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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实习教学是培养口腔医学生实践能力尧创新能力和职业素质的重要途径袁是医学生成为

医生的必经之路袁笔者在口腔医学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袁从实习教学医院准入制度制定尧系统师资
培训尧实习大纲统一尧建立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体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实践袁切实保障口腔医学专
业的临床实习教学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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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实习教学是 指口腔医学生在完成理论 学

科口腔医院或综合医院口腔科的规模袁 都无法同时

习和临床前专业实验课程后袁 医疗机构对其进 行

接受 苑园 名学生进行口腔临床专业实习袁因此必须建

口腔临床各学科的医疗实践教学的过程袁 通 常称
为临床实习或毕业实习袁这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尧

立由多家实习教学医院构成的临床实训基地遥

根据高等医学教育基本培养要求和 叶南京医科

袁也是口腔医学

大学教学基地建设指导意见曳袁 在充分考察的基础

生成为口腔医生的必经之路遥 临床实习作为医 学

上袁结合口腔医学专业办学规模基本稳定的实际袁遴

院校后期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是理论 与实

选出一批能满足实习需要的临床教学基地袁 均为三

践融会贯通的重要途径袁 是培养实用型临床医 学

级综合性医院口腔科或二级专科口腔医院袁 这些医

人才的必要手段遥

院规模较大袁管理系统完善袁对临床教学高度重视袁

创新能力和职业素质的重要途径

咱员暂

目前国家对于口 腔实习教学尚未 制定 统一 的

医疗业务和科研水平较为突出袁 教学基础设施较完

标准和要求袁各口腔医学院渊系 辕 专业冤的实习教 学

备袁至少拥有牙科治疗椅 圆园 台以上袁住院床位总数

显差异袁 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口腔医学人才培养 的

外科和口腔修复科尧口腔预防保健组尧口腔急诊室曰

在教学内容尧教学要求尧实习条件等方面存在着 明
质量遥 因此全面总结口腔医学教育实习教学经验袁
提出较为系统的口腔医学教育实习教学的基 本要

求袁建立规范化的标准袁形成符合现代口腔医学 教
育发展趋势的质量保障体系袁 做好每一环节的 质
量控制

咱圆暂

袁是值得思考并探索的遥

一尧实行实习教学医院准入制度袁整合实践
教学资源袁遴选优秀实习教学基地
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每年培养口腔医学专
业五尧七年制学生 苑园 名左右袁如何安排临床实习是
学院实习教学工作的重点遥 以目前江苏省内单个专

员缘 张以上曰临床科室至少设有口腔内科尧口腔颌面
各专业科室渊组冤至少有 圆 名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

称的医师袁同时要求医院有实习管理职能部门袁安排
专人管理袁并成立相关实习专业教研组遥
严格实习教学医院准入制 度袁从医院规模尧管
理尧医疗尧教学尧科研尧师资等方面严格控制实习教
学医院的资质袁确定实习医院后袁以协议书的 形式
建立长期稳定的临床教学实习基地遥 学院注 重加
强实习医院与学校袁 各实习医院之间的沟通 与交
流袁构建和谐融洽的教学环境 咱猿暂 遥 经过多年的积累袁

目前共发展了包括江苏省口腔医院尧 江苏省 人民
医院尧南京市口腔医院尧南京军区总院等在内 的员圆

基金项目院江苏省教育科学野十一五冶规划课题渊晕再圆圆圆圆怨员园园冤袁南京医科大学野十二五冶教育研究课题渊晕再圆圆圆圆园员员园苑缘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苑原员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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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实习教学医院袁形成以南京为中心袁辐射江苏全

统一的临床实习组织与管理规定尧实习生工作职责尧

省的口腔临床实习教学基地网络袁 为我院的实习

实习课程考核规定及实习生岗位制等规章制度袁从

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袁保证实习教学质量遥

实习时间尧实习内容尧实习要求尧出科考核等方面统

二尧实行带教老师考核制度袁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袁进行系统的师资培训

一带教标准袁 为提高临床实习质量提供了制度上的
保障遥
实习前对学生进行实习前教育袁 主要内容包括

实习教学医院的教学工作袁涵盖了理论教学和

临床实习的目的和意义尧实习教学计划和实习大纲尧

临床实习带教两个方面袁对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有

医德医风教育尧 实习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以及实习

着更高的特殊要求遥 师资队伍建设的好坏袁对于提

期间的注意事项袁使学生尽快地进入角色袁适应实习

高教学水平尧科研水平袁培养合格的临床医师有着至

医院的环境遥 同时进行必要的临床基本技能强化训

关重要的影响遥

练袁主要包括医疗文件的书写尧基本操作技能尧体格

为了保证实习教学质量袁实习教学医院中承担

检查等袁 进一步强化实习学生的临床基本知识和基

教学任务的教师袁至少要求中级以上职称袁三年及以

本技能袁提高实习教学质量遥为了让学生有更多时间

上临床教学经验袁同时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袁要求具

接触临床袁强化临床专业技能袁提高实习质量袁我院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质修养袁对本职工作兢兢业

参照叶口腔医学本科教育教学标准曳调整修订实习大

业袁业务水平高袁热爱医学教育事业袁能严格带教袁认

纲袁将大临床实习安排在三年级暑假袁让学生在经过

真履行教师职责袁教学方法新颖袁教学水平高袁教学

四年级的专业学习后袁 直接进入口腔医学专业临床

效果好袁注重实习学生实践与创新精神的培养以及

实习袁同时对各科的实习时间尧实习内容尧实习指标尧

人生观尧价值观教育袁引导学生逐步树立良好的职业

实习工作量等进行相应调整袁 专业实习时间 缘圆 周袁

道德观念遥

大大超过了口腔医学生的临床专业实习时间的最低

自 圆园园猿 年起袁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依托江

苏省口腔医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袁每年举办野实习带
教老师理论学习班冶袁组织进行系统的培训袁请专家
进行理论授课袁对一些临床新进展尧新技术和新理论
进行讲授袁坚持做到各实习教学医院参训率 员园园豫袁
培训合格率 员园园豫渊对不合格者进行复训冤袁 通过培

标准 源缘 周遥 专业实习时间的延长袁有助于学生临床
知识的掌握和巩固袁提高临床实践技能遥

四尧院校联动袁建立行之有效的实习
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体系
抓好实习教学管理与监控是确保临床实习质量

训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遥 同时举办野口腔临床操作

的重要手段袁 也是顺利完成临床实习教学任务的重

技能规范化学习班冶袁利用现代化的口腔仿真头模实

要保证袁 对实习教学的管理主要由学校和实习医院

验室等袁举办各类技能培训袁提高临床规范化操作技

两方面来协作完成遥近年来袁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

能及实习带教水平遥 此外袁每年还举办 野口腔临床教

院本着野加强管理尧认真组织尧精心指导尧全面监控冶

学工作会议冶袁要求各实习医院的分管领导尧医教科

的原则袁 制订符合口腔临床实习教学实际的管理文

渊处冤管理人员尧青年骨干教师参加袁不仅邀请国内知

件袁通过密切与实习医院的联系袁加强学生尧学校和

名院校的专家教授进行有关临床教学的专题讲座袁

医院之间的信息交流袁 同时进一步明确学校与实习

也邀请教学医院的代表介绍优秀的带教经验袁大家

医院对实习教学管理的职责袁 共同采取各项监控措

相互学习尧取长补短遥 教学工作会议为各实习教学

施袁对整个实习教学的管理尧实习教学质量的评价等

医院提供了理论教学尧临床教学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袁

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袁 使实习管理工作得到了很大

搭建相互交流的平台袁对提高临床教学工作整体水

改善袁保证了实习质量遥

平袁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遥
咱源暂

三尧规范实习教学管理袁统一实习大纲袁
强化临床技能

渊一冤实习医院管理
各实习医院均高度重视实习教学工作袁 有专门
领导分管袁医教处渊科冤具体负责袁对实习生的学习尧
工作尧生活均给予较好的安排遥 上岗实习前袁依据实

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面向各口腔实习教学

习大纲要求袁结合医院工作实际袁对实习生进行短期

医院尧所有实习带教老师发放叶口腔医学专业实习大

的岗前培训袁 为实习生下科实习奠定了一个良好的

纲渊五年制毕业实习尧七年制通科实习冤曳尧叶口腔医学

基础遥 实习生进入科室后袁选派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尧

专业实习课程教学考核册渊教师用尧学生用冤曳袁制定

中级职称以上的带教老师袁根据大纲要求袁给予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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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专业的临床技能指导袁特别重视医德医风和医患

通过对临床实习全过程的管理与监控袁 有效地

沟通教育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职

针对临床教学中的薄弱环节提出改进措施袁 将检查

业道德 遥 同时还开展形式多样的专题讲座与小组

情况及时汇总尧反馈给各实习教学医院袁促进医院对

学习袁在提高学生理论知识的同时袁也丰富了实习教

临床教学工作进行总结遥 同时上报南京医科大学教

学的方法遥 并且要求学生完成实习日志袁记录一天

务处袁如有不符合要求的情况出现袁将通报批评并敦

的病例及收获袁由带教老师尧科教科长进行批阅尧留

促改正袁 如无法胜任实习教学工作将暂停或取消其

存遥 科室实习结束前还要进行出科考核袁由科室统

实习教学医院的资格遥

咱缘暂

一组织袁考核内容包括问诊尧病例书写尧临床技能考
核尧读书报告等袁有效地保障了实习质量遥

以上措施较好地保障了口腔医学专业临床实践
教学的质量遥目前袁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已成为

渊二冤学校管理与监控

江苏省高级口腔医学人才的最主要培养基地袁 我省

进入实习前袁学院组织成立各医院实习小组袁挑

本科以上学历的口腔各专业医务人员 愿园豫以 上毕

选优秀学生担任实习小组长袁带领本小组成员遵守
医院管理制度袁完成实习工作任务遥 实习过程中袁学
院根据学校统一部署袁每年 员员耀员圆 月组织由教学管

业于此遥 圆园员员 年对五届实习学生的抽样调查显示袁

患者对实习医生的满意率逐年提高袁 达到 愿缘豫以
上曰根据近几年来每年用人单位座谈会的反馈信息袁

理人员尧临床专家以及教学督导组成的专家组对每

各医疗机构一致反映我院实习医生动手能力强袁综

家实习医院和实习生进行中期检查袁通过听取实习

合素质高袁培养潜力大遥 可以说袁实习教学工作的顺

医院工作汇报尧临床技能考核尧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对

利开展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稳步提升遥

实习单位带教能力尧管理情况以及实习生临床技能
掌握情况进行全方位的了解遥 专家组首先对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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