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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教学研究】

立体化教学模式和模拟执业医师考核相结合
在外科学教学中的应用初探*
易剑锋 叶蓁蓁 董小鹏 易华 黄建梅 潘海邦#
（甘肃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 兰州 730000）
摘要：外科学教学阶段是医学生执业能力培养及职业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针对医学生现阶段的心理
特征，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强执业能力培养，将立体化教学模式即“教学—实践—再教学—再实践—自
主学习”的教学方法应用于外科学教学，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以引导为主，突出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通过与多元化教学模式比较，以模拟执业医师考核为评价体系，探讨立体化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及可行性；
并通过学生问卷反馈，探讨立体化教学模式与模拟执业医师考核的相适应性以及存在的问题。结果表明，
立体化教学模式更符合执业医师考核的要求，二者结合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及临床执业能力，符合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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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医学生心理趋于成熟、人格趋于完善的

替进行、相互结合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就是“做中

重要人生阶段。学习、就业等种种压力易导致学生

学，学中做”，以培养学生的执业能力和创新实践能

[1]

产生焦虑、恐惧的消极情绪 ，尤其是情绪不稳定、

力为核心，以教学资源的多元化、教学方式的现代

性格内向以及心理成熟度不够的学生更易出现心理

化、知识结构的立体化、实践性强为特点，以多种教

[2]

问题 。医学生的这种心理特征直接关系到他们的

学方式联合为手段，符合“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

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更关系到其人格的形成以及

学习感受”理念的复合型教学模式。从理论上来看，

未来服务患者的心理是否健康。外科学教学是医学

“立体化”教学模式的引入可以解决外科学教学改革

生学习外科临床理论知识、掌握临床操作技能的重

中教与学的问题，但教学是否有成效，目标是否能实

要阶段，对医学生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化具

现，需要有完善、规范、有效的考核体系。医师资格

有特殊作用。如何在外科学教学中实现对学生学习

考试即执业医师考试，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和认可

兴趣的激发、积极性的调动、能力的培养以及思想的

的医师能力考核方式，是行业准入考试，
也是检验医

正确引导，
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型、创新

学院校学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4]。执业医师考试

型、心理健康的医学人才，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探

中临床技能采用多站式考核，即客观结构化临床考

索，
找到适合学生心理特征、学生满意的教学方法和
考核方式。
“立体化”教学模式是在现有的“模拟住院医师

教学法 ”及“PBL、LBL 及案例教学相结合的复合教
[3]

学模式”的基础上进行的改进，是理论学习和实践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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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OSCE），
是一种现代的临床技能测评工具，既能对医学生的

临床实践能力进行正确评价，真实地反映教学状况，
又能及时总结教学中的经验教训，不断规范和改进
教学方法[5]。结合目前国内和我校外科学教学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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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及医学生的特点，本次研究从“立体化”教学模式

断、鉴别诊断、治疗、手术及预后”整个过程中存在的

入手，以模拟执业医师考核作为评估体系，探讨“立

问题和不足，重点解析疑点、难点，并观摩手术或手

体化”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及可行性。此次研究坚
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从学生的心理需求
出发，
通过教学问卷反馈，探讨
“立体化”教学模式与
模拟执业医师考核的相适应性，并发现问题以改进
和完善这种教考模式，拟构建一套适合外科学教学、
符合医学生心理特征、学生易于接受的教学—考核
—反馈教学体系，从而提高我校的外科学教学质量，
为外科学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1 资料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术视频；④再实践：
外科实训室内进行外科临床基本
技能培训，如缝合、打结、剪线、拆线等，开展动物手
术，进行外科临床技能操作的实战演练；⑤课后总

结、思考、讨论、自主学习：学生课后总结，针对整个
教学实践过程遇见的难点，
自主分析并探寻答案，也

可通过微信或 QQ 平台进行师生及同学之间互动讨
论，引导学生自主查阅文献、资料及专业书籍进一步
学习，解决问题。

1.3 模拟执业医师考核

教学结束后，由专人对两组学生进行模拟执业

选取甘肃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五年制本科 2012

医师考核。按照执业医师的考核要求，考核分理论

进行分组及教学，根据学生学号后 3 位，运用随机数

考核。理论考核依托我校试题库系统建立执业医师

级 80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单盲法，由同一教师
表随机抽取 40 名学生进入实验组；其余 40 名学生进

入对照组。所有学生均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研
究。两组学生在性别、年龄、入学成绩以及上一学年
综合成绩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教学方法

两组学生均按照中医学本科专业外科学大纲要

求，总学时均为 54 学时，选择相同的教学内容、总学

时数及教学进度。对照组即多元化模式教学组，理

论学时 45 学时，
实践学时 9 学时，
采用我们目前正在

使用的“PBL、LBL 及案例教学相结合的复合教学模

式”，
以案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出教学相关问题，
对相关知识进行回顾、讲述，
并进行总结、分析、找出
解决问题的方案；临床实践技能培养方面，
采用外科
实训室集中示教、演练、纠错的方式。实验组即立体

化教学模式组，理论学时 39 学时，
实践学时 15 学时，

考核和临床技能考核。采用双盲法对两组学生进行
真题外科相关试题库，题型与实际考试相同即：A1

型题（单句型选择题），A2 型题（病例摘要型选择
题），A3 型题（病例组型选择题），A4 型题（病例串型

选择题）和 B1 型题（标准配伍题），各题型数量分布
按照执业医师考试标准，均从题库随机抽取，题数

100，每题 1 分，共 100 分；外科临床基本技能考核采
用多站式考核，包括病史采集（采用同一病例）、体格

检查（神经系统、脊柱四肢、头颈部、胸部、腹部随机
抽取）、病例书写（随机抽取 1 份病例）、医嘱用药（采

用同一份病例同时进行考核）、外科缝合技术（包括
缝合、打结、剪线、拆线）、换药、穿刺（包括胸腔穿刺、
腹腔穿刺、腰椎穿刺，3 项中随机抽取 1 项）、留置导
尿、无菌技术（包括刷手、穿手术衣、手术区消毒、铺

巾等）、手术协作，制定每站考核的评分细则，
严格按
照评分标准进行评分，每站 10 分，
共 100 分。带教老

师不参与技能考核评分，每站考核由同一老师进行

制定符合“立体化”教学模式实际的教学大纲，优化

评分，考核老师接受专门培训，熟悉考核内容、考核

教学内容，进行理论授课内容和实践授课内容的重

要求以及考核相关规定。综合得分=（理论考核×

排，重新分配理论授课和实践的课时。采用理论学
习和实践交替进行、相互结合的教学方法，即“教学
—实践—再教学—再实践—课后总结、思考、讨论、

40%+技能考核×60%）。
1.4 教学反馈

课程结束后采用匿名的方式对学生进行问卷调

自主学习”。具体做法包括：
①初次教学：
课堂讲授，

查。①学生满意度调查：学生对教学内容、教学方

结、分析并解决问题；②初次实践：模拟临床医师诊

的满意度。②学习效果自我调查：包括学习信心、学

即采用案例分析—创建提出问题—系统讲解—总

法、考核形式、考核难度、教学参与程度及课时安排

治过程，即组织学生参与查房，与患者沟通，示教室

习兴趣、语言表达能力、分析问题能力、解决问题能

分组讨论，分析病情并诊断、制定治疗方案并下医

力、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精神、逻辑思维能力、科

嘱，
教师与学生互换角色，模拟医患沟通，
交待病情、

研创新意识、文献检索能力、医患沟通能力、临床实

治疗方案、手术方式及并发症；③再教学：将学生初
次实践的结果与临床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诊

践能力。③学习效果评分：
按照强弱程度评分，
很强

5 分，强 4 分，较强 3 分，弱 2 分，很弱 1 分。80 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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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调查问卷，问卷回收及有效率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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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课时安排的满意度均低于对照组（P<0.05）。

1.5 统计学方法

2.2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

应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计量

由表 2 可知，实验组的理论考试成绩、临床技能

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用均

考核总评成绩及综合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0.01）。

数±标准差（x±s）表示，同一组学习前后比较采用配

在临床考核站点中，两组学生的缝合技术、换药、穿

对 t 检验，不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

刺、留置导尿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两组学生学习效果自我评分比较

资料采用 χ 检验；统计学检验均为双侧概率检验，
2

由表 3 可知，两组学生学习前各项自我评价指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标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实验组学生学习后的

2.1 两组学生对教学及考核满意度调查结果

各项自我评价指标均高于学习前（P<0.01）。对照组

由表 1 可知，实验组学生对理论和实践教学内

学生除语言表达能力（P>0.05）外，其余各项自我评

容、实践教学方法、考核难度及教学参与程度的满意

价指标均高于学习前（P<0.05）。学习后，实验组学

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对理论教学方法、

生的学习兴趣、语言表达能力、分析问题能力、解决

考核形式、考核的知识导向、考核是否能反映自己的

问题能力、团队协作精神、科研创新意识、文献检索

水平的满意度分别为 95.0%、92.5%、92.5%、90.0%，

能力、医患沟通能力和临床实践能力均高于对照组

对照组分别为 95.0%、95.0%、90.0%、85.0%，两组差

（P<0.01），两组学生的学习信心、自主学习能力和逻
辑思维能力无统计学差异（P>0.05）。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学生对理论和实

表 1 两组学生对教学和考核满意度比较（%）
实验组（n=40）
项目

满意
n

教学内容

理论
实践

教学方法

理论
实践

教学安排

理论
实践

考核

形式
难度
知识导向
自我能力反映
参与程度

对照组（n=40）

不满意
%

n

97.5

1

满意
%

n

不满意
%

n

%

37

92.5

3

7.5

28

70.0

12

30.0

38

95.0

2

5.0

38

95.0

2

5.0

39
40

100.0

26

65.0

25
37
36
37
36
40

0

2.5
0.0

62.5

15

37.5

92.5

3

7.5

90.0
92.5
90.0

100.0

14

35.0

4

10.0

4

10.0

3
0

7.5
0.0

27
28
34
35
38
21
36
34
28

67.5

13

χ2

P

6.646

0.010

0.000

1.000

32.5

12.468

70.0

12

30.0

14.118

87.5

5

12.5

5.591

85.0
95.0

6
2

15.0
5.0

47.5

13.730

85.0

6

15.0

0.457

70.0

12

表 2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x±s）

10.0
30.0

0.022
0.018

0.213

19
4

0.000

5.230

52.5
90.0

0.000

0.644
0.000

0.157

0.692
0.499

14.118

0.000

项目

实验组（n=40）

对照组（n=40）

t

P

理论考核

78.02±5.14

67.65±4.63

9.481

0.000

8.08±0.47

6.35±0.62

13.944

0.000

临床技能考核
病史采集
体格检查
病例书写
医嘱用药
缝合技术
换药
穿刺
留置导尿
无菌技术
手术协作
综合得分

87.08±2.75
8.02±0.53
7.78±0.66
6.88±0.79
8.38±0.59

10.00±0.00
9.82±0.389
9.88±0.34
9.88±0.34
8.38±0.59

83.46±2.60

77.02±2.43

17.312

6.40±0.67

12.007

5.78±0.66
4.72±0.64
8.37±0.58
9.95±0.22
9.78±0.42
9.85±0.36
9.62±0.71
6.20±0.41

73.28±2.39

13.557
13.368
0.000
1.433
0.553
0.321
2.026

19.318
18.241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0.156
0.582
0.749
0.046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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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学生学习效果自我评分比较（x±s）
实验组（n=40）

项目
学习信心

学习前

学习后

学习前

学习后

1.98±0.73

4.05±0.78**

2.05±0.68

3.95±0.71**

1.70±0.69

3.32±0.57**

1.75±0.67

2.68±0.47

学习兴趣
语言表达能力

1.82±0.55

分析问题能力

1.30±0.46

解决问题能力

2.72±0.88

自主学习能力

1.60±0.74

团队协作精神

1.42±0.55

逻辑思维能力

1.20±0.41

科研创新意识

1.20±0.46

文献检索能力

2.02±0.58

医患沟通能力

1.80±0.41

临床实践能力

对照组（n=40）

注：组内学习前与学习后比较：*P<0.05，**P<0.01。

4.50±0.51**
3.55±0.50**
3.62±0.49**
4.08±0.62**
3.58±0.50**
3.42±0.50**
3.15±0.53**
4.12±0.65**
3.90±0.30**
3.75±0.44**

3 讨论

外科学是一门重要的临床医学课程，外科学理
论与实践知识的学习对于医学生具有极高的挑战
性；
它不仅要求学生要掌握好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
要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无菌观念、科学思维方法和
临床操作技能。外科学中很多知识如无菌操作技

2.65±0.48
1.78±0.58

3.52±0.51**
1.85±0.74

3.00±0.39*

1.40±0.50

2.92±0.27**

1.70±0.76

2.05±0.68**

2.78±0.92
1.50±0.56
1.21±0.40
1.19±0.47
2.04±0.59
1.88±0.34

4.12±0.61**
3.32±0.47**
2.60±0.50**
1.40±0.55**
2.48±0.55**
2.88±0.34**

带来学习的压力和抗拒心理，而且，理论与实践教学
仍存在脱节，造成临床逻辑思维能力及实践能力不
足，基本技能操作不熟练，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
3.1 “立体化”教学模式在外科学中的应用效果

“立体化”教学模式将传统观念的
“教学”转变为

“引导式学习”，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的更加

术、外科营养、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等会贯穿医学

紧密，教学资源更加多元化，教学方式更加现代化，

生整个医学事业始终。传统的外科学教学只注重阶

知识结构更加立体化，且更加注重学生主观能动性

段性教育而忽视了为终生教育打基础，尤为突出的

的调动以及学生执业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

是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临床技能和创造

同时，
“立体化”教学将外科学的课堂扩展到教室、病

性的培养。当前，我国的外科学教学模式正处于新

房、医院示教室、外科实训室以及网络平台，使教学

老交替的时期，在借鉴国际医学教学的先进理念及

不再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局限，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

新颖教学模式基础上，国内众多医学院校都进行了

能力的培养。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实验组学生对教

各具特色的教学改革，比如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模

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参与程度的满意度均较

式（problem-based learning，PBL）、以讲课为中心的
学习模式（lecture-based learning，LBL）、案例教学模

式（case methods of teaching，CBL） 、标准化病人教
[6]

学（standardized patient，SP） ，虽取得了一定的成
[7]

高，且均高于对照组，说明
“立体化”教学模式更符合
学生的心理需求，易于被学生接受。从学生的学习
兴趣、积极性及能力培养来看，两种教学方法均能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加学生学习信心以及提高执业

效，
但是，
由于教材、大纲及课时的限制、教学设计的

能力，但是，实验组的教学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说

缺陷、考核体系的不健全、反馈机制的不完善、基本

明“立体化”教学模式中设置的反复实践，如案列分

技能操作统一性标准的缺乏、临床技能操作机会少

析、临床查房、现场病例分析讨论、病情决断、制定治

和时间短等问题，造成外科学教学仍以记忆、灌输、

疗方案、模拟医患沟通、手术观摩等，更能让学生对

强制为特点，重视知识传授，忽视素质和能力培养，

所学的理论知识不断强化且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忽视教学中的心理需求、学习感受以及师生双向交

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知识的缺漏，为知识的学习和

流的启迪过程，医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未能真正成为

查漏补缺提供导向，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

学习的主体，不利于发挥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不利

激发学习的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且更有利于学生

于培养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新精神，亦不符合医

语言表达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协作精神、

学生的心理特征，不能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以

逻辑思维能力及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此外，学生

及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健康的心理素养，易给学生

在课后查阅资料、文献以及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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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漏补缺的过程中，知识得到巩固和强化的同时，科

总之，
“立体化”教学模式更符合执业医师考核

研创新意识和文献检索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

的要求，二者结合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培

高。随着知识的逐渐补充，能力的不断提高，学生的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及临床执业

学习信心也明显增强。模拟执业医师考核的相关调

能力，符合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亦更符合培

查结果表明，实验组的理论考核成绩、临床技能考核

养实用型、创新型、健康型医学人才的要求。但是，

成绩及综合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实验组学生对考核

“立体化”教学模式和模拟执业医师考核仍有待进一

难度的满意度亦高于对照组，说明“立体化”教学模

步完善，其大规模地开展与实施仍面临一些亟待解

式更符合执业医师考核的要求，更有利于执业能力
的培养和提高。因此，
“立体化”教学模式的实施在
提高外科学教学效果的同时，使学生学习能力的提
高、知识的完善、临床实践能力的提高进入一个良性
的循环。

3.2 模拟执业医师考核及教学反馈的应用效果

考核是学生学习的动力和导向，不完善的考核

体系会给学生带来错误的导向和能力培养的偏差。

决的问题：①学校应加大课程改革的步伐，包括教学

大纲的调整、课时的安排等，以适应新型教学模式的
开展需求；②学校应进一步完善教学设施，满足“立

体化”教学模式对空间及硬件设施的要求；③教学难

度增加，教师应具备更全面的教学开展及组织能力、
临床实践能力、知识的链接能力以及新的教学理念；
④模拟执业医师考核虽能使教学教学过程更加规
范、教师的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学习目标更加明确，但

执业医师考试作为行业准入考试，是评价申请医师

是，题库和技能考核模块的建设、更新体制必须完

是否具备从事本专业医师工作所必须的专业知识与

善，否则，以执业医师考核为导向的教学，可能会使

技能的考试。将执业医师考试引入外科教学的考核

这种外科学教学的素质教育最终变成又一次的应试

标准，
较传统考核更加完善和规范。调查结果表明，
两组学生对模拟执业医师考核的认可度均较高，除
对考核形式满意外，认为模拟执业医师考核能够很

教育；⑤教学反馈必须切实贯彻和进一步完善，
它是

教师掌握教学效果、学生心理需求及动向的重要途
径，能为教学改革提供更加准确的导向。

好地反映自己的水平及具备良好的知识导向作用，
说明模拟执业医师考核符合学生自我发展的需要，
亦能更好地提供知识导向，指导学生自我学习和提
高。但是，
调查结果表明，对照组学生对考核难度的
满意度低于实验组，说明若以执业医师考核作为外
科学教学的客观评价标准，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教
学模式，
否则易增加学生的心理压力，进而影响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信心，而“立体化”教学模式就是
一种符合执业能力培养要求的教学方法。
教学设计是否存在缺陷或不足，教学方法是否
能被学生接受等，都需要教学反馈来完成，
缺少了反
馈，教学只能是纸上谈兵，某种意义上说，忽略了医
学生的心理特征及学生的主观感受，易造成学生的
厌学及抵制情绪，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实施是不利
的。此次研究中，教学反馈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
查内容涉及学生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形式、
考核难度、教学参与程度及课时安排的满意度，
能够
充分地反映学生对教学的各种心理需求，通过反馈
能够及时地发现教学中的不足以及学生对教学的各
种需求，
便于我们实时调整，
使外科学教学朝着更加
有利于学生主观能动性的调动、学习兴趣的激发以
及学生能力的培养等方向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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