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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月蕴 教学提高医学生团队合作和核心竞争力
季

慧袁赵

洁袁张宏秀

渊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产科教研室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摘

要院

基于问题的学习渊孕月蕴冤已被认为是改善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教育方法袁在妇产

科临床带教中使用 孕月蕴 教学与传统教学袁试图寻找更适合的医学教学模式遥

将分配到妇产科

实习的临床七年制学生 远员 人袁随机分成两组袁实验组采用 孕月蕴 教学法渊灶 越 猿员冤袁对照组采用传统
的讲授法渊灶 越 猿园冤遥 实验组使用 孕月蕴 评价量表和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袁对照组采用课堂教学质量
实验组的 孕月蕴 评价量表中野培养临床思维冶和野促进团队合作意识冶得分较高袁野构建

评价表遥

专业知识冶和野帮助学习其他课程冶得分最低遥 实验组在教学内容尧教学方法和手段尧教学效果这三
方面得分较对照组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孕月蕴 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袁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袁可提高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袁值得密
切关注遥
关键词院以问题为基础学习曰传统教学方法曰教学方法曰团队合作曰核心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院 砸远源圆援源

文献标识码院 粤

一尧 研究现状及目的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圆冤0远原源愿苑原园园猿

要求妇产科医生具备扎实的临床知识袁 遇到突发情
况时保持冷静的头脑袁拥有清晰的临床分析思维遥临

医学教育的方式和方法一直是有争议的遥 员愿怨怨

床实习是培养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袁 使其顺利转变

的特性袁使对医生的训练变得困难遥 韵泽造藻则 提出一个

如何更好地培养医学生袁 是我们妇产科教学指导教

年袁宰蚤造造蚤葬皂 韵泽造藻则 称袁医学知识的复杂性和不断增长

成为一名合格临床医师的重要过程遥 在临床实习中

克服这个问题的方法袁允许更多的时间进行独立研

师需要不断努力的遥

究 袁 今 天 被 称 为 基 于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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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该教学模式是由导师指导小群体学

二尧 研究方案设计与实施

生学习的一种方式袁学生根据问题独立进行研究袁一

将分配到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实

段时间后小组内讨论自己所学到的医学知识遥 国外

习的临床七年制学生 远员 人袁随机分成两组袁实验组

研究表明袁这种学习模式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袁可
以明显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袁培养学生解决
咱员暂

问题的能力袁同时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尧社交技巧和
团队合作意识 袁所有这些都是实现核心竞争力所
咱圆暂

需要的能力遥

妇产科医疗纠纷在国内各医院中均居于前位袁

猿员 人袁采用 孕月蕴 教学法曰对照组 猿园 人袁采用传统的

讲授法遥 远员 名学生中男 圆源 名袁占 猿怨援猿豫袁女 猿苑 名袁
占 远园援苑豫遥 年龄 圆圆耀圆源 岁袁平均渊圆圆援苑远 依 员援远圆冤岁遥 两

组学生一般资料经 字圆 检验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两组所用教材为均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七
年制规划教材叶妇产科学曳遥

发生的原因与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治疗过程中的

对照组采用传统讲授法袁 即以教师为主导的课

高危性尧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有关袁特别是人们对母

堂讲授遥 孕月蕴 教学法院 教师在课前 圆 周将 圆 个病例

婴安全尧新生儿健康尧妇女保健期望值的增加袁这就

渊胎膜早破和异位妊娠冤分发给学生袁由学生根据病

基金项目院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 圆园员园 年医学教育研究立项课题渊允载圆圆圆圆园员园圆员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怨原园源
作者简介院季
作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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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员

例搜集资料尧思考病例中所提出的问题袁小组内进行
讨论袁解决病例中提到的问题袁要求详细记录讨论过

量表维度
构建专业知识
促进问题解决
培养临床思维
激励自主学习
增强学习积极性
促进团队合作意识
帮助学习其他课程

程尧各位学生的发言情况及讨论结果遥 课堂讨论时
首先由学生汇报袁教师提出新问题袁如野手术中需切
除一侧输卵管袁如何向患者家属交代病情袁取得家属
的同意钥 冶 野患者术后伤口愈合延迟袁有淡红色血性
渗液袁该如何处理钥 冶在学生讨论的过程中袁教师引

导学生积极思考袁避免主动讲授知识袁员 个小时的时
间教师发言控制在 员缘 分钟左右袁给学生更多的机会
参与讨论袁并注意观察每位学生的表现袁对消极被动
者及时给予指导袁鼓励其表达自己的看法袁平衡每个
学生的发言时间遥 课程结束时教师发言袁总结病例袁
对学生的表现做总结遥
对实验组发放自制的 孕月蕴 评价量表渊参考福建

源园

鄢

猿园

园援远源
园援猿缘
园援愿怨
园援苑员
园援缘圆
园援源远
园援愿源

鄢

对照组
实验组

鄢

员园
园

教育内容 教育方法和手段 教育效果

教学态度

学效果 源 个维度袁每项指标划分为不太重要尧一般重

三尧 研究结果

标准差

圆园

制冤袁该量表包括教学态度尧教学内容尧教学方法尧教

分遥 对照组发放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遥

平均值 依
猿援苑猿 依
源援圆苑 依
源援苑缘 依
源援猿缘 依
源援猿猿 依
源援苑缘 依
猿援苑猿 依

渊分冤

渊分冤

医科大学护理学院使用的野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冶研

要尧重要尧很重要尧非常重要 缘 个 等级袁并赋值 员耀缘

孕月蕴 评价量表得分

图员

与对照组比较袁鄢孕 约 园援园缘遥

两组学生课堂教学质量得分比较

临床教学目标不应局限于传授知识袁还应当启发学
生独立思考袁帮助医学生在实习阶段提高临床思维
能力袁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思想袁提早确立自己是

采用 杂孕杂杂 员远援园 统计软件对量表进行描述性统

一名保健提供者和终身学习者的角色 咱缘暂遥 孕月蕴 的教

教 学 质 量评 价 表 的 信 度 悦则燥灶遭葬糟澡爷泽 粤造责澡葬 分 别 为

生通过各种途径搜集资料袁每个教程结束后袁评估

计袁孕 约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显著性遥 孕月蕴 评价量表和课堂
园援怨员 和 园援苑远遥孕月蕴 评价量表中野培养临床思维冶和野促
进团队合作意识冶得分较高袁野构建专业知识冶和野帮
助学习其他课程冶得分最低袁见表 员遥 实验组课堂教

学目标包括院淤自主性学习院教师制定学习任务袁学

学习效果曰于解决问题院学生需要通过自己和团队
的力量解决问题袁 这可鼓励学生提高学习积极性尧
思维能力袁以及沟通技能曰盂团队合作院学生必须共

学质量的各项目的得分与对照组比较袁除教学态度

同努力袁积极参与小组内部讨论袁学习过程中相互

外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见图 员遥

配合袁从而出色地完成学习任务遥 与传统模式相比袁

四尧讨论与分析

孕月蕴 教学更注重培养学生终身自学尧不断运用新方

研究结果表明袁孕月蕴 教学改善了学生的教学内

即核心竞争力遥 具备核心竞争力使学生在将来的临

容尧教学方法和手段尧教学效果遥 实验组通过 孕月蕴 教

学对胎膜早破和异位妊娠 圆 个病例的讨论袁学生的
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袁过去的学习是为了考试储备

法解决问题尧与他人有效合作尧沟通等方面的能力袁
床工作中游刃有余袁积极面对每一个挑战遥 孕月蕴 教

学模式在医学教育中值得大力推广袁需要更多的研
究进一步关注遥

知识袁容易造成学生被动学习袁缺乏临床推理能力袁也
缺乏终身学习的能力遥 而经过 孕月蕴 训练袁学生开始灵
活运用知识袁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袁思维更加活跃袁临
床思维能力得到了培养袁同时通过小组讨论袁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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