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e Competencies of Family Doctors in
Primary Mental Health Care

家庭医生基层心理卫生服务核心能力
在本文中，阐述了在世界任何地方，接受过培训并且合格的家庭医生从事基
层心理卫生服务应具备的能力。

我们认为家庭医生开展基层心理卫生服务需要具备六个核心能力：

1、价值观:

家庭医生认为心理健康是重要的。

2、沟通技巧: 家庭医生采取以人为中心的方法来评估、管理和支持有心理问题
的患者。
3、 评估: 家庭医生识别和诊断常见的心理问题, 并能辨识严重的心理问题并评
估其风险。
4、管理: 家庭医生管理患者的常见心理问题和严重心理问题患者的身体问题。
5、协作和转诊: 家庭医生拥有一系列可用的资源来照顾有心理问题的患者, 并
根据患者和家属的需求调整他们的服务。
6、反思性实践: 家庭医生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

在本文中，我们阐述了每个领域内家庭医生的核心能力，及期望达到的高级实
践能力；提供实用的示例，给出参考资料；考虑到这些能力对政策、培训和研究
的影响；最后解释本文是如何形成的。

1、价值观: 家庭医生认为心理健康是重要的
核心能力



家庭医生认为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同等重要。



家庭医生尊重心理问题患者并维护他们的尊严。



家庭医生负责诊断和管理心理问题的患者, 并对他们的家庭给予支持。

举例

你对一个向你说有自杀想法的患者，和下一个向你主诉胸部疼痛的患者一样
重视。
你维护一个患有严重精神疾病，被家人排斥的患者的利益。
一个反复腹痛的年轻女性来就诊，她的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 包括血液检查
和超声检查都是正常的，你决定与她讨论她可能有心理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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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沟通技巧：家庭医生采取以人为中心的方法来评估、管理和支持有心理问题
的患者。

核心能力


家庭医生积极倾听, 并在任何时候都尊重和不评判患者。



家庭医生应用收集信息的技能来明确症状, 了解患者的想法、关注和期望。



家庭医生对患者的痛苦表示同情和怜悯。



家庭医生管理疾病, 并与患者协商共同制定个体化的治疗计划。



家庭医生应用有效的技巧给予患者需要的信息。

举例

腹痛的患者, 你询问她认为可能引起腹痛的原因、对腹痛担心的程度，及希
望从你这里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她告诉你, 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腹痛,
但腹痛很难忍受。她特别担心, 因为她的母亲去年有这样的腹痛, 最后诊断是
胃癌。她希望你缓解她的疼痛, 并确保她没有癌症。你需要仔细听她的诉说, 并
告诉她, 你可以理解她目前的痛苦，你要向她解释，已经做的检查表明没有癌
症, 她的身体健康状态很好，而你也明白她的痛苦是真实的, 你会帮助她缓解
疼痛。然后你问起她的家庭生活，她大哭起来，她告诉你, 她非常想念她的母
亲, 没有她的帮助，照顾三个孩子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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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 家庭医生识别和诊断常见的心理问题, 并能辨识严重的心理问题和评
估其风险。

核心能力



家庭医生意识到不同的文化背景，心理问题的表现形式和对心理问题的理解
不同。



家庭医生诊断常见的心理问题, 包括抑郁障碍, 焦虑障碍和药物滥用。



家庭医生可以鉴别常见的心理问题与对不良事件和创伤事件的正常反应 (如
悲痛反应) 。



家庭医生评估社会心理压力和社会心理支持系统对患者心理健康的影响。



家庭医生评估心理问题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功能的影响。



家庭医生进行风险评估：包括自杀、自我伤害、被忽视,、对他人的风险和来
自于他人的风险。



家庭医生对严重心理健康问题要有警觉性, 包括痴呆、精神病性疾病和人格
障碍。



家庭医生了解身体和心理之间的相互作用, 特别是对于长期患病、多个系统
症状或不明原因症状的患者。



家庭医生评估严重精神病患者的身体健康, 并对已确诊的身体疾病进行管理。

高级实践



家庭医生了解常见心理问题的患病率和危险因素。



家庭医生应用和解释常见的心理健康评估问卷, 协助诊断常见的心理问题。



家庭医生在精神专科的支持下，诊断痴呆, 精神病性疾病和人格障碍。



家庭医生评估患者是否能做出同意或拒绝医疗决定的认知能力。

举例

继续照顾这位腹痛的年轻女性患者, 你知道患者通常会因身体不适出现情
绪困扰, 尤其是当他们认为家庭医生只对身体问题感兴趣时。你知道在照顾年
幼儿童的女性中, 焦虑和抑郁是比较常见的, 但你也明白这个病人的主要问题
可能是她母亲去世后的悲痛反应。你和蔼的问她, 是否有伤害自己的想法, 并
确定由于她的孩子需要她，她不会这样做。

接下来你会看诊到一位年长的男性患者，他的儿子担心他变得越来越健忘。
好几次离家后他无法找到回家的路，有两次在火上煮东西忘了关火，他的儿子
担心他会把房子烧掉。你用一个有效的问卷进行简单的认知评估， 表明该患
者可能有痴呆，安排了血液检查, 并转介他到精神专科进行进一步的评估。

然后你看诊一位长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中年男性患者，考虑现在应该检
查他的心脑血管的危险因素，询问吸烟、饮酒、饮食和运动习惯, 他目前使用
的抗精神病药物, 测量血压, 计算体重指数, 并安排血糖和血脂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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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 家庭医生管理患者的常见心理问题和严重心理问题患者的身体问题

核心能力



家庭医生可以应用认知, 行为和心理社会干预方式, 如心理教育, 动机访谈,
压力管理, 行为激活, 问题解决和正念认知的技能。



家庭医生以循证医学为基础，解释和开具抗抑郁药和抗焦虑药物。



家庭医生了解抗精神病和抗痴呆药物的用法及其主要副作用。



家庭医生管理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身体问题, 包括传染病、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心脑血管及代谢性疾病。



家庭医生管理慢性病患者的心理问题。



家庭医生参与到患者的家庭并给予家庭和照顾者支持。



家庭医生制定恰当的随访计划。

高级实践
家庭医生在精神专科医师的指导下，可以开具抗精神病和抗痴呆药物。

举例
有腹痛的年轻妇女意识到她对母亲去世的悲伤可能是她的主要问题。你和
她讨论治疗方案, 她显然愿意接受非药物治疗。你建议行为激励, 并推荐一个
在线冥想应用程序。你帮助她意识到家庭及朋友对她的支持，并安排下周复诊。

你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评估后, 你发现他超重并血压升高。你给他提供健康饮
食建议, 并鼓励他定期进行体育锻炼。你建议他可能需要降压药物, 并提醒他
降压药可能与他的抗精神病药有相互作用。

一位患有类风湿疾病的老年女性告诉你, 她一直很疲倦, 她找不到生活的
乐趣，她宁愿死。你仔细采集病史, 包括风险评估, 并诊断她患有严重抑郁症。
与她和女儿讨论她的问题后, 你开了一个疗程的抗抑郁药。你监测她的自杀风
险和对药物的反应, 如果她的症状没有改善, 考虑转诊到精神专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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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协作和转诊: 家庭医生拥有一系列可用的资源来照顾有心理问题的患者,
并根据患者和家属的需求调整他们的服务。

核心能力


家庭医生将患者视为照顾他们自己的资源。



家庭医生将患者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视为照顾患者的资源。



家庭医生将广泛的基层医疗团队, 如护士、病例管理人员和心理治疗师, 作
为照顾患者的资源。



家庭医生与精神科专家共同照顾严重或复杂的心理问题患者。



家庭医生对心理问题患者出现紧急情况时第一时间开始治疗。



家庭医生熟悉法律要求, 知道如何获得法律帮助, 例如在涉及心理问题患者
的暴力事件中。

高级实践



家庭医生将社区和志愿者机构, 包括经患者同意的宗教团体, 视为照顾患者
的资源。



家庭医生将福利机构, 包括社会护理、住房、教育和金融福利系统, 做为患者
护理的资源。

举例
你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你让他的兄弟参与他的新的锻炼计划。他们一起决定
加入一个当地的步行小组。你向他的精神科专家请教他目前的抗精神病药物是否
影响他的体重增加。

当你的老年类风湿疾病患者开始感觉抑郁得到缓解, 你会和她讨论她是如
何成功地解决过去的困难问题的。你请你的护士在她家里给她提供实际帮助。

对于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 他被家人排斥在外, 他同意你与当地宗教团
体的领导联系, 讨论如何鼓励家庭履行他们的社会义务。你还要求当地警方调查
对这个患者的暴力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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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反思性实践: 家庭医生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

核心能力：



家庭医生知道自己知识和技能的局限性。



家庭医生在超出他们的职业范围, 认知或情绪时，积极寻求支持和建议。



家庭医生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

举例

一个年轻人告诉你, 他的邻居一直在看着他, 当他走在街上的时候, 陌生人
跟着他，你不确定这些想法是否与严重的焦虑, 药物滥用或可能的精神疾病有关，
你决定立即转介他看精神专科医生。

当一个病人告诉你她小时候被她父亲虐待, 她现在和一个经常对她施暴的
男人有关系时，你心里很不舒服，安排下班后和同事见面谈谈你的感受。

你希望自己是一个“足够好” 的医生, 不苛求完美。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
保持平衡, 花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你找时间冥想或祈祷，保证生活中有定期的娱
乐活动, 比如阅读, 锻炼和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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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策、教育及研究的影响

这些能力为评估家庭医生基层心理卫生服务的知识、技能和态度提供了一个
基准。我们希望这份文件在很多地方都会有用。比如：



对于希望评估和提高自己能力的家庭医生。



供教育工作者在家庭医生训练课程中考虑应涵盖的内容。



为决策者制定区域或国家政策，将心理健康与基层医疗结合起来。

我们意识到，在一些国家，例如在中亚地区，常见心理疾病的诊断和管理尚
未被视为家庭医生工作的一部分，然而我们确信它们应该是。我们鼓励和支持世
界各地的家庭医生与相关学科的专业同事，以及与区域和国家决策者合作，以便
使这些核心能力在日常临床实践中得到落实。例如，我们推荐：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将心理健康纳入东地中海区域基层医疗；



基层医疗的工作者与泛美卫生组织(泛美卫生组织)之间的合作，为巴西各地
的家庭医生提供一系列 mhGAP 培训课程。



来自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精神科医生和家庭医生之间的合作，为中国广东省的
家庭医生提供心理疾病的培训课程。

我们也希望这份文件对那些希望从事基层心理健康保健评估及研究的工作
人员是有用的，例如：对当前诊疗中心理健康问题的诊断和现有治疗方案选择的
审核；研究基层医疗中心理健康问题的文化多样性；研究非药物干预抑郁症的临
床效果 ；家庭医生主导的精神病患者身体健康治疗的成本-效果研究。
WONCA 心理健康工作组很高兴为家庭医生、教育工作者、决策者和研究
人员提供在这一核心能力文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支持。我们有丰富的知识和
经验的资源，可以提供一系列的国际咨询服务，特别对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
家的需求。进一步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www.globalfamilydoctor.com/groups/WorkingParties/MentalHealth3/mhconsult.
aspx

作者：
该文件由 WONCA 心理健康工作组的一个工作组编写的。工作组由
Christopher Dowrick(英国)担任主席，其成员为 Michael Duncan(巴西)、Jane
Guun(澳大利亚)、Cindy Lam(香港)、Christos Lionis (希腊)、Ray Mendez(美国)和
Sonia Roache-Barker(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它旨在与在其他地方开展的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能力工作保持一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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