫生服务ꎬ旨在分享经验并促进整个国家和社会对
医学专业残障人士服务公共卫生事业的接纳和包容ꎮ
关键词: 视障大学生ꎻ公共卫生服务ꎻ“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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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也指公众卫生ꎬ它涵盖疾病预防、健康

具有“ 医技之长” 的残障人士开拓了崭新的职业空

促进、提高生命质量等所有和公众健康有关的内容ꎬ

间ꎮ 一方面ꎬ以互联网为平台开展的电子医疗服务

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ꎮ 公共卫生服务是卫生系统的

模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ꎬ如各大医院都备有自

有机组成部分ꎬ具有成本低、 效果好的优点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了« 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规范( 第三版) » ꎬ其中增加了中医药健康管

己的官方网站ꎬ提供相关医疗信息、咨询和就诊预约
等服务ꎻ另一方面ꎬ互联网还促使残障人士克服自身
缺陷ꎬ勇于投身公共卫生服务行业ꎬ用自己的所学服

理的内容ꎬ包括中医体质辨识和中医药保健指导ꎮ

务民众ꎬ回馈社会ꎮ 这不只为他们提供了不可想象

此外ꎬ该规范还在多种慢病防控措施里提出“ 积极

的发展机遇ꎬ也为中国开展更全面更细致的公共卫

应用中医药方法开展健康管理服务” 的策略ꎮ 祖国

生服务注入了鲜活力量ꎮ

的中医药是预防疾病、延长人寿命和促进人身心健

２

康的宝库ꎬ专业的中医药学师生是这一宝库的传承
者和践行者ꎮ 中国公共卫生服务组织体系已经开始

滨州医学院中医学视障大学生参与公共

卫生服务情况

从一元化模式向多元化模式变迁ꎬ多元化模式较一

滨州医学院是全国首家招收视障学生的本科医

元化组织模式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公共卫生需求ꎮ

学院校ꎬ填补了中国医学院校开展视障学生本科层

发展壮大公共卫生服务队伍ꎬ为进一步提高公共卫

次教育的空白ꎮ 该校特殊教育学院中医学专业自

生保障能力和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ꎬ及基本实现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起ꎬ通过单独命题考试单独招生的

居民享有安全、便捷和经济的公共卫生服务ꎬ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ꎮ

１

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录取视障学生来烟台开始中医学
本科专 业 的 学 习ꎬ 是 山 东 省 内 首 个 盲 人 本 科 班ꎮ

“ 互联网 ＋ 公共卫生服务”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 日ꎬ首批具有本科学历的视障中医学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ꎬ不仅为卫生体

在此之前ꎬ这些学生已经在该校“ 早临床、多实践”

系更好地服务社会提供了更有效方便的手段ꎬ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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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人才毕业ꎬ奔赴公共卫生服务第一线ꎮ 事实上ꎬ
的方针指引下ꎬ通过“ 读屏软件” 和健全人一样使用
电脑和网络ꎬ采取 “ 互联网 ＋ 校内明眸养生推拿中
心” 、“ 互联网 ＋校外教学实践基地” 、 “ 互联网 ＋ 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 等方式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科
学的公共卫生服务ꎮ

２.１

学校政策支持ꎬ学院多方保障
滨州医学院自 １９８５ 年开办残疾人高等教育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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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ꎬ坚持“ 以人为本” 的办学理念ꎬ在政策层面不断

共卫生服务的长效智库ꎬ使得学生在服务过程中真

给予残障大学生关怀和支持ꎮ 在 ２０１０ 年的 “ 十二

正受教育ꎬ得提高ꎮ

五” 事业发展规划中就提出在全国医学院校和山东
省高校中率先创办本科层次视障学生教育ꎬ为视障

２.３

学生积极参与ꎬ发扬传帮带
从第一批视障大学生进行中医学专业的学习开

学生进入公共卫生服务行业开启了第一道门ꎮ 并且

始ꎬ他们就提出要在实践中完善自我、服务社会的想

持续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ꎬ完善网络基础设施ꎬ形成

法ꎬ并把这样的朴素理念传递给一届届视障新生ꎮ

覆盖全校的有线、无线互联网络ꎬ使视障学生能够随

明眸养生推拿中心每天都有高年级且已经有服务经

时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和开展公共卫生服务ꎮ 此

验的学生作为组长与低年级学生混合编组值班ꎻ门

外ꎬ学校每年单独设立视障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ꎬ鼓

口的布告栏里公示每学期的值班人员名单、联系方

励并支持他们参与公共卫生服务ꎮ

式等信息ꎮ 除了通过校内的推拿中心为有需要的师

特殊教育学院作为视障大学生的母院ꎬ针对他

生提供保健按摩服务之外ꎬ他们还借助互联网平台

们的实际情况ꎬ从师资教学、创业就业指导、场地物

构建好友群、朋友圈ꎬ逐步扩大公共卫生服务对象ꎮ

资、社会宣传等多个方面为视障大学生参与公共卫

此外ꎬ针对时间有限且不固定的客户ꎬ他们采取灵活

生服务提供了保障ꎮ 学院在每学期都组织视障学生

的方式和动态的服务时间ꎬ通过互联网开展定制型

教学的研讨会ꎬ探讨有针对性且效果好的教学方式ꎬ

服务和上门服务ꎮ 在服务范围方面也不仅局限于推

保证教学质量ꎮ 还建立了多媒体互联网课堂、专业

拿按摩ꎬ还扩展到健康咨询、健康教育等方面ꎮ 包括

功法训练室、基础医学实验室、针灸推拿实训室和盲

对服务对象进行跟踪随访ꎬ及时根据反馈信息调整

文图书馆等视障大学生专用教学设施ꎮ 此外ꎬ学院

治疗方案或有针对性的开展康复指导ꎮ 此外ꎬ他们

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完善了视障学生教学、生活条件

还依据所学解答群众有关中医理论和治疗保健的疑

的无障碍改造建设ꎮ 还专门空出一楼近大门的房间

问ꎬ并对网络虚假中医药信息予以澄清ꎬ消除民众对

用来开设“ 明眸养生推拿中心” ꎬ并配备齐全的中医

治疗与保健方式方法的误解ꎮ 另外ꎬ视障学生们也

针灸推拿设施ꎬ为学生们开展对外服务提供窗口ꎮ

踊跃参加全国及省、市、校等不同级别的大学生双创

学院还与学校多部门共同努力ꎬ为视障学生安排省

活动并取得佳绩ꎮ 专业学习与公共卫生服务同步推

内外高水平医院作为临床见习实习基地ꎬ具有多年

进ꎬ正反馈效应凸显:学生学习和教师指导更有针对

临床经验的主任医师亲自带队指导ꎬ保证学生们的

性ꎬ学习目的明确ꎬ社会反响热烈ꎬ视障人士的社会

专业水平得到更加全面的提升ꎮ 另外ꎬ也向社会做

价值得以体现ꎮ 互联网这一平台带给滨州医学院中

好残障人高等教育的宣传ꎬ让大众了解中医专业的

医专业的视障大学生更多发展机遇和空间ꎬ使他们

视障大学生服务社会的热情及专业水平ꎬ为他们参

能够找到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更多实现自我价值的

与公共卫生服务铺平道路ꎮ

路径ꎮ

２.２

教研室集体指导ꎬ教师个性化带队
多个参与视障学生教学的专业教研室都非常重

３

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视学生的课内外临床实践活动ꎬ他们与广大学生一

多年来ꎬ视障人士为社会服务以推拿按摩为主ꎬ

起努力ꎬ积极指导申报各级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渠道非常有限ꎮ 他们期望能够通过参加考试获取国

目ꎮ 教师们还根据学生的自身情况ꎬ指导他们选择

家认可的执业资格证书来更好地参与公共卫生服

适合的公共卫生服务方向ꎮ 比如ꎬ对于全盲学生ꎬ老

务ꎮ 中医学视障大学生在校期间系统学习了专业要

师建议他们接受患者网上预约到校推拿按摩的服

求的全部知识ꎬ完成了医学见习实习的各项内容ꎬ掌

务ꎻ对于低视力学生ꎬ老师会帮助他们接受本辖区范

握了中医学方面的技能ꎬ具备了从事中医诊断、治

围内的预约上门服务ꎻ对于比较瘦弱的学生ꎬ老师会

疗、咨询和康复指导等多方面服务的能力ꎮ 但是到

建议她们从事小儿推拿服务ꎮ 此外ꎬ在服务过程中ꎬ

目前为止ꎬ中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不对视障大学生

教师们既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ꎬ也不忽视跟踪指

开放ꎬ无盲人卷ꎮ 他们只能参加盲人按摩师考试ꎬ这

导ꎮ 各专业教师都为学生在服务中遇到的问题提供

就限制了中医学视障大学生服务中国公共卫生事业

源源不断又科学、有实效的帮助ꎬ他们是学生参与公

的发展ꎮ 如果政府相关部门能够组织专家建设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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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考试的网络试题库ꎬ那么就可以组织网络考试ꎬ视障

和网络ꎬ弥补了他们无法通过眼睛的视觉来获取信

人士和视力正常的人都通过电脑答题ꎬ这就实现了

息的短板ꎬ增加了他们储备知识和提高能力的机会ꎬ

公平被试的局面ꎬ增加他们为公共卫生事业服务的

减少了与社会的隔膜ꎬ降低了参与社会活动的门槛ꎬ

机会和途径ꎮ

从而强力推动了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的视障人士加入

此外ꎬ中国自 １９９７ 年开始推行社区卫生服务以

到公共卫生服务中ꎬ使“ 残健融合、共建卫生事业”

来ꎬ一直存在社区医院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ꎮ 许多

成为可能ꎮ 他们的加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每个

服务机构缺乏专科、全科类的医生ꎬ甚至一些社区医

人都要关心自己的健康ꎬ同时鼓励政府和其他组织

院仍然存在没有专业职称和专业学历的人员ꎮ 这必

采取更多改善生活条件和使其更有利于健康的政

然阻碍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的推行ꎮ 中医学

策ꎻ一举多得ꎬ也符合中国公共卫生建设中促进人民

视障大学生善于通过网络平台提供健康咨询和康复

身心健康的目的ꎮ

指导ꎬ又能就近就便地对社区居民进行基本诊疗服
务ꎮ 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专项设岗的方式ꎬ支持中医
学视障大学生投身基层卫生服务ꎮ 社区医院接诊对
象相对固定ꎬ患者和医生容易建立互信互助的关系ꎬ
既便于视障人士熟悉工作环境ꎬ构建“ 线上线下” 一
体化服务ꎻ又能解决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专业化进程
缓慢的问题ꎮ
总之ꎬ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ꎬ使视障人士能
够通过辅助软件、读屏软件和健全人一样使用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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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ｉｎｚｈｏ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ｔｈｒｏｗｓ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ｈｏｗ ｖｉｓｕａｌｌｙ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ｓｅｒ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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