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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导向教学联合课程思政在外科学

临床实习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徐摇 静,王怀谷,霍继武,宋培军

[摘要]目的:探讨目标导向教学联合课程思政在外科学临床实习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某三甲医院外科学临床实习

的 60 名学生,按照随机数字表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30 名。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观察组采用目标导向教学联合课程思

政。 比较 2 组临床实习生理论成绩、临床技能成绩、教学满意度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 结果:观察组临床实习生理论成绩、临
床技能成绩、教学满意度及批判性思维能力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采用目标导向教学联合课程思政对于提高

师生互动和教学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的价值,不仅可以提高临床实习生学习的趣味性,并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提高临床实习生

的人文素养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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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goal鄄oriented teaching combined with course鄄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of surgery

XU Jing,WANG Huai鄄gu,HUO Ji鄄wu,SONG Pei鄄jun
(Department of Plastic Surgery and Burn,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goal鄄oriented teaching combined with course鄄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of surgery. Methods:Sixty students in clinical practice of surgery in a tertiary grade A hospital
were selected,and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with 30 stud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goal鄄oriented teaching combined
with course鄄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clinical skill achievement,teaching satisfact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clinical inter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clinical skill
achievement,teaching satisfact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clinical inter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The method of goal鄄oriented teaching combined with course鄄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of great value in improv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eaching goals. It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learning interest of clinical interns,but also improve their humanistic qual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through
imperceptible influence,which is worth further research and promotion.
[Key words] medical education;clinical practice;goal orientation;course鄄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surgery

摇 摇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填鸭式教育方法、课堂的

问答被动模式等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学生对知识

多元化的需求增加,已无法满足学生的渴求[1 - 2],因
此选择更佳的教育方法或教学模式,对于新时期教

育效果的提升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科学是

一门重要的临床医学分支,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尤其

是临床医学不仅仅需要理论知识的授课,还需要临

床实践中的教学,也需要潜移默化中树立和提高临

床医学生的人文素质理念和水平,自然对于教学者

就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3]。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

过采用目标导向教学联合以课程思政教育,应用在

外科学临床实习教学过程中,探讨其在实践过程中

的带教效果、教学质量以及对学生临床思维和人文

素养教育的价值作用。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8 月

在某三甲医院外科实习的临床医学生 60 名为研究

对象,根据每位实习的临床医学生学号的末位数字

奇偶性进行分组,即末位数字奇数者为观察组,而末

位数字为偶数的作为对照组,各 30 名。 观察组男

18 名,女 12 名,年龄 20 ~ 24 岁;对照组男 17 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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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名,年龄 20 ~ 24 岁。 2 组临床医学实习生年龄、
性别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教学方法摇
1. 2. 1摇 对照组摇 对照组临床教学过程中采用传统

教学法,即在临床实习教学中,学生跟随临床带教老

师,学习外科学中常见的疾病类型和相关理论知识,
手术操作的具体流程,病人生命体征等观察的注意

事项,病历书写的相关理论与写作知识等,在学习过

程中提出问题,由带教老师进行针对性的回答或者

临床操作演示等。
1. 2. 2摇 观察组摇 观察组带教学习过程中,除了在传

统带教的基础上,采用“目标导向联合课程思政教

学冶的教学模式[4]。 具体内容如下:(1)前期准备。
由外科学临床带教老师组成临床教学小组,并由即

将进入外科实习的学生整理出自己的学习计划和目

标,集思广益共同制定具体的教学目标,并进行教学

过程设计,选择典型的教学案例,针对性提出教学案

例关键性问题,进一步制定出富有外科学特色的相

关临床测试题目;编制教学满意度调查问卷等。
(2)实施过程。 淤在具体的临床带教过程中,选择

合适的病例并进行修改,主要包括病人的病史、体格

检查以及辅助检查结果等,根据带教的具体教学内

容,由带教老师和学生将人文关怀和体验情景展现

出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做好课前预习。 于在

带教的教学过程中,模拟一定的情景模式,情景的设

置与前期准备的目标导向和教学内容一致。 教学开

始时,带教老师将此次模拟的情景设定和病例的具

体情况向学生进行详细描述,然后 4 ~ 6 人组成一个

小组,模拟病人、护士以及医生的角色。 盂课后,设
置关怀小组,指导关怀小组在操作前对病人进行人

为关怀,并加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带教老师之间

的情感交流,并以开展座谈会的形式加强与病人的

交流,可以增强医生、护士与病人之间的沟通和理

解。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可以通过师生互动,在每次

教学后进行授课总结,并再次和学生一起,进行课程

目标回顾,加强人文关怀,不断改进和完善带教

过程。
1. 3摇 评价方法摇 在临床医学专业实习生完成外科

学实习后,即开始对 2 组学生进行相应的出科考试、
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以及采用医学生批判性思维

量表对 2 组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进行评价。 出科

考试采用相关理论知识的笔试和临床技能考试两部

分,每部分各 50 分,总分 100 分;临床教学满意度问

卷调查采用匿名的方式[5],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学习

兴趣、教学效果、自我价值、人文素养和团队协作能

力 5 部分,每部分 20 分,总计 100 分。 批判性思维

量表包括 7 个分量表,并采用 Likert 6 分制,总分

70 ~ 420 分,其中得分越高显示批判性思维能力就

越高[6]。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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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临床实习生出科成绩比较摇 观察组临床

实习生理论考核和技能考核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 01)(见表 1)。

摇 表 1摇 2 组临床实习生外科学理论考核和临床技能考核成

绩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理论考核成绩 技能考核成绩

观察组 30 41. 43 依 2. 06 45. 76 依 2. 17

对照组 30 37. 39 依 2. 37 40. 87 依 1. 66

t — 7. 05 9. 80

P — <0. 01 < 0. 01

2. 2摇 2 组临床实习生满意度情况比较摇 观察组临

床实习生对学习兴趣、教学效果、自我价值、人文素

养和团队协作能力的满意度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2 组临床实习生教学满意度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学习兴趣 教学效果 自我价值 人文素养 团队协作

观察组 30 16. 87 依 1. 26 18. 02 依 0. 86 16. 72 依 0. 86 17. 49 依 1. 12 18. 26 依 1. 42

对照组 30 14. 76 依 2. 07 15. 84 依 1. 75 14. 79 依 1. 55 15. 15 依 1. 05 16. 09 依 1. 25

t — 4. 75 6. 12 5. 96 8. 35 6. 28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2. 3摇 2 组临床实习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比较摇 观察

组临床实习生在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维度如寻找真

相、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批判性思维信

心、求知欲、认知成熟度以及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 01)(见表 3)。

3摇 讨论

摇 摇 众所周知,临床教学和其他学科教学相比,既遵

循共同的教学规律,但是也有自身的特点,即理论与

实践充分结合[7 - 8]。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学生过

于依赖教师和课堂,缺乏积极主动性,只是被动地接

收知识,使得教学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对于临床医

学生来说,除了理论知识扎实以外,还需要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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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临床实践过程中,而医学实践又具有自身特点,即
要有理论和经验完美契合,由于要面对病人,还需要

有一定的人文素养,这也是新时期对合格临床医生

的要求[9]。 目前正是一个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知识

爆炸的时代,网络上各种形式的课程内容,也给传统

教学带来了别样的视角和新的方法理念。 因此借助

于新媒体形式,采用目标导向教学联合课程思政的

方式,在外科学实习的临床医学生带教学习中,探讨

其教学效果和应用价值,就显得十分有意义。

表 3摇 2 组临床实习生批评性思维能力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寻找真相 开放思想 分析能力 系统化能力 批判性思维信心 求知欲 认知成熟度 总分

观察组 30 46. 97 依 1. 52 45. 50 依 1. 91 45. 03 依 2. 08 45. 47 依 1. 94 44. 20 依 2. 14 44. 37 依 1. 87 43. 90 依 2. 71 315. 43 依 5. 99

对照组 30 39. 53 依 2. 69 41. 03 依 1. 75 41. 40 依 2. 65 41. 07 依 1. 34 40. 27 依 0. 91 39. 87 依 1. 43 40. 60 依 2. 22 283. 77 依 5. 19

t — 13. 19 9. 45 5. 91 10. 22 9. 27 10. 48 5. 16 21. 89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摇 摇 目标导向的教学是指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明确

教学目标,以教学目标作为核心和主线作的教学方

法[10]。 其基本特征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教学教育体

系,在具有明确教学目标的模式引导下进行教学模

式的设计和实施教学活动,可以提高教学效果。 王

家佳等[11]研究表明,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的是以目

标为导向的教学方式的实施,可以设置学习目标的

类型与条件,在不同的学习时机可以选择相应的教

学策略,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
按照当代美国教育学家首先提出的“教育目标

分类冶理念[12],我们试图结合已知的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多种方式以求调动临床医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

主动性,增加围绕教学目标的师生互动,从而达到完

成相应课程教学目标。 而如何更好地提高临床医学

生兴趣和学习主动性、趣味性并进行人文素养的培

养,是当代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希波拉克说过,在
所有技术中医术是最高尚和最美的。 精湛的医学技

术、严谨的科学素质以及高尚的人文素养是每个医

务人员不可或缺的。 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是医学生的

最基本的素养之一,也是满足现代医院道德建设的

一项重要内容。 当前,医患矛盾和医德医风滑坡等

不良的社会现象时有发生,这就要求我们要在提高

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的同时加强医务人员的思想道

德建设,因此,思政教育需要从源头上抓去,将思政

教育的重点落在即将成为医务工作者的医学生身

上,在教学过程中,加强人文素养的培养,通过课程

中的思政教学,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发挥人文素养

对医学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进而实现医学生的人

文素质的提高[13]。
本研究中 2 组临床实习生虽然在疾病理论知识

和技能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获益,但很明显,采用目

标导向教学联合课程思政的观察组,在后期的出科

测试中的理论知识考核和技能操作考核成绩均明显

优于采用传统教学方法的对照组。 因此我们认为通

过确定明确的教学目标,并根据课程进展,设置不同

阶段的小目标,从而在教学中有明确的中心,而围绕

目标设计思政教育,则更加鲜明,且层层递进为目标

服务,自然提高了临床医学生学习效率和学习的积

极性[14]。 教学目标的充分实现,医学生学习价值的

体现,以及学习趣味性和主动性,都使得临床教学的

师生互动更为充分和和谐,反过来又进一步体现在

后期的临床教学满意度调查中,在本次教学研究后

期的临床满意度调查问卷中,发现观察组临床实习

生对于学习兴趣、教学效果、自我价值、人文素养和

团队协作能力的满意度评分均明显高于采用传统教

学方法的对照组,与既往的一些研究[15 - 16] 结果

相似。
因此,在今后的临床教学中,将进一步扩大临床

实习生和教师参与量,总结本次研究经验,深入探讨

其中的规律,以便更好地服务临床教学,我们认为采

用目标导向教学联合课程思政的方法对于提高师生

互动和教学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的价值,不仅可以提

高临床实习生学习的趣味性,并通过潜移默化的作

用提高临床实习生的人文素养,值得进一步深入研

究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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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兴趣、解决问题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教
学互动能力及自学能力。

综上,TSP 联合 OSCE 教学应用在创伤骨科学

带教中,可以有效建立并持续提升学生的临床思维

分析及临床动手能力,提高学生对教学方法的满意

度。 今后可进一步完善教学方法,并尝试在骨科学

其他亚专业中推广及应用,满足本科和研究生医学

教育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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