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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教学方法在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

《神经病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庞雪蕊1,刘摇 峰1,杨小迪2,陈克侠1

[摘要]目的:为培养具备优秀岗位胜任力的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人才,以《神经病学》为教材,制定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

教学方法并检测教学效果。 方法:选择蚌埠医学院 2014 级 49 名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作为观察组,2013 级 52 名农村订单

定向免费医学生作为对照组,观察组应用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教学方法,对照组应用传统教学方法。 结果:观察组学生理

论知识考试成绩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实践技能考试成绩高于对照组(P < 0. 05),观察组科研能力高

于对照组(P < 0. 05),观察组学生对教学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教学方法可提高学生

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和科研能力,提高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可增进临床学科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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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post competency
in Neurology teaching of the rural鄄oriented medical students

PANG Xue鄄rui1,LIU Feng1,YANG Xiao鄄di2,CHEN Ke鄄xia1

(1. Department of General Practice,2.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and Parasitology,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cultivate the rural鄄oriented medical students with excellent post competence,and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the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post competency in Neurology teaching. Methods:Forty鄄nine rural鄄oriented medical students
from grade 2014 and 52 rural鄄oriented medical students from grade 2013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respectively.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taught with the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post
competency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respectively. Results:The difference of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test score between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the practical skill operation test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5),and the research ability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and P < 0. 01). Conclusions:The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post competency can improve the students忆 theoretical knowledge,
practical skill,research ability,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and quality of clinical subject education.
[Key words] medical education;rural鄄oriented medical student;teaching method;post competency;teaching satisfaction;Neurology

摇 摇 现阶段,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处于改革上升阶段,
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在各地构建,全科医师作为社区

居民的“健康守门人冶备受重视,如何培养高质量岗

位胜任力的全科医师成为教学研究热点[1 - 2]。 我校

作为安徽省首批招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教

育教学基地,为培养适应现代医疗环境的卓越医师,
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教学方法、教学改革等方面

均有研究积累。 神经病学为临床医学生的必修学

科,学科特点包括疾病种类多、难识记、难鉴别和具

有独特的诊疗思维方式等,于基层医院工作的全科

医师面临复杂多变的病情,常常难以做出正确的神

经系统体格检查和诊疗方向,并且缺乏有效医患沟

通,人文关怀等。 为提升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

在临床诊疗思维、医患沟通、科研创新、人文关怀等

方面的岗位胜任力,现以神经病学为教材,制定以岗

位胜任力为核心的教学方法,研究报道如下。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选择我校 2014 级农村订单定向免

费医学生 49 名作为观察组,男 24 名,女 25 名,年龄

20 ~ 26 岁,基础成绩为(82. 81 依 4. 03)分;2013 级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 52 名作为对照组,男 26
名,女 26 名,年龄 19 ~ 27 岁,基础成绩为(83. 27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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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2)分;2 组学生在年龄、性别、基础成绩等一般资

料上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1. 2. 1 摇 对照组 摇 应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法

(lecture鄄based learning,LBL),即教师按照教材内容

在课堂进行授课,以教师灌输式授课为主。
1. 2. 2摇 观察组摇 应用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教学

方法。 对原有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制定,目的为培养

具备优秀岗位胜任力的应用型医学人才。 首先,成
立教学方法制定团队,团队成员包括副高级 /副教授

以上的全科医学和神经病学权威专家,专家紧绕岗

位胜任力提出的培养医学生临床理论知识、诊疗技

能、人文关怀、思维方式、自主学习能力等指标,根据

第 8 版《神经病学》为教材模板,结合相关文献分

析,考虑农村免费订单定向医学生今后的基层工作

特点,现初步制定如下。 (1)确立教学模块和教学

要求:首先将教材分为三大教学模块进行授课,第一

部分教学模块为神经系统总论部分,旨在打牢学生

神经系统解剖、病理等基础理论知识;第二部分教学

模块为神经系统相关操作,如腰椎穿刺术、神经系统

体格检查等,夯实学生神经系统体格检查操作规范

和实践能力;第三部分教学模块为神经系统疾病部

分,包括脑血管疾病,脊髓疾病、周围神经系统疾病

等疾病种类,教师通过带领学生临床实习和实施合

理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今后在基层医疗工作中的

诊疗能力、人文关怀、科研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
(2)根据不同教学模块采用不同教学方法,系统性

培养医学生岗位胜任力:第一部分为神经系统总论

部分,教师仍以传统的 LBL 教学法进行授课,授课

时加入 3D 立体动画视频、图片、脑和脊髓模型进行

讲解,打破枯燥无味的课堂讲解,增加趣味性,还可

以通过现代通信手段如微信 APP 等在课前为学生

布置相关任务,也方便在课后对难以理解课堂内容

的学生进行答疑,增加师生互动;第二部分为神经系

统相关操作,这部分授课主要在技能实训室进行,要
求学生规范地完成神经系统相关操作。 由教师进行

演示,学生以小组形式对模型人进行操作,主要包括

腰椎穿刺术,神经系统体格检查等,要求每位学生进

行操作,教师需及时纠正学生错误的操作手法;第三

部分为神经系统疾病各论部分,这部分授课采用

LBL 教 学 法、 案 例 教 学 法 ( case鄄based learning,
CBL)、临床实习和小组讨论等的教学方法。 授课前

教师做出充分的课前准备,通过微信 APP 推送告知

学生围绕该节课收集关于科研文献等的相关资料,

课堂上综合应用 LBL 教学法和 CBL 教学法中优势

之处,首先教师对章节内容进行传统讲授,使学生对

疾病的发病机制、诊疗特点、辅助检查、鉴别诊断等

有一定了解后,挑选经典且在社区基层常见的病例

为教学案例,进行以病例为主的案例教学法,通过小

组讨论形式教学,每位学生必须发言,学生的发言一

一记录,最后由教师对各位同学的讲解进行纠正,并
为学生推理从发病到诊疗的临床诊疗思路全过

程[3 - 4]。 此外,教师需带领学生在教学医院神经内

科进行临床实习,对不同疾病病人完成从病史询问、
体格检查、腰椎穿刺术、疾病鉴别等的临床案例

讨论。
1. 3摇 观察指标摇
1. 3. 1 摇 2 组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成绩比较 摇
以考试形式检验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总分

100 分,涵盖神经病学教学中的知识点;实践技能考

试包括影像学读片、神经系统体格检查、腰椎穿刺

术、病例分析、病史采集 5 个方面,各 20 分,总分

100 分。 分别记录 2 组学生成绩,计算平均值,进行

比较。
1. 3. 2 摇 2 组学生科研能力对比摇 应用科研能力测

评量表对 2 组学生科研能力进行比较,量表包括发

现问题的能力、查阅文献的能力、科研实践的能力、
科研设计的能力、处理资料的能力、论文写作的能力

6 个部分,每个部分设置问题,答案包括“完全能做

到,经常做到,尚可做到,较少做到,无法做到冶,对
应分值为“4,3,2,1,0冶,每部分计分后计算平均分

进行比较。
1. 3. 3 摇 2 组学生对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摇 教学满

意度调查使用匿名填写的问卷调查方式进行,问卷

调查表通过邮件形式发送至学生进行打分,包括

“教师情感与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技能,
课程价值冶5 个方面[5],每方面设置 5 个问答题,采
用李克特态度量表进行评分,包括“非常满意,大部

分满意,说不准,不满意,很不满意冶选项,对应分值

为“5,4,3,2,1冶,得分越高表明学生对教学满意度

越高;满分 100 分,非常满意为 90 ~ 99 分,满意为

80 ~ 89 分,不满意为 < 80 分。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成绩比较摇 观

察组学生理论考试成绩高于对照组(P < 0. 05);观
察组学生在实践技能考试成绩上明显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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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 05) (见表 1)。

表 1摇 2 组学生成绩比较 (x 依 s;分)

分组 n 理论知识成绩 实践技能成绩

对照组 52 88. 88 依 5. 75 84. 85 依 6. 10

观察组 49 90. 96 依 3. 21 89. 04 依 5. 44

t — 2. 23 3. 64

P — <0. 05 < 0. 05

2. 2摇 2 组学生科研能力对比摇 观察组学生在科研

能力各项测评中均高于对照组 ( P < 0. 05) (见

表 2)。

2. 3摇 2 组学生的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比较摇 观察

组学生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3)。

3摇 讨论

摇 摇 “岗位胜任力冶首先是由哈佛大学教授 David
McClelland 提出的概念,即拥有卓越成就的个体区

别于普通个体深层次的能力特征[6]。 现代医学教

育革命的主题即为基于岗位胜任力的医学人才人格

的全面塑造,不仅对理论和实践能力做出要求,还要

求学生必备医患沟通、自主学习、科研探索等的各项

表 2摇 2 组学生科研能力比较 (x 依 s;分)

分组 n
发现

问题的能力

查阅

文献的能力

科研

实践的能力

科研

设计的能力

处理

资料的能力

论文

写作的能力
总分

对照组 52 3. 88 依 1. 95 5. 38 依 1. 42 7. 31 依 1. 89 8. 62 依 2. 45 6. 81 依 2. 47 7. 65 依 1. 92 6. 61 依 2. 55

观察组 49 5. 73 依 1. 82 7. 53 依 1. 45 9. 35 依 1. 52 10. 89 依 2. 12 9. 04 依 2. 20 9. 96 依 1. 97 8. 75 依 2. 50

t — 4. 92 7. 52 5. 98 3. 25 3. 13 3. 89 2. 78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表 3摇 教学满意度调查问卷结果[n;百分率(% )]

分组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uc P

观察组 49 27(55. 10) 15(30. 61) 7(14. 29)

对照组 52 6(11. 54) 20(38. 46) 26(50. 00) 4. 62 < 0. 01

合计 101摇 33(32. 67) 35(34. 65) 33(32. 67)

能力[7]。 从岗位胜任力出发的人才培养、教学改

革、考试考核评价体系改革等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增

多,如韩颖等[8] 提出的全科医师岗位胜任力模型,
该模型包括基本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人文执业

和教育学习能力在内的一级指标和包括临床理论知

识、诊疗技能、人文关怀、思维方式、自主学习能力等

的二级指标,郑燕等[9]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对妇产

科学教学质量评价方案进行探索研究,蔡荣林等[10]

亦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初步构建了《针灸学》课程

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
本研究即对原有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形成以岗

位胜任力为核心的临床学科教学方法,培养具备理

论和实践等各项能力的合格全科医师。 通过比较我

校 2013 级和 2014 级农村免费订单定向医学生的教

学效果,发现单一的教学方法已经难以满足医学人

才培养,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教学方法突出培养

医学生在今后基层医疗工作中的理论和实践能力、
沟通技能和对病患的人文关怀,同时,发掘医学生更

深层次的能力品质,包括科研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

的终身学习能力。
实施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教学方法后,学生

理论和实践能力得分高于对照组,科研能力高于对

照组。 这与教师在不同教材模块下采用合理的教学

方法密切相关。 传统的教学方法常以课本重点为主

线,难点为突破点,平铺直叙的授课常常让学生感到

乏味,失去探索精神。 而实施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

的教学方法后,侧重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在教导

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应用案例教学法,加深对

疾病的认识,通过小组讨论增加学生的沟通能力和

分析能力。 通过课前课后对科研知识的探索,加强

学生的科研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让学生进入临床

实习和技能实训室进行实践后,可锻炼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理解定位、定性的诊断方法。 这些优秀的能

力在传统教学中难以习得,而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

的教学方法可通过实际案例教学加强学生的诊疗能

力、沟通能力、实践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科研能

力等。
本文的教学方法中应用的如微信 APP、3D 精彩

动画等现代教学手段,可增加课堂趣味性,也符合现

代学生的审美和兴趣。 通过和学生共同探讨案例教

学法中的病例,做到师生积极互动,教师通过对学生

的发言分析,可反馈性地对下节课进行教学改进,合
理调整教学内容,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 最终,经过

(下转第 6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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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经桡动脉路径术后采用纱

布绷带加压止血的舒适程度最高,局部皮损、桡动脉

闭塞的发生率最低,但止血效果最差,再出血发生率

最高。 旋压式止血器止血效果明确,但其舒适程度

差,局部皮损、桡动脉闭塞的发生率高。 为此,对加

压止血的方法进行改良,扬长避短,在确保止血效果

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局部并发症的出现,减少病人的

疼痛不适感是有必要的。 旋压式止血器改良加压包

扎法一方面在坚硬的止血垫与局部皮肤之间增加了

软纱布作为压力缓冲,适当降低局部压迫止血的力

量,另一方面避免加压板与皮肤直接接触,减少其对

静脉和尺动脉的压迫。 此外,该方法保留了旋压式

止血器压迫效果明确以及可以早期发现局部穿刺点

渗出的优点。 本研究发现旋压式止血器改良加压包

扎组出血率显著低于纱布绷带加压组,说明改良加

压包扎法的止血效果确切。 其次,该组病人局部淤

青、小血肿和大血肿的发生率与单纯止血器压迫组

相近,皮损和桡动脉闭塞的发生率与纱布绷带加压

组相近,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进一步证明其压迫止

血的有效性。 最后,该组病人术后患侧疼痛评分显

著低于单纯止血器压迫组,说明改良加压包扎法可

以减轻疼痛,增加病人的舒适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证实旋压式止血器改良包扎

在确保止血效果的同时,是降低经桡动脉路径术后

病人局部穿刺部位肢体肿胀程度、疼痛程度,增加病

人舒适度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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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的教学过程,教师和学生能互相配合,积极有

效地完成课程任务,互相促进成长,提升学生对教师

课堂教学满意度的同时,也加大教师课堂教学信心,
成为鼓舞教师成长的巨大动力,同样,成功的教学改

革也为其他临床学科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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