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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月蕴 结合 悦月蕴 及 蕴月蕴 教学法在消化内科
临床见习教学中的实践与研究
侯

洁袁徐

冬袁唐铭燕袁郁卫刚袁陈国强

渊南通大学附属江阴医院科教科袁江苏 江阴 圆员源源园园冤
摘

探讨 孕月蕴 结合 悦月蕴 及 蕴月蕴 教学方法在消化内科临床见习带教中的教学效果遥

要院

研究对象为我院消化内科临床见习学生袁共 源圆 人袁随机将其分为实验组及对照组遥 实验组采用
孕月蕴垣悦月蕴垣蕴月蕴 教学方法曰对照组采用 蕴月蕴垣悦月蕴 教学方法袁比较两组教学效果遥

孕月蕴垣悦月蕴垣

蕴月蕴 教学方法在提高学习效率及自学能力尧 激发学习兴趣尧 建立临床思维模式等方面显著高于
悦月蕴垣蕴月蕴 组遥

孕月蕴垣悦月蕴垣 蕴月蕴 教学方法优于传统教学袁有助于医学生临床思维和实践能力

的培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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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袁临床见习
阶段是将理论知识转化成实践能力的重要阶段 遥
咱员暂

院医师或主治医师同时带教袁 所选取的病例症状体
征均类似遥

目前对于见习带教主要有三种教学法院分别为以授

渊二冤教学方法

课为基础的学习渊造藻糟贼怎则藻鄄遭葬泽藻凿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袁蕴月蕴冤尧以案

孕月蕴垣悦月蕴垣蕴月蕴 组 渊实验组冤院教学分为四个步

例 为 基 础的 学 习 渊糟葬泽藻鄄遭葬泽藻凿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袁悦月蕴冤 及 以 问

骤院淤课前准备渊由三位老师分别准备冤曰于理论课授

各有优势和不足遥 如何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袁达到

选取典型病例在病区内进行见习袁 均以老师讲解为

预期的教学目的袁提高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袁是众多

主曰榆课后 孕孕栽 演示遥

题为基础的学习 渊责则燥遭造藻皂鄄遭葬泽藻凿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袁孕月蕴冤

袁

咱圆暂

医学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遥我院在消化内科临床带
教中将 孕月蕴 结合 悦月蕴 及 蕴月蕴袁与传统 悦月蕴垣蕴月蕴 教学
方法相比较袁对其效果进行初步评价遥

课渊与对照组同时上课冤曰盂见习课授课院由三位老师

蕴月蕴垣悦月蕴 组 渊对照组冤院 每一见习课分两个步

骤院淤理论课授课渊与实验组同时上课冤曰于见习课授
课遥
员援 课前准备

一尧 研究对象与方法
渊一冤研究对象与分组
我院承担了南通大学杏林学院四年级临床理论

以上消化道出血的患者为例遥 实验组院由带教老
师先在病房内选取合适的病例 猿 例渊具有类似的典型
症状体征冤袁将简要病史摘要及问题先发给同学遥 以其

班 源圆 位学生的带教任务遥 每一个教学单元将学生

中一例举例院如患者伊伊袁源缘 岁袁因野呕血 圆 小时冶入院遥

即 孕月蕴垣悦月蕴垣蕴月蕴 教学组曰另一组为对照组即 悦月蕴垣

神清袁结膜稍白袁双肺呼气音粗袁未闻及干湿性啰音袁

随机分为两组进行授课袁每组 圆员 人遥 一组为实验组
蕴月蕴 教学组遥为了保证小班教学袁见习课将每组又分

为 猿 个小组渊每组平均 苑 人冤袁分别由 猿 位高年资住

既往无肝炎尧肝硬化病史遥 查体院血压院员员园 辕 苑缘 皂皂匀早袁
心率院员园缘 次 辕 分袁心律齐袁无杂音袁腹部柔软袁上腹部

轻压痛袁无反跳痛袁无肌紧张袁未触及包块袁肝脾肋下

基金项目院南通大学杏林学院教育教学基金研究项目渊圆园员员躁圆源苑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鄄园猿鄄园缘
作者简介院侯
通讯作者遥

洁渊员怨苑怨原 冤袁女袁陕西西安人袁硕士袁主治医师袁研究方向为高等医学教育曰郁卫刚渊员怨苑缘原 冤袁男袁江苏江阴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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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触及袁肠鸣音稍活跃遥 问题院淤围绕患者主诉袁应
如何问诊及进一步体格检查曰于应考虑哪些疾病曰盂
患者是否有休克袁是否需要紧急处理曰榆应该进行哪

窑源员缘窑

实验组 员耀圆 天后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袁每组派学

生代表以 孕孕栽 的形式对老师事先提出的问题做解
答袁期间需要汇报病史袁提出初步诊断尧诊断依据尧鉴

些辅助检查曰虞呕血及咯血的区别曰愚此类疾病的常

别诊断尧诊疗方案等袁并阐述发病的机制尧临床表现

见病因有哪些遥 依据病史及问题袁同学以小组为单

等内容遥 老师做简要的点评并将见习课未解决的问

位利用教科书及网络数据库等资源找寻答案遥

题进行明确袁并点评病例遥

对照组无此过程遥

对照组无此过程遥

圆援 理论课授课

渊三冤统计学处理

教师在理论课对全体学生系统讲解疾病发病原
因尧临床表现尧诊断及治疗袁让学生对此类疾病有一
个系统的认识袁学生们可对之前小组讨论的诊断尧尤
其是鉴别诊断等做补充遥

考 试 成绩 分 析 中 实 验 数 据 均 以 均 数 依 标 准 差

渊曾 依 泽 冤 形 式表示袁采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袁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字圆 检验袁计量资料采用 贼
检验袁用两阶段方差分析袁孕﹤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

猿援 见习课授课

意义遥

实验组院由 猿 位带教老师让学生对事先准备的

二尧结

病例进行见习遥 在病房内指定一名学生问病史袁一

果

名学生进行体格检查袁别的同学给予补充袁注意人文

通过两次见习课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袁 如第一

关怀遥 带教老师在查体过程中注意纠正手法尧力度

次见习课内容为上消化道出血袁 第二次为消化性溃

等遥 结束后到示教室内提供学生需要的辅助检查袁

疡遥第一次课程中的实验组在第二次中为对照组袁第

并进行分析袁带教老师给予必要的讲解遥 学生对带

一次课程中的对照组在第二次中为实验组遥 效果评

教老师事先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袁并提出诊断与鉴

价包括两方面院主观方面即学生评价袁以问卷调查方

别诊断尧诊疗计划等袁对于未能解决的问题可继续在

式进行曰客观方面主要依据考核成绩进行评价袁成绩

课后讨论遥 见习课结束后每人书写病例一份袁交给

评价包括理论成绩和综合能力成绩两方面遥
渊一冤调查问卷表的结果

老师批改遥
对照组院由 猿 位带教老师让学生对事先准备的

大部分学生喜欢 孕月蕴垣悦月蕴垣蕴月蕴 模式遥 因为这

病例进行见习袁选取学生问病史和体检袁提出相关问

种方式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袁 提高了学生的协作能

题袁但主要以老师讲解为主遥

力及语言沟通能力袁 使学习变得充实而有趣遥
孕月蕴垣悦月蕴垣蕴月蕴 组教学效果问卷调查结果见表 员遥

源援 孕孕栽 演示
项

表 员 孕月蕴垣悦月蕴垣蕴月蕴 组教学效果问卷调查结果

目

员援 是否提高学习效率及自学能力
圆援 是否激发学习兴趣
猿援 是否有利于临床思维模式建立
源援 是否提高口头表达能力
缘援 是否提高团队合作能力
远援 拓宽知识面
苑援 是否提高查阅文献及处理信息的能力
愿援 是否提高提出问题袁解决问题及分析问题的能力
怨援 是否加强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记忆
员园援 是否有助于多媒体课件能力的提高
渊二冤考试结果
学生按系统章节结束后进行理论成绩测试和综
合能力考核遥 理论成绩测试包括名词解释尧简答题尧
论述题和病例分析题遥综合能力考核包括病史采集尧

否

是

猿愿渊怨园援源愿冤
猿怨渊怨圆援愿远冤
猿远渊愿缘援苑员冤
猿怨渊怨圆援愿远冤
猿苑渊愿愿援员园冤
源园渊怨缘援圆源冤
猿愿渊怨园援源愿冤
源园渊怨缘援圆源冤
源员渊怨苑援远圆冤
源员渊怨苑援远圆冤

咱灶渊豫冤暂

源渊怨援缘圆冤
猿渊苑援员源冤
远渊源援圆怨冤
猿渊苑援员源冤
缘渊员员援怨园冤
圆渊源援苑远冤
源渊怨援缘圆冤
圆渊源援苑远冤
员渊圆援猿愿冤
员渊圆援猿愿冤

异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三尧讨

论

我国长期以来在医学教育上采用 蕴月蕴 教学方

体格检查尧病历书写等遥 实验组的理论成绩及综合

法袁其特点是以教师授课为主袁全面讲解基本理论袁

能力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组遥 两组学生理论尧综合

系统性强袁传授信息量大遥 缺点是学习者较被动袁理

考核成绩比较结果见表 圆遥 两组中结果有统计学差

论与实际联系不太密切 咱猿暂遥 悦月蕴 是从讨论一个临床

窑源员远窑
人数
理论成绩渊缘园 分冤
综合能力考核渊缘园 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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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圆

渊分冤

两组学生理论尧综合考核成绩比较结果
孕月蕴垣悦月蕴垣蕴月蕴 组
源猿援员圆 依 猿援员源
源员援远圆 依 缘援员怨

蕴月蕴垣悦月蕴 组
猿怨援苑远 依 源援缘缘
猿苑援员圆 依 源援怨员

孕
约 园援园缘
约 园援园缘

病例开始袁教师辅导讲授为主袁学生通过教师和老师

合袁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袁互相交流袁取长补短袁

的共同讨论袁达到做出正确诊断及处理的目的 遥 缺

提高自学能力及学习效果袁 克服 悦月蕴 中以个体为单

任务而在与教师讨论时缺乏互动袁从而不能达到预

需备课袁有助于巩固理论知识曰另一方面需要拓宽知

期的教学效果 咱缘暂遥 孕月蕴 教学是以问题为基础袁以医学

识面袁了解相关知识袁要对学生所提出的问题有所准

生为主体袁以小组讨论为形式袁在辅导教师的参与

备遥 我们要求带教老师在见习课前选择合适的病例袁

下袁 围绕某一医学专题或具体病例的诊治等问题进

编写问题要求难易适中尧具有启迪性尧包括覆盖基础

行研究的学习过程遥 缺点是参与 孕月蕴 教学的学生医

和临床 愿园豫的知识点等遥 同时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

纯 孕月蕴 教学可能出现专注于具体问题的解决袁而忽

调能力袁还需要敏锐的观察能力袁能及时察觉学生训

展及临床技能培养模式的转变袁我们更加注重对学

样既有利于教师临床和基础知识的紧密结合袁 又有

咱源暂

点是以个体为单位的学生可能因事先未能完成自学

学基础知识较传统教学方式下的学生匮乏袁因为单

位学习的局限性遥 而对教师而言袁一方面理论课授课

要求袁 不仅要求教师具有很好的宏观调控和整体协

视了对这种疾病的全面了解 咱远暂遥 随着科学的迅速发

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并及时引导和解决咱苑暂遥 这

生临床思维模式的培养袁传统的 蕴月蕴 模式已难以满

利于规范自己的诊疗行为袁 真正做到教学相长遥 总

医学教育模式遥 目前 蕴月蕴尧孕月蕴尧悦月蕴 为临床教学中

方法相互扬长避短袁提高了教学效果袁是一种值得借

足现代医学教育的需求袁所以需要探索更为有效的
常见的几种教学方法袁其各有利弊袁如何将其有机结

之袁采用 孕月蕴垣悦月蕴垣蕴月蕴 综合教学模式袁使各种教学
鉴的教学模式遥

合袁从而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袁一直是我们探索的问
题遥 国内文献报道中常见将三者中的两者结合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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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多媒体技术教学特点鲜明袁内容丰富袁有力地推动着教学技术的信息化和本科教学改

革遥 结合目前皮肤性病学多媒体教学的现状袁就教学应用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袁如多媒体课件制作水
平尧授课方式尧教师的角色定位等方面袁分析总结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袁以提高皮肤性病学课堂教学
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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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多媒体技术给现代皮肤性病学教学
带来了深刻变化袁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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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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