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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杂悦耘 在教学医院临床专业实习生
出科技能考核中的实践与研究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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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杂悦耘），是客观评价临床技能

的一种考试。文章介绍了在实习生出科技能考核中运用 韵杂悦耘 的实践及其效果，
阐述了 韵杂悦耘 的优
并展望了 韵杂悦耘 考试模式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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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科学以及医学教育的发展袁对医学生
的训练与职业准入要求提出了新的更全面的标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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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韵杂悦耘 体系的形成与考核方法
因为目前 韵杂悦耘 尚无统一尧 固定的标准袁圆园园愿

藻曾葬皂蚤灶葬贼蚤燥灶泽袁韵杂悦耘冤 是 英 国 阅怎灶凿藻藻 大 学 阅则援 砸酝

年以来袁我院以叶中国医学本科教育标准曳为指南袁参

匀葬则凿藻灶 于 员怨苑缘 年倡导的评估医学生临床技能的一

照国家执业医师技能考核标准及江苏省住院医师规

种考核模式袁其检测标准客观统一袁是目前认为较为

范化培训考试标准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袁建立了一

全面的评价体系 咱员暂遥 员怨怨怨 年袁国际医学教育委员会

套符合我院的考核模式遥

渊陨灶泽贼蚤贼怎贼藻 枣燥则 陨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 酝藻凿蚤糟葬造 耘凿怎糟葬贼蚤燥灶袁陨陨酝耘冤

渊一冤考核前的准备

养的能力结构提出了包括 野职业价值尧态度尧行为和

对于临床专业实习生袁按照内尧外尧妇尧儿进行分

制定的叶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曳中袁对医学生培
伦理冶尧野医学科学基础知识冶尧野沟通技能冶尧野临床技
能冶等多个方面的要求袁其中袁临床技能又包括证据
采集能力尧临床思辨能力尧临床操作技能尧临床沟通
技能等 咱圆暂遥 为了适应现阶段医学发展的要求袁医学教

育工作者更加重视临床学生的诊疗思维尧技能操作尧
临床沟通等能力的培养遥 那么如何评估学生的临床
能力袁成为各医学院校教学改革的重点遥 本科医学
生的最后一年临床实习是在教学医院进行的袁教学

员援 学生尧老师尧考场的准备

组及考核袁每组约 圆园 人遥考试前对考生集中培训袁根
据实习科室分别布置内尧外尧妇尧儿 源 个考场遥为保证

考试时效性袁在内尧外尧妇尧儿每个考场须有 愿 名老

师袁其中 源 位老师同时考核模拟诊疗渊含多媒体站冤尧
源 位老师考核体格检查及技能操作遥
圆援 病例准备

以内外妇儿各教研室为单位袁 各教研室选取本
专业内数种疾病为考核脚本遥 以外科为例袁选取 猿远

医院的带教及考核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我院为

种疾病遥要求这些疾病都为临床常见病及多发病尧具

基层三级综合性医院袁同时也是六所医学院校临床

有典型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尧临床处理原则明确尧容易

专业实习生的教学医院袁每年接收临床专业实习生

获得较为完整的病史及辅助检查资料遥 如普外科疾

八十余人袁近几年来我院对实习生出科考核均采用

病选取胃尧十二指肠溃疡急性穿孔尧急性阑尾炎尧嵌

韵杂悦耘 模式袁能较好评估学生的临床能力袁现将做法

顿性股疝尧胆石症等曰骨科疾病选取肱骨髁上骨折尧

具体介绍如下遥

股骨颈骨折尧骨盆骨折尧腰椎间盘突出等曰泌尿外科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猿原园苑原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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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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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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急性细菌性膀胱炎尧膀胱肿瘤尧肾挫伤尧急性尿
潴留尧前列腺癌等遥 将每个病历的简要资料放在信

兼顾知识面的覆盖遥 设有模拟诊疗站 渊含多媒体考

核袁相关的辅助检查在多媒体站考核袁如胸片尧心电

封内袁考生考试时随机抽取一个信封袁考生问诊袁老

图等冤尧病历书写站渊针对模拟诊疗的病历进行书写袁

师回答并提供相应的辅助检查的资料 渊多媒体考

因时间限制主要书写主诉和现病史冤尧 体格检查站

核冤袁学生记录要点并准备书写病历遥
渊二冤考核过程

考核的过程是多站式的袁考站的设计要突出对
临床思维尧临床技能尧医患沟通等方面的考核袁同时

渊抽签考核任一部分袁 对象为模拟人冤尧 技能操作站

渊包括外科手术基本操作尧内科尧儿科穿刺技术操作尧
妇产科基本技能操作冤等袁每组同学考核必须经过这
四站的考核袁详见表 员遥

表 员 韵杂悦耘 各考站的设置及评分

站点

内容

模拟诊疗站渊缘园 分冤
病历书写渊圆园 分冤
体格检查渊员园 分冤
临床操作渊圆园 分冤

方法

时间渊分钟冤

考查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及沟通能力

教师及学生相互问答

辅助检查判读能力

多媒体

猿园

主诉及现病史

笔答

其余部分

口述

圆园

将全身体格检查分成头颈部尧胸部尧腹部尧四肢关节等几部分

随机抽题袁 对象为模

渊抽签决定考核内容冤

拟人

内科尧儿科组院四大穿刺

每组随机抽题袁 对象

外科组院无菌技术尧切开尧缝合尧换药等基本操作

为相应模型

圆园
员园

妇产科组院双合诊尧三合诊四步触诊尧骨盆测量等

二尧考核结果
渊一冤规范化的评分

析尧各站的成绩分析尧各不同医学院校成绩排名袁目
的是找出问题并解决问题遥如在 圆园员员 年学生对辅助
检查判读的整体得分较低袁 询问后学生普遍认为老

为了使评分更加客观尧公正袁我们制定统一的评

师在日常工作中非常繁忙袁很少有时间系统讲解遥科

分表袁按考试内容分为内科尧外科尧妇产科尧儿科评分

教科根据学生提议要求带教老师选取典型 载 线片尧

表遥 学生在每站的考核都有详细记录袁分值精确到
员遥 以诊疗思维评分举例袁考生抽取信封袁内含简要
病史袁学生询问该野患者冶渊老师充当冤现病史及相关
病史内容渊员园 分冤袁阐述体检要点渊缘 分冤袁相关辅助检
查的判读渊员园 分冤袁诊断及诊断依据渊员园 分冤袁鉴别诊
断渊缘 分冤袁治疗原则及需要做的进一步检查渊缘 分冤袁
主考教师结合病史进一步提问渊缘 分冤遥 病历书写为

心电图片做成教学片袁定期组织读片袁进行讲解袁让
学生反复练习袁后来在 圆园员圆 年的考核中袁辅助检查
考核分数明显提高遥经过这样的过程袁促进了临床带
教质量的提高遥

三尧讨

论

本研究中采用了 韵杂悦耘 的方法来评价本科实习

圆园 分袁针对模拟诊疗病历进行书写袁由于时间关系袁

生在轮次学习中的临床知识尧 诊疗思维与操作技能

只要求学生书写主诉及现病史袁其余部分口述袁如诊

等遥每轮次考核设置了多个站点院第一站为模拟诊疗

断尧鉴别诊断尧诊疗计划等遥 体格检查为 员园 分袁渊抽

站袁 主要考核学生的诊疗思维曰 第二站为病历书写

取任一项冤曰基本临床操作渊任抽取一项操作冤评分标

站袁用于评价学生将临床资料进行整理尧组织和书写

准为 圆园 分遥 以上每部分都有相应评分细则遥

医学专业文书的能力曰第三站为体格检查站袁用于评

渊二冤总体效果

价学生体格检查的水平曰第四站为临床操作站袁用于

五年来 考核平均成绩呈逐年上升 趋势袁圆园园愿耀

评价学生的各项临床操作能力遥

圆园员圆 年 考 核 及 格 率 分 别 为 远缘援缘豫 尧远苑援猿豫 尧远怨援圆豫 尧

经过五年的实践袁 在我院运用 韵杂悦耘 考试模式

苑员援源豫和 苑圆援员豫袁考试总人数为 源员缘 人袁近五年考核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袁它的优势有以下几点遥 淤韵杂悦耘

核成绩一次性通过率 苑园豫相接近遥

核模式袁 它通过模拟临床场景来测试医学生的临床

及格率平均为 远怨援员豫袁 与国家执业医师实践技能考

的考核更为客观袁韵杂悦耘 是一种客观的临床能力考

渊三冤成绩分析促进教学改革

思维及操作能力袁同时也是一种对知识尧技能和态度

每次考试后对考 试结果进行总体考试情况分

的临床评估方法 咱猿暂遥 相比于原来的考一份试卷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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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考核模式有明显的优势遥 在 韵杂悦耘 考站中设置

并在问诊中给学生评分袁较客观地进行了考核遥通过

了多个站点袁成绩由各个站点汇总而成袁能够较为公

这种考核袁学生可以提前感受临床氛围袁体会医患沟

正尧公平的打分遥 这在本次研究中也有印证袁我院对

通的方法和技巧 咱远暂遥 这种考核方式对类似我院这种

实习生的考核结果与各医学院校来我院对学生考核
结果一致遥 于韵杂悦耘 考核方式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遥

基层医院提供了一种新的教学考核的办法遥

综上所述袁韵杂悦耘 应用于实习生轮次出科考核袁

每次考试结束后都要以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考生对

目的在于加强医学生诊疗思维及临床操作能力的培

此次 韵杂悦耘 的看法袁 从问卷中可以看出学生对这种

养袁适合医学教育发展需要遥同时也要不断完善和改

学习态度 遥 调查表明学生在考站中能够调动学生

题库袁教师培训也应该加大力度等 咱苑暂遥 随着医学模式

模式较为肯定袁因为它带来了积极的和自我构建的
咱源暂

的积极性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袁提升学生的热情
和信心遥 盂韵杂悦耘 考核方式与执业医师考试及住院

进袁比如可增加 韵杂悦耘 考站设置袁建立更多的教学问

的改变和 韵杂悦耘 考核方式的日趋成熟袁 推广 韵杂悦耘
的考核模式袁更有利于培养素质高尧实践能力强的复

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试相衔接遥 我国的执业医师及住

合型医学人才袁 为教学医院的实习带教和考核提供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试主要是为了评估学生的临床

了一种新的思路遥

实际工作能力袁 这与我院实施的 韵杂悦耘 考核模式在

考核形式尧考题设置上很类似袁区别于考核知识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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