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猿猿远窑

第 源 期 总第 苑缘 期
20员远 年 愿 月

孕月蕴 教学在泌尿外科进修生
腹腔镜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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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袁江苏
摘

要院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了解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责则燥遭造藻皂鄄遭葬泽藻凿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孕月蕴）在泌尿外科进修生腹腔

将 圆园员圆 年 怨 月至 圆园员远 年 猿 月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

镜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试验组采用 孕月蕴 教学方法，共 圆愿 人；对照组采用讲授式教学
科进修医生 缘缘 人分为两组进行研究，

（造藻糟贼怎则藻鄄遭葬泽藻凿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蕴月蕴）模式，共 圆苑 人，进行半年培训后通过调查问卷、理论测试、实践技能考
核三种形式进行教学效果评估。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孕月蕴 组学员在主动预习（孕 约 园援园园员）、
全程

精神集中参与讲座或讨论（孕 越园援园园员）、主动复习相关内容（孕 约 园援园园员）、能够提出高质量问题（孕 约

园援园园员）、熟练掌握多种资料查阅途径（孕 约 园援园园员）等方面明显优于 蕴月蕴 组。理论测试结果显示 孕月蕴
组学员成绩显著优于 蕴月蕴 组 （孕 约 园援园园员）。实践技能考核结果显示 孕月蕴 组学员成绩显著优于 蕴月蕴
组（孕 约 园援园园员）。

且极大
孕月蕴 教学在泌尿外科进修生腹腔镜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是值得肯定的，

提高了学员的学习兴趣及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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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袁 泌尿外科进修生腹腔镜教学多采用传
统 的 讲 授 式 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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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
式袁大班全程灌输式教学咱员暂遥 以上级医师讲授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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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镜教学中的应用效果遥

一尧 对象与方法

示为主线袁把手术过程中的大量观点及信息用野填

渊一冤研究对象

鸭式冶输出给进修医师遥 长期使用 蕴月蕴 教学使来自

本研究选取 圆园员圆 年 怨 月至 圆园员远 年 猿 月于南京

四面八方的进修生缺乏主动学习尧 创新思维和临

床实践等能力袁许多步骤过目即忘袁回到自己单位
开展工作时才发现举步维艰遥 孕月蕴渊责则燥遭造藻皂鄄遭葬泽藻凿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冤是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袁通过采用以临床

实际问题为基础袁学生为主体袁教师为导向的小组
讨论式教学方法袁加强学生自主学习尧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咱圆暂

遥 近年来袁国内多家临床教学中心纷纷

医科大 学第一 附属 医院 泌尿外 科进 修的 医生 缘缘
人袁其中高级职称 猿 人袁中级职称 猿园 人袁初级职称
圆圆 人曰博士 缘 人袁硕士 圆苑 人袁学生 圆猿 人遥 每期进修

生报到后随机分组进入 孕月蕴 教学组与 蕴月蕴 教学组袁
进行为期半年的泌尿外科腹腔镜技术教学培训遥
渊二冤教学方案实施
孕月蕴 教学组主要程序及实施步骤院淤问题准备院

在不同领域引进该教学机制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遥

每月初带教老师精心准备典型临床真实病例及手术

既往本中心通过在泌尿外科实习生教学中开展

录像袁编写 孕月蕴 案例袁组织学员分小组讨论并就该

孕月蕴 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咱猿暂

遥 本研究通过分析南

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进修生腹腔镜

孕月蕴 培训的实践结果袁 探讨在泌尿外科进修生腹

案例提出问题袁带教老师将问题整理后分派各学员袁
各自查阅资料并准备 孕孕栽曰于周会讨论院第二周再次

组织讨论会袁学员各自通过 孕孕栽 与大家分享所查到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远原园远原园远
作者简介院成功渊员怨愿圆原 冤袁男袁江苏连云港人袁讲师袁主治医师袁研究方向为泌尿外科临床与基础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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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袁通过互相补充最终得到各个问题的满意答
案袁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袁提出更加深层次问题袁并
在下一周继续讨论曰盂归纳总结院每月最后一周由教

分袁每项 圆园 分袁并在操作过程 中随 机提问 袁 占 源园
分袁总分 员园园 分遥

渊四冤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圆园援园 统计软件分析评估数据袁主观评

师与学员面对面将所有问题归纳总结袁点评各学习
小组及各学院学习中存在的不足袁并提出下一个月
的主题遥
蕴月蕴 教学组学员采用传统讲座教学方法及手术

窑猿猿苑窑

价资料用率表示袁采用 字圆 检验曰客观考试成绩以均
数依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采用 贼 检验遥 以 孕 臆园援园缘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演示袁涉及的范围与 孕月蕴 组一致袁讲座频率同 孕月蕴

二尧 结

组讨论会频率一致遥

果

渊三冤教学效果评价

渊一冤入组情况

教学效果评价分为学员自评与能力考核袁学

本研究共纳入研究对象 缘缘 人袁孕月蕴 组 圆愿 人袁

员自评包括学习兴趣尧 学习能力及自我提高三方
面袁对两组学员进行无记名调查袁能力考核包括对
两组学员分别进行理论知识尧 临床操作技能的测
试遥 通过主观与客观两方面评估教学效果遥 理论知

蕴月蕴 组 圆苑 人袁平均工作年限 孕月蕴 组 远援怨 年袁蕴月蕴 组远援愿

年袁两组间无显著差异渊孕 越 园援缘圆缘冤遥 有独立开展腹
腔镜经验者两组均为 源 人袁也无显著差异渊孕 越 园援怨缘远冤遥
渊二冤问卷调查结果

本次研究发放 缘缘 份调查问卷袁 回收有效问卷

识测试为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相关试题袁 闭卷形
式袁满分为 员园园 分遥 临床操作技能考核为高年资主

缘缘 份袁有效回收率 员园园豫袁结果如表 员 所示遥 两组进修

动作规范度尧流畅度尧突发情况处理三方面进行打

臆 园援园园员冤袁在自我提高方面无显著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任医师监考腹腔镜操作实践袁 对两组进修医生的

表员

生在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方面的认识有显著差异渊孕

咱灶渊豫冤暂

两组学员调查问卷结果

调查项目
学习兴趣
主动预习
全程精神集中参与讲座或讨论
主动复习相关内容
学习能力
能够提出高质量问题
熟练掌握多种资料查阅途径
自我提高
本次进修在腹腔镜技术方面有长足提高
回自己单位有信心开展入门腹腔镜手术

孕月蕴 组
渊灶越圆愿冤

蕴月蕴 组
渊灶越圆苑冤

圆远渊怨圆援怨冤
员愿渊远源援猿冤
圆猿渊愿圆援员冤

园猿渊员员援员冤
园缘渊员愿援缘冤
园愿渊圆怨援远冤

约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圆猿渊愿圆援员冤
圆苑渊怨远援源冤

园远渊圆圆援圆冤
园缘渊员愿援缘冤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员怨渊远苑援怨冤
员员渊猿怨援猿冤

员猿渊源愿援员冤
园缘渊员愿援缘冤

园援员猿怨
园援园怨园

孕值

渊三冤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考核成绩

有效渠道遥针对进修生的腹腔镜培训袁传统的教学方

孕月蕴 组学员理论考核及操作技能考核成绩均高

法多采用大课堂讲座垣手术演示的方法遥 然而袁各个

于 蕴月蕴 组的 渊苑愿援源 依 怨援园冤 分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曰 技能操作

万别袁对于腹腔镜技术有的能独立开展袁有的则几乎

员员援缘冤分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遥

久之进修生难免会失去了学习兴趣遥

于 蕴月蕴 组遥 理论成绩 孕月蕴 组渊愿远援苑 依 愿援远冤分袁显著高

进修生来自不同的医院袁教育背景尧工作年限都千差

孕月蕴 组渊苑缘援猿 依 缘援愿冤分袁也显著高于 蕴月蕴 组的渊苑猿援园 依

没有概念遥传统教学方案很难顾及每一位学员袁久而

三尧 讨

孕月蕴 教学是近年来医学教育改革的热点袁 主要

论

特点院淤在教师引导下分小组学习曰于教师提出问题

自从 员怨怨员 年美国 悦造葬赠皂葬灶 等 首次成功施行

在小组内进行讨论曰 盂根据组内的讨论再进行反馈

年增多袁应用范围日益广泛袁极大地促进了微创泌尿

学习兴趣袁促使学生更深入理解问题袁增强学生的自

咱源暂

腹腔镜肾切除术以来袁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例数逐
外科的发展遥 基层泌尿外科医师到大型三甲医院进
修学习腹腔镜技术成了继续医学教育和提高技术的

学习尧提高咱缘暂遥 强调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袁提高学生

主学习咱远暂遥 本组研究表明袁孕月蕴 教学法在提高学员学
习兴趣尧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两方面具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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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遥 现代认知心理学发现袁悬念是一种强烈的挂

训袁充足的案例准备及详实的资料查阅袁且不同于以

念心理袁这种心理活动有很大的诱惑力袁能促使人追

往大班化教学袁 小组教学对教师的数量要求也在增

根究底 袁孕月蕴 教学过程就是紧扣问题激发学员自

长遥 大多数高年资医师完成繁重的临床工作后无力

导袁通过三次讨论不断提出新问题袁层层深入袁学员

肘遥 其次袁本研究虽显示 孕月蕴 组在理论测试及技能

咱苑暂

我学习的欲望袁本研究以真实病例及手术视频为先
全程参与提问及解答全过程袁问题解决后的成就感
进一步增强了学习兴趣袁且自行解决问题过程能够
加深对知识的印象袁发现新问题遥 因此袁孕月蕴 组学员
在预习尧讲座或讨论参与尧复习三方面积极性明显高
于 蕴月蕴 组遥 孕月蕴 教学过程中学员作为学习的主体袁

再承担繁琐的 孕月蕴 教学袁 合格的带教老师捉襟见

操作两方面成绩均高于 蕴月蕴 组袁但技能操作成绩差

距较理论成绩差距小袁 可见 孕月蕴 教学优势偏向理
论袁如何优化 孕月蕴 教学袁使其在技能培训中优势更
加明显将是下阶段工作重点遥

本组研究显示 孕月蕴 教学在泌尿外科进修生腹

必须独立查阅资料尧利用身边的信息资源进行自主

腔镜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是值得肯定的袁 且极大提高

学习袁并通过小组讨论共享集体智慧袁在解决问题的

了学员的学习兴趣及学习能力遥转变传统教学方式袁

过程中将新知识主动消化并加以灵活运用袁本研究中

在解决问题的体验中实现了从野授人以鱼冶到野授人

孕月蕴 组学员自主学习能力强于 蕴月蕴 组遥 相较于传统

以渔冶的转变袁不仅提高了泌尿外科进修生腹腔镜技

野填鸭式冶 教学袁孕月蕴 教学克服了学生的依赖思想袁督

术袁且对各学员未来的发展也大有裨益遥

题遥 医学知识的发展日新月异袁学员在进修期间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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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效果做出正确的评价袁当下 孕月蕴 教学相关评价多
采用单一的问卷调查或学员考试成绩作为考核指
标袁本研究结合多项评价指标袁联合主观与客观两套

咱猿暂

评价体系遥 客观评价指标又分为理论成绩及技能考
核遥 本研究结果提示 孕月蕴 教学组在理论考核及技能
考核两方面得分均高于传统组袁全面反映了 孕月蕴 教

了其他益处遥 淤通过小组学习袁对不同基础的学员有

咱源暂

咱缘暂

一个缓冲过程袁有经验的学员在讨论过程中解答了无
经验学员的困惑袁使得零基础学员快速入门袁大大加
快教学进度袁 也减少了教师反复讲授入门知识的负
担袁提高了学习效率遥 于教师与学员共同参与讨论袁充
分的课堂讨论袁提出的问题常常是带教老师也未关注
过的袁使老师得到学术启发袁促使进一步深入研究袁和
学员共同提高袁反过来又增加了学生的学习热情遥 盂

培养协作能力及沟通能力遥现代社会医学模式要求增
强从业人员具有很好地沟通能力及协作精神遥学员在
团队学习中袁可以掌握合适的表达方法袁建立良好的
人际关系袁学习与他人的沟通技巧袁小组发言也增加
了学员的自信袁锻炼了口头表达及语言组织能力遥
孕月蕴 教学实施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遥首先袁

师资力量不足袁实施 孕月蕴 教学袁对带教老师的综合
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袁需要经过一定的教学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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