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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住院医生申请季节的临床病案讨论会

SAT/PSAT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Dr. Edgar Huang 
黄少华博士
SATEnglish@gmail.com
317-804-406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atenglish/

•	 学生在SAT英语阅读和写作两方面有100-550分的提高。自
2008年，Carmel高中每年约三分之一获得National	Merit	Semi-
finalists（基于PSAT成绩）荣誉的学生曾在SEEC受过培训。

•	 SEEC所教内容是美国高中和初中里不系统教授但SAT/PSAT/
ACT要考的。学生在SEEC所学的知识和技巧终身受益。	
SEEC学生来自印州、美国其他州，加拿大和亚洲国家。

•	 SEEC常年授课。学生可任意一周加入。请email或打电话联
系。SEEC免费试听课，免费评估英语能力。

•	 SEEC另有两项服务：	(1)	给高中生提供长达四年一对一的名校
升学指导，(2)	给毕业生的大学申请提供关键的个体化指导。

黄博士自2015年2月
开始教新SAT，具有
丰富的经验。欢迎6年
级以上的学生参加。

SAT/PSAT英语提高班

LK移民律师事务所

317-639-1210
www.lewis-kappes.com

代办各类移民个案

资深移民律师

THOMAS R. RUGE(TRuge@lewis-kappes.com)
STEVEN L. TUCHMAN(STuchman@lewis-kappes.com)

2500 One American Square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82

FAX: 317-639-4882

Email: byl@lewis-kappes.com

绿卡;   工作准许证;    庇护;   递解出境;   H1B 签证;   受聘移民签证;     
劳工纸;   公民入籍;    亲属移民签证;   及其他类别签证. 

其他法律业务范畴：设立新公司;   房地产买卖;   遗嘱及遗产安排;   
民事诉讼;   劳工及雇佣法等.

我们有通晓广东话，普通话的职员提供语言协助
欢迎预约咨询面谈

We speak Spanish, Madarin/Putonghua/Cantonese, and Danish.

Japanese Restaurant for Sale
Asking $100, 000 only

6 Hibachi Table Sushi Bar
Please contact:

May Lau, 317-900-0614 
or 317-702-4648

Castleton Square Mall
6020 E 82nd St, Indianapolis, IN 

(Inside Castleton Mall, near Macy’s entrance)

Phone: (888)DOT-BOBA 
          (888-368-2622)

Website: www.chatimeindy.com
Facebook: chatimeindy

时尚健康 新鲜泡制 自然风味 品种繁多

吴晓波

与中国不同的美国医学教育的特点大概有
两点，一个是美国的医学院绝大部分是研究
生院的性质；另一个是从美国医学院毕业
后，必须经过住院医师的严格训练才能正式
拿执照行医，中国现在也在仿效美国的住院
医生培训制度。

大 部分美国医学院需要拥有本科学位才
能去读，
当然现在
美国直接
从高中毕
业去读医
学院的院
校有所增
加。更准
确地应该
说美国医
学院为职
业学院，
因为在医
学院仅拿 
MD（医学
博士）的
学生，一
般情况下
是不需要写论文的， 所以称医学院为
研究生院还有点勉强。美国医学院的灵活性
是本科任何专业的毕业生都可以申请，只要
你 完成了医预科的相关课程就行，我见过
的著名医学教授里面本科学政治，哲学和音
乐的都有。经常遇到不少自豪的父母喜欢说
自己孩子是医预科专业的，其实他们应 该
首先强调儿子或女儿是学生物，化学，古典
研究或英国文学的，这样比较好，因为美国
医预科根本就不是一个专业。

又 到了住院医生的申请与面试的季节，
上周五去听了一场临床病案讨论会（CPC, 

Clinical Pathological Conference), 仍然是在
医院地下室的楼梯很徒的老式临床查房教
室。这群穿黑色西装的年轻人都是美国各医
学院即将毕业的医学生，校方经过评审后邀
请他们前来面试华大内科的 住院医生(图一)
。深色的西装代表正式与沉着，几乎是面试
的标准服装，每年这个时候的校园里都见到
这样的年轻人。CPC的程序大概是这样的，
大约两周前总 住院医生会给邀请的主治医

师（当然是教授）关于该病人的只有一句话
的主诉，然后什么信息都不透露，该病人的
主诉在上面的图二上，大概是位拥有慢性
肺病和糖 尿病继往病史的70岁男性患者最

近突发肌肉乏力。主治教授只知这句主诉就
上阵了，开始面对总住院医生汇报病史，逐
步被告知该病人病情发展的详情，以及常规 
化验等检查结果。主治教授 (图三，右侧）

则一层层地被总住院医生（图三，左侧）询
问下一步的考虑方案或意见，如果是他的病
人的话还需哪些检查等等。总住院医生掌
握病人
的全部
信息， 
主治教
授则需
展现自
己丰
富的医
学知识
和剖析
病案的
能力，
完全就
是一场
对主治
教授的
现场考
试。根
据病情
的需
要，放
射等辅助诊断科室的医生也会到场分析X光
片 等结果（图四)，但是他们仅描述和分析
片子所见，专门留出空间让被邀请的主治教
授分析各种可能性，当然是病理医生会做出
诊断（图五)。眼见为实，病理 的诊断在医
学上一般被视为最终的诊断，美国对病理
医生的尊重和重视也是中国需要学习的。历
时一小时的临床病理讨论会，最后的诊断还
真被这位资深教授猜对了 （见图六), 为免

疫系统
打击自
身机体
造成的
多发性
血管炎
和肌肉
炎症。
医生有
了诊断
后，立
即应用
最新的
用抗体
清除产
生抗体
的淋巴
细胞的
免疫治
疗，病
人状况
立马好
转。主治 教授还专门提及，这位病人如果
是几年前没有新疗法的时候，一般只能存活
几个月。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内科的CPC病例的讨
论资料，在1992年之前是会正式发表的。现
在哈佛医学院的麻省总医院（MGH) 的CPC
仍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定期发表，因
为美国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医学教育形式。
一位选华大医学院拒哈佛医学院的学生告诉
我，他做此决定的原因 是，他更喜欢这里
临床课程的教学仍然是传统的大课授课的形
式，改革后的哈佛临床课程全部都是在病房

以小组的
方式教学
了，由此

可见医学教育的实践性有多么 强。华大的
内科系长期名列全美前五名，但是为了争取
这些优秀的未来住院医生，系里在这个季节
也派出重量级别的教授出场做这场CPC，
说不定又能吸引到像诺 贝尔奖得主Brian 
Kobilka（图七）这样的优秀住院医生前来受
训。(若需美国升学咨询服务，欢迎联系我
们：电子邮件: wu_xiaobo@hotmail.com; 电
话：314 497 1597)。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图七

大學早期申請录取结果多在近日發表，真
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除了录取以外，还有被拒、和繼續考慮。

如果被拒，子女的挫折感在所難免。家長
一定要支持子女，才能再接再厲，在逆境中
崛起，送出“正常申请”(Regular Admission) 
的申請書。

一般早期申請, 被錄取當然是皆大歡喜。

有些早期申請的學校，被錄取的學生必需
入學，不能再申請其他學校。有些學校則允
許學生再申請其他學校。如果可以再申請，
則可以申請真正會考慮的學校，好作比較。

如果沒被錄取，結果有幾種: 
 
情况一：Reject  直接拒絕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审核的标准，被拒绝，
只能说明你并不适合他们的学校。

情况二：Defer 和其他申請者一起再比較，
被繼續考慮

Defer，是等待录取。成功率各校不同。在
收到Defer之后，既可能被录取，又可能被
拒，心中的焦慮在所難免。

但是不管是直接被拒，或是被繼續考慮，
千万不要颓废不前。

最重要的，是立刻要打起精神， 在很短的
幾星期時間內，提出正常申請。

大學申請，  Early Decision/Early Action 被拒
家長務必安慰子女，打起精神，再接再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