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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应当认定为较差的清形是违反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 ， 多计费、 多收

费或者私自收取费用 ， 情节严重的

2、 医学道德评价的方式有社会舆论 、 传统习俗丙l内心信念

3 、 专属千问诊中的道德要求的是语言亲切、 平易近人

4、 医务人员医德考评的首要标准是救死扶伤，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 《卫生部关千加强卫生行业作风建设的意见》提出的八项行业纪律之一的是医疗机构不准使

用无生产批准文号的自制药品与制剂

6、 医学行为是否有利千医学科学发展和揭示人类的生命奥秘是医德评价的科学标准

7、 严密观察 、 精心治疗属于手术后的道德要求

8、 医学道德监督的叙述：通过法律监督来约束医务人员职业行为

9、 影响医患关系的最次要因素是患者所在单位的因素

10 、 临床诊疗工作中最基本的原则是患者第一

11、 医患关系遵循的最重要的道德原则是医患平等关系

12、 专属于体格检查中的道德要求的是尊重病人、 耐心细致

13 、 安全有效属千药物治疗中的道德要求

14、 同情和开导病人属于心理治疗的道德要求

15、 医德考评要坚持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的原则

16、 在临床诊疗活动中 ， 医务人员收受药品、 医用设备、 医用耗材等生产、 经营企业或经销人

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或提成的， 医德考评结果应记为较差

17 、 医学行为是否有利于病人病情的缓解、 治疗和康复是医德评价的医疗标准

18 、 保持镇定、 作风严谨属千手术治疗中的道德要求

19 、 广义的医患关系是指各类医务人员与患者及其家属的关系



20、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享有的权利是在执业活动中， 人格尊严、 人身安全不受侵犯

21 、 关千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的实施与监督， 实施和执行本规范的情况， 是医疗机构年

度考核和医师定期考核的重要内容， 但不影响医疗机构等级评审、 医务人员职称晋升

22 、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是2012 年6月26日公布执行的

23 、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既要遵守本文件所列基本行为规范又要遵守与职业相对应的分类行为规

范

24、 卫生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参与组织制定了《医疗机构从

业人员行为规范》

25、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适用于医疗机构内所有从业人员

26、 弘扬高尚医德，严格自律，不索取和非法收受患者财物不利用执业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

27 、 组织实施医师资格考试的部门是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28 、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明确规定， 医师是指依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

医师资格， 经注册在医疗、 预防、 保健机构中执业的专业医务人员

29、 医患沟通是指医患之间信息的传递与交流

30、 “以人为本， 践行宗旨” 的行为规范， 主要体现在以病人为中心， 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

务

31 遵守医学伦理道德尊 重患者的知清同意权和隐私权， 为患者保守医疗秘密和健康隐私维
、

护患者合法权益
32 、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分为6个类别

33 、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应履行的义务是遵守法律 、 法规， 遵守技术操作规范

34、 纪检监察纠风部门负责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35、“不索取和非法收受患者财物；不收受医疗器械、 药品、 试剂等生产、 经营企业或人员以



各种名义、 形式给予的回扣、 提成；不违规参与医疗广告宣传和药品医疗器械促销
“

体现了廉

洁自律， 恪守医德的基本行为规范

36、 医师高度的责任心应贯穿执业全过程

37 、 实验性临床医疗应充分保暗患者本人或其家属的知情同意权

38 、 电脑自动验光仪检测不适用千屈光间质混浊患者

39 、 脸板腺嚣肿好发千青少年

40、 对X、 Y两个变量作线性回归分析的条件之一是仅要求Y变益服从正态分布即可

41、 临床疗效的随访资料不适合用Logistic回归分析

42、 10％糖尿病患者可发生眼底改变， 出现的时间大约在病后 5~9 年

43、 相关系数r与决定系数r2的意义表述：r2值接近于零表明直线回归的贡献很小

44
、 引起沙眼的病原体为沙眼衣原体A、 B、 C、 Ba型

45、 基因治疗中，可用做活体直接转移的基因载体是腺瑕毒

46、 头抱哩吩治疗绿脓杆菌性角膜炎效果差

47、 角膜上皮获得所消耗的氧主要来自大气

48 、 儿童原发眼眶恶性肿瘤首位是眼眶横纹肌肉瘤

49 、 抽样误差最大的抽样方法是整群抽样

50、 动脉粥样硬化很少累及眼动脉

51 、 全身给药后， 药物对眼内的通透性不受药物的水溶性因素影响

52、 指标中 ， 随着研究样本量的增加而减少的是随机误差

53 、 如果在处理定量资料时用多次t检验取代方差分析和两两比较， 这样做将导致假阳性错误

率增大

54 、 验证病因假设最可靠的方法是干预研究



55、 关千 Goldmann 眼压计， 每次测量所压平角膜的面积相同

56、 反映一组性质相同的观测值的平均水平，常选用算数平均数和几何平均数。 适合用几何平

均数计算的资料应该是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57、 低温冷冻(-70
°

C)不能使病毒灭活

58 、 脸结膜面局限充血 、 肿胀，有硬结 、 疼痛和压痛， 2~3 天后其中心形成黄色脓点， 多可

自行穿破脸结膜面而痊愈。 此病症为内脸腺炎

59、 去氧肾上腺素无睫状肌麻痹作用

60、 维生素A缺乏的最早期临床表现是暗适应功能低下

61
、 当药物浓度在一定范围增加时， 药物在角膜的通透性也随之增加当超过—定范围时， 虽

然浓度增加但药物的角膜通透性并不增加， 甚至减低

62、 真菌对紫外线耐受性较强

63、 在视屏的各个选点上， 由弱至强增加视标亮度的测量视野的方法属千静态视野检查法

64、 对千真菌性角膜溃疡最有诊断价值的是溃疡区刮片找到真菌菌丝

65、 关千眼底照相机， 采用红外光作为聚焦照明光源时可以不使用散瞳药

66 、 视网膜母细胞瘤最常见的生长方式是混合生长型

67 、 遗传性疾病是由千遗传物质改变导致的疾病

68、 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发病机制是抑癌基因RB1突变所致

69、 老年的脸板腺蠹肿患者多次复发， 要考虑脸板腺癌

70 、 痊疮丙酸杆菌是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后迟发性眼内炎致病菌

71 、 葡萄膜恶性黑色素瘤预后最好的类型是梭形细胞型

72、 从前往后， 泪膜的结构为脂质层， 水液层，黏蛋臼层

73、 交界性肿瘤是指肿瘤的形态和生物学行为介于良性和恶性之间



74 、 化脓性角膜溃疡病灶内的主要炎性细胞是中性粒细胞

75 、 角膜内皮显微镜的基本原理是利用角膜内皮细胞和房水界面产生的镜面反射

76 、 眼科常见的RNA病毒是肠道病毒70

77 、 我国真菌性眼部感染最多见的病原体是铺刀菌属

78 、 一般不会受到应答率高低的影响的因素是研究对象中合格的参加者人数

79 、 眼部转移性肿瘤最常见的转移部位是脉络膜

80 、 Orbscan 角膜地形图系统 ， 可用于检测前房的深度及晶状体的厚度

81、 春季性结膜炎属千 I 型超敏反应

82 、 裂隙灯显微镜的描述：棱镜的作用是倒转显微镜最后的倒置的像

83、 带状疤疹性脸皮炎的疤疹分布千下脸、 颊部及上唇皮肤，但不超过中线，示病毒感染了三

叉神经的第2支

84 、 检查某人视力， 如果在1m处才能看清0.1行视标，则该眼视力为0.02

85、 检影距离为67cm,影动为逆动，逐渐增加度数至－2.00D时影像中和，再增加负镜时影

动变为顺动，则被检眼的实际度数为－3.50D . 

86 、 颅内占位性病变多引起象限性视野缺损

87 、 用千测量眼球轴长，最准确的是A超

88、将马氏杆横置于患者右眼前，令其注视33cm点光源，患者诉光线在光点内侧，该患者眼

位是外斜位

89 、 最适宜眼眶骨折的检查是CT

90 、 患者女 ， 20岁，诉右眼自小常流泪，眼前段及眼底检查未见异常，为其冲洗泪道 ， 左眼

冲洗通畅，而冲洗右眼时冲洗液自下泪小点注入， 由上泪小点返回，提示患眼泪总管阻塞

91、 一被检者在遮盖试验中，交替遮盖试验时见眼球由外向内转动，而遮盖右眼时左眼由外向



内转动，去遮盖右眼后，左眼由内向外转动，则最可能的诊断是左眼持续性外斜视

92 、 角膜映光法检查 时 ，如反光点位千瞳孔缘与角膜缘中间，提示斜视角约25° ~30°

93 、 闪光视网膜电图对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早期诊断最有意义

94 、 压平式眼压计最不受眼球壁硬度和角膜弯曲度的影响

95 、 一般不用检眼镜检查的是虹膜

96 、 患者女 ， 36岁，右眼被飞溅的碎玻璃击中致伤 1天。 检查 ：全身情况尚可，右眼视力：

手动左眼视力：1.2;颗侧角膜可见贯通伤口。如果看不到异 物 ，应对患者进行磁共振检查

97 、 患者男 ， 15岁，摔伤后歪头视物半年，检查 见视力0D1.0,0S1.0,双眼前节及眼底检

查未见异常，眼位角膜映光OD+10°R/L 15° 

I 代偿头位，头向左肩倾，面向左转，下颌内收， 

右眼内转伴上转，Bielschowsky征右侧（＋），最可能的诊断是右眼上斜肌麻痹

98 、 患儿女 ， 9岁，右眼脸不慎被沸水烫伤，局部立即出现红、 肿、 痛，随之皮肤上起水泡，
，严 · 已 气  盲． 酝气工三

其病变属千浆液性炎

99 、 先天性脸裂狭小综合征不应出现的表现是上脸内翻

100、 带状疤疹性脸皮炎最常累及的神经是三叉神经

101、 眼脸毛细血管瘤的首选治疗方法是局部激素治疗

102、 瘢痕性脸内翻最常见的原因是沙眼

103 、 患儿男，2岁3个月，左眼眼球穿通伤行角膜伤口修补术后 1天，因前房炎症反应重， 

瞳孔区渗出浓密，给予阿托品眼膏涂左眼，用药后半小时患儿哭闹，左眼脸红肿、 局部皮温略

高、 球结膜轻度水肿 ， 最可能的原因是阿托品眼行过敏导致接触性皮炎 ，应立即停用

104、 患儿男 ，2岁，左眼自出生起较右眼小，在咀嚼时左眼可睁大至右眼大小。检查：左眼

脸裂高度 7mm,上脸缘位千瞳孔上缘水平，提上脸肌肌 力8mm，右眼脸裂高度 9mm 。左眼

在咀嚼时可以睁大至右眼大小，是由于三叉神经和动眼神经存在异常联系



105 、 有关溃疡性脸缘炎， 睫毛易脱落且不能再生

106 、 双行睫与乱睫的区别是双行睫生长的位置在灰线后、 脸板腺开口处，乱睫的位置在灰线

前

107、 占我国眼脸恶性肿瘤第二位的是皮脂腺癌

108 、 引起脸腺炎最主要的细菌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109 、 婴幼儿时期最常见的眼脸血管瘤是毛细血管瘤

110、 好发千脸缘皮肤黏膜移行处的是鳞状细胞癌

111、 眼脸最常见的良性肿瘤病变是乳头状瘤

112、 最常见的泪小管良性肿瘤是乳头状瘤

113 、 患者女，53岁， 诉左眼溢泪2个月。 查体左眼视力正常，左侧泪道冲洗时有阻力， 冲

洗液部分返流， 部分流入鼻腔， 余未见异常。 可考虑是奥泪管狭
｀

114 、 在泪腺原发性上皮瘤中，多形性腺瘤占50%

115、 慢性泪囊炎常见于中老年妇女， 是因为女性只泪管较细长

116、 泪震鼻腔吻合术使泪液流入中乒道

117 、 患者女，56岁，左眼溢泪2个月余。 查体：左眼视力1.0,左侧泪道冲洗时有阻力， 冲

洗液全部由另一泪点反流，伴黏性分泌物流出，余未见异常。 考虑诊断为具泪管阻塞伴慢性泪

囊炎
--· --- -

118、 急性泪囊炎不会形成泪囊黏液鬟肿

119、 泪腺肿物压迫眼球移位的方向是向员下方移位

120 、 鍔鱼泪多见千Bell's麻痹面神经不全修复

121 、 判断泪道阻塞最常用的诊断方法是泪道冲洗

122、 泪嚣窝主要由2块骨共同组成



123、 泪蠹员腔吻合术术前行泪震碟油造影检查的目的是明确泪震形态大小，排除手术禁忌证

124、 急性泪爱炎的炎症期禁忌行泪道冲洗或泪道探通，以免导致感染扩散

125、 上皮细胞不分泌泪液

126、泪霓不参与基础泪液分泌

127、 患者男，22岁，诉双眼异物感 、 干涩1年，3个月前曾于外院做过右眼脸板腺襄肿刮除

术。眼部检查：脸缘后唇出现自后向前的血管扩张，脸板腺开口阻塞突起变形，挤压脸板腺可

见分泌物溢出，初步的诊断是干眼症

128、大泡性角膜病变与角膜缘干细胞衰竭无关

129、角、结膜重建的基础是泪膜的正常

130、 大泡性角膜病变不会引起角膜缘干细胞缺乏

131、 可引起干眼症发病的危险因素是： ＠基于免疫的眼表炎症反应、 ＠泪腺细胞凋亡、 ＠脸

板腺功能障碍、＠性激素水平的降低

132、 患者女，65岁，诉双眼干涩、 眼红3年，伴进食吞咽困难及关节痛等全身症状，首先需

考虑的诊断是 Sj?gren 综合征

133、 患者，男，24岁，双眼异物感伴畏光1年余，眼科检查结膜轻度充血，角膜透明，荧

光素染色（一） ， 脸板腺开口堵塞，挤压后无分泌物溢出。该患者最可能的诊断是脸板腺功能异

常

134、 成人包涵体结膜炎可引起结膜瘢痕，但无角膜瘢痕，极少引起虹膜睫状体炎

135、患儿男，7岁，双眼异物感伴黏脓性分泌物增多4天，起病前有体温升高、身体不适等

全身症状，体征为结膜充血 、 水肿、 小片状球结膜下出血，穹隆部见黏液脓性分泌物，抗生素

治疗有效。该患者首先考虑的诊断是流感嗜血杆菌性结膜炎

136、 白喉杆菌性结膜炎不易形成假膜



137、 患者， 男性 ， 5 岁。 右眼红 3 天就诊。 检查：右眼颗下方球结膜充血， 相应部位的角膜

缘处可见2个实性疤疹， 角膜透明， 诊断为泡性结膜炎

138、 角结膜上皮原位癌的最佳治疗方案是手术切除联合板层角膜移植

139、 患者男，35 岁，颗侧近外眺部球结膜下， 见黄色、 质软的光滑肿块，活检见疏松结缔组

织和脂肪组织， 最可能的诊断是结膜皮样脂肪瘤

140、 泡性结膜炎属千细胞免疫介导的迟发型过敏性结膜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