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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帮助学生掌握儿科实习的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有机结合,并评价此项教学方法的效果。方法2018年6月-2018

年12月的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实习的学生80名作为研究对象,组建团队为基础的教学模式(TBL)结合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
(CBL)的教学方法,并对教学效果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的反馈意见,通过统计学方法分析教学前后各项评分结果的差异性和
效果。结果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认为通过组建团队以及临床病例讨论与回顾的形式,提高了学习效率和综合素质。
前后对比的调查表的4项指标(提高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临床实践能力、提高临床思维能力、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差异具有
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TBL结合CBL模式激发学生在儿科临床实习中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团队合作精神,
提高学生运用和掌握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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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见习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理论知识

房,之后通过挂图、教具、多媒体课件和示范操作等系统地

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的关键环节,是教学实践的重要任务之

介绍相关理论知识,并在讲授结束后带领学生进行分析、讨

[1]

一 。儿科作为医院的一个特殊科室,俗称“哑科”,其专科

论、答疑。(2)试验组。在试验组学生运用CBL结合TBL教学

特点突出,无论是临床特点还是实践操作,都有其特殊性。随

法：①教师的筛选及CBL、TBL教学理念、方法的培训：选拔

着医疗对儿童保健工作的加强,儿科的重症及典型病例减少,

教学能力较强、经验相对丰富,从事儿科临床工作3-5年以上

家长对患儿的保护意识增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当做“试

的讲师作为带教老师,首先对教师进行CBL、TBL教学理念、

验品”,导致病人资源的大量缺乏,使学生的临床可操作机会

方法的强化教育和培训,使其较好的掌握CBL、TBL的教学方

减少[2]。因此,如何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改进教学模式,提

法；②课前带教教师将根据教学大纲要求,选取典型的住院

升教学质量,既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又充分调动学生的积

患者病例,学生可自行查看患者相关病历资料,派学生代表

极主动性,同时又培养创新型医学人才,是每一位儿科临床

进行问诊、查体,教师就主要知识点提出若干问题。学生在

实习带教工作者都应去思考的问题。针对目前问题,我院在

课前通过查阅文献、互相讨论形成自己的诊疗方案。在课上

去年的临床专业中应用CBL(Casebasedlearning,CBL)联合

分享各自的意见,由带教教师就学生的观点和问题进行分析

TBL(Team－Based Learning,TBL)教学方法,通过选取临床

和解答,并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病例相结合,引导学生深入理

实际案例为导向,让学生以团队为基础、让学生讨论、自主

解问题。③CBL联合TBL教学实施：④拟定每个学期对在儿科

去解决临床问题,从而掌握临床知识、实践技能。尤其是小

实习的学生进行3次CBL联合TBL教学,教学内容可由带教教

儿教学病例资源紧张等特点,探索CBL联合TBL教学模式在儿

师根据教学大纲及实习指导自行制定,内容需要涵盖病例、

科临床实习带教的应用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

重要知识点、多个难易层次不同的问题、前沿进展以及课后

1 对象与方法

作业等等方面,并做好相应PPT,并设计好教学评价表,每次

1.1研究对象。选择2018年6月-2018年12月在广西医科大

CBL联合TBL教学课堂大约为60分钟；⑤CBL联合TBL教学课堂

学第二附属医学院2014级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实习的学生80名

进行前教师将教学内容、教学重点、难点等提前2-3天告知

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学生以往成绩及初步考核成绩,两组学生

学生进行预习、知识点准备以及查找文献资料等准备工作；

的实习前儿科理论测试成绩对比无差异(P＞0.05)。随机分为

⑥CBL联合TBL教学课堂以学生为主导,教师组织并引导学生

对 照 组 40 名 学 生 , 按 照 传 统 临 床 讲 授 式 (Lecture-Based

进行讨论、发言,同时解惑答疑,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团队

Learning,LBL)的方法进行临床见习；实验组选取40名学生组

合作的精神。(3)教学效果评价。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生在

成CBL联合TBL教学小组,并选出学生组长,负责教学内容或具

儿科见习课程前后均进行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和竞赛抢答三

体任务安排及分配。选择有丰富带教及临床经验的教师,并在

项进行成绩考核,实验组的学生见习课程结束前后进行教学

课前进行CBL和TBL教学方法的集中培训、备课。对照组采取

问卷调查。理论测试的试卷是单选题50道；临床技能操作考

课堂讲授结合多媒体为主的理论教学方法及LBL见习模式,试

核主要考查操作的正确与得分； 竞赛抢答是通过快速答题

验组在传统教学方式的基础上运用CBL联合TBL的教学模式。

抢分,针对学生对儿科知识的快速理解及掌握程度。问卷内

1.2方法。(1)对照组。在对照组学生中采用临床传统讲

容包括以下4项：①提高理论知识的理解；②提高临床实践

授的(LBL)教学方法,带教教师选取典型的病例进行教学查

能力；③提高临床思维能力；④培养团队协作精神。每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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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按效果分为无、一般、较好、好、非常好5个等级,分别赋

实践教学要求按照教学大纲重点内容,以临床为中心,合理

值为1、2、3、4、5分。

安排,严密组织,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努力培养

1.3 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使学生切实掌握儿科学的基本理

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来表示结果,两样本均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加强临床实践教学的效果在教学

数比较采用ｔ检验,用配对 Wilcoxon 秩和检验比较实验前后

医院的临床见习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

各项指标分值的差异性,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BL教学法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由哈佛商学院所

2 结果

倡导,随着我国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内众多医学院校均

2.1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培训前对儿科知识的掌握程度无

将这类讨论式教学模式作为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广
泛开展[3]。CBL教学法(case-based learning)是以案例为基

明显差异,P＞0.05,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培训前考核成绩(分,x±s)

础,通过引入真实的案例来学习,要求学生运用现实的主题

组别

人数

理论知识

实践技能

竞赛抢答

内容和方法来探究案例的诊治方案,强调以具体病例为导向,

实验组

40

63.82±7.34

62.65±4.81

52.68±6.73

以实习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启发式教育。CBL教学的核

对照组

40

65.33±4.23

61.02±3.65

50.46±5.38

心是“病例”,因此在采用病例教学时,要求教师根据教学大

t值

1.127

1.707

1.630

纲、教学内容的要求,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选择典型病例作

P值

0.263

0.092

0.107

为教学内容,围绕疾病的诊断、鉴别诊断、治疗方案确定和

2.2 实验组进行 CBL 联合 TBL 教学模式,对照组进行临
床传统讲授的传统教学方法,结果见表 2,P＜0.05,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提示 CBL 联合 TBL 教学模式的效果优于 LBL。学
生见习课前认真复习教材的理论课知识,课堂上主动积极的
讨论问题,学习气氛浓厚,学习效果显著。说明 CBL 联合 TBL
教学法在儿科学实践教学中的效果明显,可提高学生的儿科
理论和实践技能水平,激发学生学习儿科学的兴趣,且得到
学生的广泛认可。
表2

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培训前考核成绩(分,x±s)

预后分析安排教学内容[4]。
TBL教学模式是以团队为基础的教学模式(Team-based
learning,TBL),国外应用较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韩国、印度等国家在医学教育中接受并应用了TBL教学模式,
其中美国至少有70多个医学院校应用了TBL教学模式。TBL
应用于医学教育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5]。随后TBL教学模式
也在临床医学的各个学科教学中均有应用,如美国的
Pileggi等将TBL教学模式运用于诊断学教学中,发现TBL教
学模式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诊断技巧和临床思维能力；南京
医科大学的李晓楠等 [6] 在儿科专业儿童保健学的教学中运

组别

人数

理论知识

实践技能

竞赛抢答

实验组

40

94.24±5.77

87.64±8.54

85.79±5.67

用了TBL教学模式,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姜丹等[7]报道TBL

对照组

40

90.54±5.12

83.45±5.47

82.77±4.37

教学模式在儿科实习中的运用,将儿科实习学生分为TBL教

t值

3.034

2.613

2.668

学模式及独立零散教学模式两组在儿科临床实习,通过对两

P值

0.003

0.011

0.009

组教学效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发现TBL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

2.3实验组的教学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结果见表3,在提

儿科临床教学质量。

高理论知识理解、提高临床实践能力、提高临床思维能力、

CBL 教 学 法 以 案 例 为 基 础 的 教 学 模 式 (Case-based

提高培养团队协作精神方面的效果均较传统教学模式的

Learning,CBL),在临床病例的基础上,以临床案例为讨论基

高,P＜0.05,统计结果有意义。提示实验组学生对TBL联合

础,学生是任务进行的主体,而教师的主要任务是给予学生

CBL的教学满意度更高。

一定的引导与协助,形成讨论式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充分

表3

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来完成对临床技术、诊断与治疗的探

TBL 结合 CBL 的教学评价表(n=40 份)
应用前

调查问题
提高理论
知识理解
提高临床
实践能力
提高临床
思维能力
培养团队
协作精神

索与学习,使学生建立起独立思考的习惯与能力是CBL教学

应用后

无

一般

较好

好

非常好

无 一般

4

12

18

4

2

1

6

10

15

5

4

5

15

10

6

2

12

16

8

P

的一项重要目标[8]。而TBL教学法注重团队协作精神,强调学
生的主动性,组内学生可以发挥各自的特长,取长补短,集体

较好

好

非常好

13

7

13

6

0.025

2

6

10

17

5

0.007

4

1

7

10

17

5

0.006

为牢固[9]。熊晶晶等[10]研究提示CBL教学方法应用于儿科学

2

0

8

11

13

8

0.016

临床实习带教工作当中,能整合临床知识、简明教学内容、

3 讨论

讨论,这样不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能够畅所欲言,
而且通过讨论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使其对知识点掌握更

避免某些带教误区、加强培养临床思维,可以切实提高儿科
学临床实习的教学效果。

儿科学是一门研究胎儿至青少年时期小儿发育、保健及

本研究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开展互动式教学,以传统

疾病防治的临床医学学科,临床实践教学是医学生巩固理论

教学模式与CBL联合TBL的教学模式进行研究比较。研究结果

知识,培养临床思维、提高临床技能的重要阶段。儿科学的

显示,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之后,结果显示两组学生培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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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前的理论知识、技能操作、竞赛抢答三个方面均无明显差
异,P＞0.05。继续进一步研究显示,经CBL联合TBL的教学方
法培训及应用的实验组在相同三个方面的成绩明显高于对
照组。培训前后的各40份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4项指标
(提高理论知识理解、提高临床实践能力、提高临床思维能
力、培养团队协作精神)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与李笑岩
[11]

等关于CBL-TBL教学法在医学概论教学中的研究结果一

致,CBL-TBL教学法有效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
临床思维能力,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本研究中实验组明显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CBL联合
TBL教学模式提示这教学方法既有助于学生掌握理论知识,
又可以增进留学生儿科学学习的积极性,提高综合临床素质,
并且通过小组讨论,加深了对知识点的认识,拓宽了知识面,
培养了临床思维能力,在相互的讨论交流中还掌握了协作与

[2]亢杨,季佳,张雪医,等.TBL 结合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儿科临床
见习中的应用[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6,37(29):3691-3692.
[3]凌春华.CBL教学法在内科学教学中的应用体会[J].中
国科技信息,2012,19):144.
[4]熊晶晶,钟庆华,魏来.PBL 和 CBL 教学法在儿科学临床
实习带教中应用的几点体会[J].科教导刊,2014,(8):170-171.
[5]刘斌,钰范,刘斌焰,等.TBL 在临床医学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36):50-52.
[6]李晓南,池霞,童美玲,等.儿童保健学教学中应用 TBL
模式的探索与意义[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0,(3):84-85.
[7]姜丹.TBL教学模式在儿科实习中的初步运用及评价
[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4,(3):101-102.
[8]林楠,孙若文,尚云晓,等.CBL 联合 RISE 教学法在儿科
学教学中的应用[J].卫生职业教育,2017,35(9):61-63.

沟通技巧。陈秋娟等[12]亦研究发现CBL-TBL教学法在仪器分

[9]袁小平,陈建宇,李勇,等.TBL教学法结合影像诊断思

析实验课程教学中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较多的医学教

维在医学影像学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

学研究中,CBL和TBL联合教学法在口腔正畸教学[13]、内分泌

育,2012,10(14):71-72.

学教学

[14]

、普外科急诊实习带教

[15]

、护理学基础实训教学

[16]

、病理学实验教学等[17]研究中的应用效果显著。随着医疗

技术的发展,儿科的重症及典型病例减少,同时家长对患儿
的保护意识增强,重视个人隐私,不配合临床教学工作的开
展,导致典型病例的大量缺乏,学生的临床操作机会减少,理
论与实践无法紧密结合的现实困境。本研究中,CBL联合TBL
使学生在较短的实习时间内达到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同时要
求临床带教老师根据儿科临床特点同时结合实习学生的具
体情况,制定临床带教计划,明确目的,在临床带教中将抽象
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用的临床思维及操作技能,将临床上先
进的理念融入其中,培养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综合能力,从而提高儿科临床带教质量。

[10]熊晶晶,钟庆华,魏来.PBL和CBL教学法在儿科学临床
实习带教中应用的几点体会[J].科教导刊,2014,(8):170-171.
[11]李笑岩,曲洪林,金昌洙,等.CBL-TBL 教学法在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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