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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住院医师的培训是目前临床教学中面临的重要问题遥 外科操作技能的培训是外科临床

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袁也是考核住院医师是否掌握外科临床技能的一个重要内容遥 以外科技能竞
赛为契机袁提高临床带教老师对外科技能教学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袁以医院临床技能培训中心
为平台袁强化外科技能操作教学遥 以赛促学袁提高了住院医师外科技能操作水平袁提高了教学质量
和效率袁激发了住院医师的学习兴趣袁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教学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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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实践性尧专科性很强袁对外科医师的动

赛者自由配对袁圆 人为一个小组袁员 人为主刀袁员 人为

手能力要求高袁因此袁外科技能的训练决定了年轻外

助手袁完成一轮比赛操作后主刀和助手交换角色遥每

科医师在今后能否顺利发展工作 遥 随着我国人口的

组安排 员 名副主任医师担任裁判袁 对每一位选手的

病的治疗更加复杂化遥这就对我国外科医师的数量和

任对每一位选手的操作结果进行评价袁缝合确切尧用

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针对这一现状袁如何通过开

时最少者为冠军遥 为贴近临床袁便于比较袁比赛设 圆

咱员暂

老龄化袁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 袁疾
咱圆暂

展外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袁并在提高培训质量的同时尽

操作过程进行评价并计时遥 比赛结束后由教研室主

个项目院二尖瓣置换和冠状动脉搭桥遥以离体的猪心

可能缩短培训时间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为此袁我

为操作对象袁采用高仿真的瓣膜模型进行瓣膜置换袁

们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袁通过开展外科住院医师临

以鸭肠作为桥血管进行冠状动脉搭桥遥 所有的参赛

床技能竞赛袁以赛促学袁提高了外科住院医师的技能

选手要求按同样的缝合方法完成相同的项目袁 间断

水平袁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袁现以心脏大血管外科

缝合进行瓣膜置换袁连续缝合进行搭桥遥特殊手术器

的临床技能竞赛为例袁分析报告如下遥

械尧 缝线和离体心脏尧 瓣膜等均由上海强生公司提

一尧对象与方法
住院医师临床技能竞赛分专科进行袁心脏大血
管外科竞赛参赛者为心外科专科住院医师尧低年资
主治医师尧三年级专业型研究生和专业型博士遥 参

供遥 在举办外科技能竞赛 员 个月后对参加竞赛的医
师进行问卷调查袁评价临床技能竞赛的教学效果遥

二尧结

果

共 员圆 名年轻医师参加了心脏大血管外科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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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竞赛遥 竞赛 员 个月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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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和积极性遥

的参赛者认为他们的心血管外科技术得以提升袁

渊二冤加强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建设袁有效利用资源

愿猿援猿豫渊员园 辕 员圆冤 的参赛者认为他们手术中的配合意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国家卫计委第一

识获得提升袁怨员援苑豫渊员员 辕 员圆冤的参赛者认为他们对心脏

批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冶尧国家卫计委野全科医

外科的解剖加深了理解袁苑缘援园豫渊怨 辕 员圆冤 的参赛者认为

生规范化培养基地冶袁是野江苏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研

他们较参赛前获得了更多的手术操作机会袁所有的参

究室冶依托单位袁承担着全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

赛者均认为应至少每年举办一次类似的竞赛遥

业务指导工作袁有着良好的培训工作基础遥我院临床

三尧讨

论

技能培训中心拥有较为完备的仪器设备袁 先进的高
仿真模型和完善的管理机制袁 我们此次强化训练和

传统观念认为外科手术技术的训练只能通过参

外科技能竞赛是以临床技能培训中心硬件建设为依

加大量的外科手术才能得以实现袁但是由于大多数

托袁增加了手术操作过程的现场感和逼真性袁取得了

外科手术术野较小袁助手无法直视整个手术过程袁现

良好的效果遥 临床实践中任何失误或差错都可能对

实情况往往是住院医师在临床工作中野自生自灭冶袁

患者造成伤害袁 而医学模拟教学可有效避免医疗操

凭各自悟性自然成长遥 叶执业医师法曳和叶医疗事故

作的高风险咱缘暂遥 外科操作难度大尧危险性高袁经验缺

面临严峻形势遥 以心脏大血管外科为例袁患者病情

起医疗纠纷袁 但是如果利用模拟手段进行学习并反

变化快袁操作过程精细袁手术风险高袁术后并发症较

复练习就可以减少或消除意外的发生遥因此袁应当重

多袁容易出现医疗纠纷袁随着医患矛盾的日益增加袁

视实训基地的建设与使用袁增加投入袁实现场地和设

住院医师的实践操作机会大大减少遥 再加上绝大多

备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遥 建设临床技能培训中心

数心脏大血管外科手术均需要体外循环袁体外循环

能够为社会培养高素质尧技能型紧缺人才袁突出培养

时间的长短与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咱猿原源暂袁手术过程争

住院医师的职业能力遥

讲解遥 另外袁主刀医师除了要实施手术袁还要在术后

效果

处罚条例曳的相继出台袁使住院医师的临床实践活动

分夺秒袁主刀医师术中不可能对手术过程进行详细

乏者的盲目操作极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袁 势必会引

渊三冤外科技能竞赛可提高外科住院医师的学习

对患者进行监护和处理袁工作量极大袁往往无法在工

由于目前临床医学专业的专科化发展袁 各专业

作时间对住院医师进行手术技术的指导遥 因此心血

专科性很强袁内容丰富尧繁杂袁而本科生教学阶段的

管外科年轻医师成长极为缓慢遥 而竞赛具有传统技

教学为全科医学知识的教育袁 所涉及的专科深度较

能教学模式无法比拟的竞技性尧挑战性尧刺激性和操

浅遥年轻医师走上工作岗位后往往需要重新学起袁过

作性袁能够更加高效地体现教学效果遥

去的外科住院医师培训把重点放在专科理论知识的

渊一冤以外科技能比赛为契机袁重视临床技能教学

学习和临床经验的积累袁 而相对忽视了外科技能的

为了竞赛公平袁以临床技能竞赛为契机袁由教研

培训袁理论知识可以通过自学掌握袁而外科技能通过

室主任带领带组主任亲自进行外科技能强化训练工

自学则效果欠佳遥 以心血管外科瓣膜缝合和血管吻

作袁提高了带教老师对教学的重视程度袁在比赛前 员

合技术为例袁 这些技术是在过去没有进行系统训练

个月的每个周末进行小讲座袁由带组主任进行常见

过的袁而且必须要在特殊的装备条件下进行操作袁需

手术解剖知识的讲解袁带领年轻医师观看手术录像遥

要使用专用器械和缝线袁 这些技术的掌握仅仅通过

在教师酬金分配待遇上进行倾斜袁调动了带教老师

野纸上谈兵冶是无法实现的遥以二尖瓣置换为例袁二尖

的教学积极性和主动性遥我们还通过成立兴趣小组袁

瓣位于左心房尧 左心室交界袁 前方有左心室和右心

提高了住院医师的学习热情曰在周末开放技能培训

室袁上方有主动脉瓣等结构袁其位置较深袁前方和上

中心袁增加训练时间袁教研室主任集中时间进行操作

方结构固定袁无法通过浅表的切口直接显露袁尤其是

指导或答疑袁使住院医师有的放矢地加强训练遥 同

二次手术尧左房较小的患者袁显露更为困难 咱远暂袁因此

时袁医院还出台政策袁提高了住院医师对外科技能强

年轻医师在手术台上根本无法直视手术过程袁 进步

化训练重要性的认识袁例如心脏大血管外科以竞赛

缓慢遥 再加上二尖瓣环所形成的平面并不是一个水

为契机袁选拔临床技能竞赛获得优胜的医师参加由

平面袁而是稍成马鞍形袁即前叶附着缘略高于后叶附

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青年委员会发起的技能大

着缘袁缝合时需要不断调整夹针的角度和行针方向袁

赛袁除了给予奖励袁还在考博尧就业等方面进行优先

再加上操作空间狭小袁 为缝合过程带来了不小的困

考虑遥 从而激励了年轻医师对外科临床技能的学习

难袁 年轻医师不可能在未经训练的情况下就掌握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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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技术遥 另外在手术操作过程中袁需要术者和助手

根据院校特色袁探索能够体现办学特点袁突出人才培

的熟练配合袁 例如在间断缝合置换二尖瓣手术过

养模式袁 符合人才定位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践

程中袁由于所有的缝线需全部摆放在手术台上袁如

教学改革之路袁 为外科住院医师今后的成长和发展

果操作者之间协作不良袁 就非常容易导致缝线摆

奠定坚实的基础遥

放的混乱袁出现缝线的缠绕或者打结袁将直接影响
手术的时间和效果遥 通过心血管外科技能竞赛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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