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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认证背景下外科学临床实践教学体系的应用效果评价

崔培元1,凌云志2,陈摇 辉3,陈晓晖3,朱国玲3,周摇 磊1,杨云川1

[摘要]目的:评价专业认证背景下外科学临床实践教学体系的应用效果。 方法:对 2016 年在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肝胆

外科实习的 50 名同学采取传统教学法(对照组);2017 年实习的 50 名同学以专业认证为标准,建设外科临床实践教学团队,
多种教学法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观察组)。 实习结束后使用同一试卷对 2 组实习生同时进行理论考核,同时使用相同的调查

问卷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进行调查,对考核及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观察组的理论成绩高于对照组(P < 0. 01),自
主学习能力评价高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以专业认证为标准,建设外科临床实践教学团队,修订外科实习大纲,加强外

科临床实践教学能力建设,建设外科临床实习医学生考核方案,可以提高外科学临床实践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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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of Surge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CUI Pei鄄yuan1,LING Yun鄄zhi2,CHEN Hui3,CHEN Xiao鄄hui3,ZHU Guo鄄ling3,ZHOU Lei1,YANG Yun鄄chuan1

(1. Department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2.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3.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of Surge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Methods:Fifty intern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in 2016 ( control group) were taught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and 50 intern students in 2017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aught with a teaching mode combining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After the internship,the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in two groups were implemented using the same paper,the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ies in two group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a questionnaire,and the results of which were analyzed. Results:The average test
score and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i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With the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as the standard, establishing the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team of Surgery, revising the practice teaching
program of Surgery,strengthening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clinical practice of Surgery,and establishing the evaluation program of clinical
practice students in Surgery can improve the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effect of Surgery.
[Key words] medical education;clinical medical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Surgery;practical teaching

摇 摇 医学教育承担着培养医学卫生人才的重任,和
全民健康息息相关。 为推进我国医学教育、人才培

养与国际接轨,确保中国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质

量与水平,2008 年教育部和原卫生部颁布了《本科

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 ,并将其

作为我国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的依据。 该标准借鉴国

际医学教育标准,进一步完善了符合全球医学教育

规范的我国临床医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和认证程

序,完善了政策体系,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与国际医

学教育实质等效的医学专业认证制度奠定了基础。
临床医学专业认证作为一种外部质量评价机制,其
主要目的是评判医学院校的教育项目是否达到基本

的质量标准;鼓励院校不断改进和完善以促进教育

质量不断发展。 在巩固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成绩

的基础上,以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为契机,进一步

加强了临床医学各个学科的内涵建设。 蚌埠医学院

于 2017 年 11 月 5 日至 9 日接受了国家教育部的临

床医学专业认证。 以此为契机,我们对外科学临床

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本
文就其应用效果作一探讨。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选择蚌埠医学院 2016 - 2017 年在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普通外科(包括胃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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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血管外科、肝胆外科、小儿外科)实习的 100 名

临床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对 2016 年 50 名实习学

生采取传统教学法(对照组);2017 年 50 名实习学

生以专业认证为标准,建设外科临床实践教学团队,
多种教学法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观察组)。 2 组年

龄、性别、实习进点前理论考试成绩等均具有可

比性。
1. 2摇 方法摇 2 组均以“十二五冶普通高等教育本科

国家级规划教材《外科学》(第 8 版,陈孝平主编)为
基本理论教学用书,所有的授课内容均由系统外科

学教研室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老师完成。
1. 2. 1摇 对照组摇 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授课教师课

前集体备课,按教学大纲统一授课内容及重、难点问

题的讲解,采用多媒体教学的方式进行知识讲授。
授课结束后通过教学查房进行基本临床技能的培训

和常见病的诊疗。
1. 2. 2摇 观察组摇
1. 2. 2. 1摇 以专业认证为标准,建设外科临床实践教

学团队摇 (1)建立外科学临床实践教学管理团队,
由教研室主任、科室主任(教研室副主任)、科室秘

书组成,负责制定带教计划、标准、考核等工作,临床

带教队伍负责高效实施。 以专业认证为标准进行临

床实践教学[1]。 (2)建设外科临床实践教学带教师

资培训制度。 建立带教师资准入机制:带教师资准

人标准主要涉及医德规范、带教医师资格、专业素

质、教学能力等方面的要求。 医德规范和带教医师

资格是带教医师的基本条件;专业素质和教学能力

是带教医师综合能力的体现。 建立带教师资培训机

制:在临床学院、附属医院师资队伍建设基础上,利
用外出学习、院内培训等多种形式加强外科带教老

师标准化、规范化教学培训,提高临床带教老师教

学、育人水平和技能操作水平。 建立临床带教职责

和考核机制:主要围绕岗位胜任力展开,包括师德修

养、医德医风、教学基本技能的掌握、对医学生各项

操作的带教、教学活动的开展等。 结合我院《关于

开展临床教师教学考核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要求,
将临床师资带教纳入考核中,考核内容包括专业人

文素养、临床能力、科研能力和教学能力,考核以教

学能力为侧重点。
1. 2. 2. 2摇 以专业认证为标准,修订外科实习大纲摇
加强临床实践技能培训,根据专业认证对临床医学

专业本科毕业生应达到科学和学术领域、临床能力

领域、健康与社会领域、职业素养领域的基本要求和

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医学教育办学标准,同时依据大

纲要求,外科实习共计 16 周,其中肝胆外科和胃肠

外科必须各 3 周,其他各专业选择实习,按照我校教

育标准要求,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和目标,组织外科学

临床专家修订实习大纲。 此次大纲强化理论和实践

结合,用临床案例引导学生临床诊治思维能力训练。
1. 2. 2. 3摇 以专业认证为标准,加强外科临床实践教

学能力建设摇 (1)提高教师层次。 根据学校对学科

建设、培养和发展规划。 外科学教研室对外科临床

实践教学团队建设,通过培训、试讲、外出学习、奖励

政策等方式培养教学骨干,把临床业务职称评审与

教学水平及教学职称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得各级临

床教师由被动教学转为积极教学,把无偿奉献转为

有偿工作,临床的“医、教、研冶三者紧密联系,由此

提高了外科临床实践教学团队教学学历和职称,同
时教学水平和能力也得到很大提高。 近年来我们教

研室讲师、副教授、教授按比例承担外科理论教学,
助教教师辅助协作上级教师承担外科临床实践教

学。 (2)多种教学法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现阶段外

科实 践 教 学 有 团 队 为 基 础 的 学 习 ( team鄄based
learning, TBL)、 基 于 问 题 的 学 习 ( problem鄄based
learning, PBL )、 基 于 案 例 教 学 法 ( case鄄based
learning, CBL )、 传 统 授 课 模 式 ( lecture鄄based
learning,LBL)以及研究型教学模式( research鄄based
Learning,RBL)等教学方法。 外科实践教学把多种

教学法相结合,比如外科小讲座多用 LBL,床边教学

采用 PBL,教学查房采用 PBL,病例讨论可使用

LBL,同时多种教学法可以交错使用,以便提高教学

质量和教学效果[2]。 (3)加强外科实践教学内容建

设。 在外科临床教学中借鉴技能竞赛培训方法,理
论讲解、观看视频、仿真模拟人训练、标准化病人、动
物离体组织实际操作等教学形式反复理论和实践,
使得学生临床操作技能迅速提高。 任何接触病人、
有创的外科临床操作先在临床培训技能中心,充分

利用技能中心及模拟人的资源,借助先进的综合教

学模具,模拟临床场景,进行模拟教学,学生技术熟

练、操作规范经过考核合格,再到临床接触病人。 在

临床实习中如有不熟练的操作,再回技能室巩固,如
此反复达到技能室与临床有机结合[3]。 临床带教

教师必须对学生进行外科基本操作的培训包括操作

技巧和操作中的注意事项,如自觉遵守无菌操作规

程的习惯,熟悉全身各部位的解剖知识,各项操作的

适应证、禁忌证,以及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

并发症。 要求外科临床带教教师自己先熟练掌握各

项操作正规步骤,及时发现学生的错误并纠正,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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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给予肯定。 按照实习大纲要求系统地、循序渐

进的培养实习生的外科实习[4],结合执业医师考核

标准建立外科临床实习学习题库,结合外科临床常

见病、多发病建设外科典型临床案例。 (4)加强人

文素质教育,培养医学生职业道德品质。 医学一直

被公认为是最有人文精神的学科,医学的对象就是

人,医学为人而存在和发展,人文素质教育是医学教

育的必备内容。 在外科实践教学团队指导下,培养

学生做到关心、爱护病人,对实习乐观、阳光、充满信

心。 新的医学模式强调,病人不是单一的生物体,同
时还是有心理及社会属性的有机体。 在外科临床实

习期间,教育医学生在看待病人时,不仅要看病,同
时要看人[5]

1. 3摇 观察指标摇 实习前及实习结束以后分别填写

《自我评价调查问卷》 [1,6],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作主观评价,内容包括授课内容的掌握、对授课知识

点的理解、注意力集中程度、学习兴趣、主动性、协作

性、创新性等,分值 0 ~ 100 分,分值越高表示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越强。 本学期结束后采取同一试卷对 2
组学生进行考核,评价学生的理论知识成绩。 试卷

满分 100 分,均为客观题,其中单选题 80 题,多选题

10 题。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在实习前初次评价中,2 组自主学习能力的评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课程结束后观察

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以 2 组上学期

末考试成绩作为参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实习结束后观察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自主学习能力和理论成绩分析(x 依 s;分)

分组 n 自主学习能力 理论成绩

实习前

摇 对照组 50 76. 90 依 7. 38 72. 61 依 8. 65

摇 观察组 50 77. 07 依 7. 31 73. 68 依 10. 29

摇 摇 t — 1. 09 1. 83

摇 摇 P — >0. 05 > 0. 05

实习后

摇 对照组 50 80. 92 依 6. 07 72. 22 依 8. 92

摇 观察组 50 85. 49 依 5. 41 80. 33 依 10. 48

摇 摇 t — 4. 92 5. 60

摇 摇 P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外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对专业性、
技术性和应用性要求非常高。 临床实习医生绝大多

数在实习前没有任何临床实践经历,也没有处理临

床问题的能力,因此,临床实习生的教学方式选择格

外重要。 在传统的外科实践教学中,大多数采用的

是以教师为主导的方式,这种方法虽然能够全面细

致地进行理论知识的讲解,但是却忽略了学生的接

受程度和积极性。 在长时间的理论教学中,学生始

终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缺少师生间的沟通反馈,从
而很容易出现学生学习兴趣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

情况,严重影响教学质量。 此外,传统的教学方法忽

略了外科学是一门实践科学的重要特性,无法培养

学生面对临床实际案例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增
加了学生从课堂到临床的过渡时间,延长了临床医

生的成长周期。
临床医学专业认证是医学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保障,同时也是我国医学教育国际化的要求。 作

为医学院校教学基地的临床学院要在专业认证背景

下寻求发展契机。 国内绝大部分医学院校建立临床

学院模式,即本着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原则,
加大临床实践技能的培养。 外科学是临床医学主要

部分,外科实习期间的实践教学更是核心,以临床技

能竞赛为标准,可促进医学生在外科临床技能操作

中的水平。 我们结合我校实际,以专业认证为标准,
构建了外科学临床实践教学体系。 着力建设外科临

床实践教学团队,提高临床教师的授业能力,通过对

学生的培训和考核,发现教学的薄弱环节并改进,增
强激发教师的教授和培训愿望。 教师教学能力不断

提高,促进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彰显教学相

长。 师资培训按照分层、分批、分散等形式展开,培
训包括带教医师应当具备的综合素质、现代教育思

想与观念、医学人文教育、医学教学内容、医学教学

方法和手段、带教经验交流等。 修订外科实习大纲,
加强实践能力培训,使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培养实

习同学独立思考、独立工作能力,学会外科常见疾病

的诊断及鉴别诊断要点,常见手术适应证和禁忌证,
术前准备、手术步骤、术后管理;掌握外科无菌观点,
熟练掌握外科换药、拆线、结扎、缝合与扩创等基本

操作,为进一步深入学习外科打下良好基础。 自

2011 年起蚌埠医学院连续参加 8 届全国高等医学

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连续 7 年进入全国总决

赛,获得过华东区第一名和全国第四名的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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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教学法在普通外科临床见习教学中的应用

周少波,褚摇 亮,陈正民,王摇 彬,蒋摇 磊,邓摇 锐

[摘要]目的:探讨三明治教学方法在普通外科临床见习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及价值。 方法:选取在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普

通外科见习的蚌埠医学院 2013 级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 50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 将其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25 人。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观察组采用三明治教学法。 教学结束后,采用理论考试、临床病例分析考核和满意度问卷调查方

法,分别对 2 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观察组学生理论考核成绩与对照组学生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临床

病例分析考核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学生(P < 0. 01),对教学方法满意度亦高于对照组学生(P < 0. 05)。 结论:三明治教学方

法能够有效地提高医学生见习学习兴趣,提高其自学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值得在外科临床教学中推广。
[关键词] 三明治教学;临床教学;普通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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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Sandwich teaching method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general surgery
ZHOU Shao鄄bo,CHU Liang,CHEN Zheng鄄min,WANG Bin,JIANG Lei,Deng Rui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4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Sandwich teaching method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general surgery.
Methods:Fifty clinical training undergraduates i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from grade 2013 clinical
medicine major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n = 25) and control group(n = 25).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taught with Sandwich teaching method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respectively. The
teaching effect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using the theoretical test,clinical case analysis test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The difference of the examination achievement of theory between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results of clinical case analysis test and satisfaction of teaching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Conclusions:Sandwich teaching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arning interest,and abilities of self鄄learning and clinical thinking
of students,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 words] Sandwich teaching method;clinical teaching;general surgery

摇 摇 普通外科涵盖的疾病谱广,涉及知识内容多。
普通外科医生除了要系统地掌握普通外科相关专业

知识之外,还需要具备及时、正确判断和处理病人疾

病的综合能力。 而临床教学对于医学生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极其重要。 传统见

习教学中只注重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忽略了知识发

现的过程和综合分析的技巧,不宜调动学生学习的

主观能动性,难以使实习学生充分掌握相关知

识[1] 。三明治教学法最初源于19
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

世纪的英国大学

本文结果也显示,实习结束后观察组自主学习能力

和考试成绩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综上所述,以专业认证为标准,建设外科临床实

践教学团队,修订外科实习大纲,加强外科临床实践

教学能力建设,可以提高外科学临床实践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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