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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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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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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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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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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课程,强调在理论教学的同时穿插实践操

作[2]。 德国海德堡大学率先将三明治教学方法应

用于医学教学,通过小组内讨论、组与组之间交叉学

习和汇报讨论等环节,有利于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

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能够更好地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思考、自学和探求新知识的能

力,这种崭新的教学方法改变了沉闷的课堂气氛,引
导学生积极参与到学习中,较好地提高了学生的学

习热情和学习主动性,显著提高了教学质量[3]。 普

通外科学的临床教学主要是以实践为主,通过正确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临床实践之中,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才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能

够在有限的课时内最大限度地掌握实用的普通外科

知识。 本研究探讨了三明治教学法在我科临床教学

中的应用效果,分析了三明治教学法的优缺点并提

出了改进措施。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 摇 研究对象 摇 选择在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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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25 人,所有

研究对象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同意。 2 组学生的性

别、年龄、教育背景和学习基础等一般情况具有可

比性。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教学方法摇 观察组采用三明治教学方法,观
察组 25 名学生随机分为 5 个小组,每组 5 名学生。
每次课教学时间共 100 min,其中引言 5 min,第一、
二次讨论分别 15 min,集中汇报 25 min,教师总结

20 min,第三次讨论及反馈各 10 min[4]。 下面以“阑
尾炎冶章节的教学为例,简述三明治教学过程。 首

先,教师引入教学内容,提出 5 个与授课内容关系紧

密的问题:阑尾炎的病因病理类型;阑尾炎的临床表

现;如何诊断;阑尾炎的治疗方法;阑尾炎手术并发

症及处理包括哪些内容。 引言部分授课教师简要介

绍阑尾炎的概念和分类,并提出本次学习的主要目

标:掌握阑尾炎的诊断、治疗方法以及手术治疗要考

虑的因素,用时 5 min。 引言结束后进入第一次分组

讨论,每组只讨论一个问题。 然后学生交叉换组后

进行第二次讨论,每一名学生向本组同学介绍第一

次自己所在组的讨论结果,两次讨论各 15 min。 接

下来为 25 min 的集中汇报,每组选出一名代表汇报

本组的讨论结果,其余组员进行补充、完善。 然后教

师用 20 min 进行总结,包括点评学生讨论的结果,

讲解主要内容,强调学习重点和难点,并给出典型病

例,指导学生通过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等资料

分析对该病例的诊断思路。 最后,进入 15 min 的

“金鱼缸冶式讨论阶段,每组选一名学生组成讨论小

组,类似鱼缸内的金鱼在教室中央进行讨论,其余学

生围绕讨论小组参与讨论,类似鱼缸缸壁,共同讨论

教师给出的典型病例,提出治疗方案。 随后课程结

束。 对照组采用传统多媒体课件教学方法,每次课

时间为 100 min,以教师讲授为主,依据教学大纲的

要求向学生传授相关基础和临床医学知识。 2 组带

教老师相同,教材相同(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8 版《外
科学》)。
1. 2. 2摇 教学效果评估摇 学生在普通外科见习结束

后,由教研室从题库中随机抽取试题,对 2 组学生进

行理论知识考试和病例分析考核,按评分标准由普

通外科高年资主治医师以上职称且未参加教学的人

员进行评分。 此外,为了了解学生对三明治教学法

的接受程度和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优缺点,教学结

束后向学生发放教学反馈调查问卷,调查 2 组学生

对教学方法的满意度,为进一步完善和推广该教学

方法积累经验。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 摇 2 组学生理论考试和病例分析考试成绩比较

摇 观察组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与对照组学生的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而在病例分

析考试成绩方面,观察组学生的临床诊断成绩、治疗

方案成绩及总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学生 (P <
0. 01)(见表 2)。

表 1摇 2 组学生理论考试成绩的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主观题成绩 客观题成绩 总成绩

观察组 25 52. 26 依 5. 02 35. 74 依 3. 46 87. 98 依 4. 95

对照组 25 51. 68 依 4. 88 35. 67 依 3. 52 87. 35 依 4. 83

t — 0. 41 0. 07 0. 46

P — >0. 05 > 0. 05 > 0. 05

表 2摇 2 组学生病例分析考试成绩的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临床诊断 治疗方案 总成绩

观察组 25 44. 21 依 4. 36 42. 48 依 3. 83 86. 69 依 4. 32

对照组 25 37. 79 依 4. 03 36. 25 依 3. 39 74. 04 依 4. 77

t — 5. 41 6. 09 9. 83

P — <0. 01 < 0. 01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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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摇 2 组学生教学满意度比较摇 观察组对教学方

法的满意度为 96. 00%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6. 00%
(P < 0. 05)(见表 3)。

表 3摇 2 组学生对教学方法满意度的比较

分组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 % 字2 P

观察组 25 12 11 1 96. 00

对照组 25 7 12 6 76. 00 4. 16 < 0. 05

合计 50 19 23 7 84. 00

3摇 讨论

摇 摇 普通外科与其他临床学科相比,具有疾病谱较

广的特点。 普通外科往往不是独立存在,而是涉及

多个学科系统,对于医生的个人能力以及素质要求

也较为严格,因此,对普通外科医生临床能力的培养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医学院校

仍沿传统的教学方式,即用由教师、临床医生讲授知

识,学生临床见习、实习的学习过程,学生主要通过

被动学习接受知识。 这种教学模式虽然可以大批量

培养医学生,但学生在这种模式下学习积极性不高、
自主学习的意识较差、语言沟通和知识归纳总结能

力提高有限,往往在医学院毕业后需要经过较长时

间的临床实践才能独立完成临床工作,这也是目前

我国医学院校临床教学中存在的普遍现象[5]。
三明治教学有助于提高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

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在三明治教学中应用小组合作

学习,可以采取学生之间讨论、师生访谈、角色扮演

交流等方法,通过加强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

的交流,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由被动

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三明治教学中,所有学生都要

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将小组讨论后的结果分享给其

他小组的学生,这样不仅引导学生自我学习和思考,
还培养了学生表达、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5]。
更重要的是三明治教学方法中的金鱼缸式讨论形

式,鼓励学生运用学习讨论所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有利于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加深学

生对所学内容的记忆,有助于训练提高学生的临床

思维能力[6]。 三明治教学模式将课堂教学时间分

割成较短的时间单位,有利于学生集中精力,并且每

个学生需要向组员讲解知识点,需要积极参与讨论

主动学习才能达到目标。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学生在临床病例分析考试中的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

学生(P < 0. 01),这说明三明治教学法在增强学生

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记忆和提高医学生的临床思维

能力方面比传统教学方法有着明显的优势。
但目前三明治教学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比

如该教学法对教师的要求较高,不但需要教师具备

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还需要有一定

的教学经验技巧,能够在课堂上调动气氛,适时引导

和提示学生[7]。 其次,三明治教学需要较大的学习

场地进行讨论,而病区的办公室、示教室面积相对较

小。 并且学生习惯了上课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三明

治教学时需要自己主动去寻找答案,适应过程较慢,
因而该教学法所耗费时间较传统方法稍长,本研究

中学生也反映三明治教学存在拖堂现象。 因此,在
现阶段的普通外科见习教学中,为了保证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教学进度,我们尚不能彻底否定传统教学

方法的作用,应当根据三明治教学方法和传统教学

方法各自的特点,进一步探索二者很好结合的教学

方法。 作为临床教师,我们要在不断提高自身业务

素质的同时,不断总结经验、探索新方法,努力提高

自身教学水平,把教学工作开展得更实用高效,成为

学生学会理论用于实践、基础衔接临床的引路人。
总而言之,三明治教学方法是在小班教学中穿

插小组讨论、结合交叉学习的合作型教学方法。 与

传统教学方法相比,三明治教学方法显著提高了医

学生临床学习的主动性,促进了学生之间的交流,培
养了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有助于提高医学生运

用所学知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值得在外科

临床教学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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