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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Wechat mobile learning platform combined with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l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general surgery. Methods: Medical student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in Qinghai University of Medical College were selected for research and
analysi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eaching model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used as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ased on the mobile learning platform of Wechat and assist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examination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the scores of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examina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student teaching model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mobile learning
platform of Wechat combined with the multiple teaching models such as CBL, PLL and EBM has
achieved good teaching effect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general surgery,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popularizing and applying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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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微信移动学习平台结合多元化教学模式在普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青海大学
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医学生进行研究分析，根据不同教学模式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为传统
教学模式，观察组为微信移动学习平台结合多元化教学模式并辅助传统教学模式。结果：实验组理论知
识考核成绩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实践操作考核成绩也有明显提高，差异有显著
性(P < 0.05)。学生教学模式满意度方面，实验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显著性(P < 0.05)。
结论：微信移动学习平台结合CBL、PBL、EBM等多元化教学模式在普外科临床教学中获得良好的教学
效果，值得在临床实习教学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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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普通外科在临床医学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临床教学中一项必不可
少的学科。普通外科学涉及内容繁杂，大量内容需要记忆，对基础理论知识、实践技能等均具有较高的
要求。临床实习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枢纽，通过临床实习，巩固所学基础理论与技能，基本掌握常见
疾病的诊疗常规，并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独立思考、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
适应角色过渡，从医学生向临床专业医务人员过渡。
目前临床科室实习教学一般所应用的多为传统临床教学模式，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综
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临床实习教学模式已远远不能满足于现在学生思维活跃、对知识需求多样
化的要求。目前教学水平不断提升，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式层出不穷，不同教学方式开始应用于临床
教学中，随着近十余年来社会经济、科技等不断发展，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设备广
泛使用，智能移动平台随之出现，并伴随出现了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 M-learning)平台[1]。
微信，当下应用极为广泛的一款聊天通信软件，通过微信与好友进行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包括表
情)和文字传送、支持多人群聊、视频聊天、实时对讲机等功能，适合大部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支持
iOS、Android、Windows Phone、Symbian 和 Blackberry 等移动操作系统。具有更新快、回复快、零资费、
跨平台、移动即时通信等特点。
为增加实习生的主观能动性，更好地提高教学效果，我科开始将微信这一移动平台应用与以案例为基
础的学习(case-based learning, CBL)、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和循证医学模式
(Evidence-based Medicine Training Mode, EBM)相结合，构建组成微信支持下的多元化教学模式，以我普通
外科轮转实习生为例，分析多元化教学模式联合微信平台进行临床教学的应用价值，现将结果做如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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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将我科在 2017 年 3 月~2017 年 8 月期间的 24 名轮转实习生，设为对照组，在 2017 年 9 月~2018 年
3 月期间的 23 名轮转实习生，设为观察组。对照组中男 11 名，女 13 名。观察组中男 9 名，女 14 名。
两组实习生均为 5 年制本科实习生，所有人实习时间均为 3 周。两组实习生在平均年龄、性别构成及学
历方面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P > 0.05。

2.2. 方法
对照组实施传统教学模式，首先由带教老师准备 PPT 进行授课，
为实习生讲解普外科学的理论知识，
理论知识讲解过后再带领实习生进行查房，指导实习生为病人进行体格检查，询问病史资料，并对其病
例进行总结，然后书写病历，提出相关诊断，并完善相关检查，确认诊疗方案等教学方式。
观察组实施多元化教学模式联合微信平台相结合并辅助传统教学模式，建立微信公众平台，学生通
过扫描二维码快速加入微信群或分享推荐进入，首先由科室各带教教师前期讲授与我科相关疾病的临床
流行病学知识、医学文献检索、文献评价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等 EBM 基础知识，发送适合实习生受众阅读
的医学文献等丰富鲜活的教学资源，由学生分组预习、查找文献自主学习与授课内容相关知识，其次将
肝、胆、腹壁疝等常见疾病的分类、症状、手术适应征、术前准备、手术方法等知识制作成图片、微课、
视频片段形式推送至微信平台，实习生自由学习；再由带教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自身充当标准化病人提
出问题、设置典型病例、设立问题情境，提出疾病病理生理、临床表现、诊断、治疗等多个学科知识及
相关知识问题延伸，向微信平台学生发布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回答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进行所
提问题讲解、分析、考评。

2.3. 评价方法
1) 理论知识考核：实习结束时发卷考核。2) 实践技能考核：包括文献检索(30%)、病例分析(40%)
及外科技能常规操作(30%)三方面。其中文献检索包括中文数据库检索和英文数据库检索；病例分析包括
普外科常见疾病的问诊、体格检查及病历书写；普外科常规操作包括换药(拆线)术、消毒铺巾、缝合打结
等。考核学生分析、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3) 所有学生完成教学模式满意度测评调查问卷，根据调查结果
进行分析。

2.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考核分数以均数±标准差(x ± s)表示，两组比较采用 t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表 1 显示，两组学生出科考核时，实验组理论知识考核成绩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与对照组相比，
实验组实践操作考核成绩也有明显提高，差异有显著性(P < 0.05)。学生教学模式满意度方面，实验组满
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显著性(P < 0.05)。

4. 讨论
临床实习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枢纽，通过临床实习，巩固所学基础理论与技能，基本掌握常见疾
病的诊疗常规，并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独立思考、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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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clinical skills result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临床技能成绩比较
临床技能成绩
组别

理论成绩

总分

教学模式满意度
文献检索

病例分析

技能考核

对照组

79.03 ± 4.15

76.68 ± 9.18

21.84 ± 2.92

29.77 ± 4.28

23.13 ± 2.38

64.52%

实验组

80.22 ± 13.40

84.52 ± 8.19

26.45 ± 2.34

34.03 ± 3.6

30.41 ± 6.11

87.1%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应角色过渡，从医学生向临床专业医务人员过渡。
传统临床教学模式中，以带教老师为中心，学生处于支配地位；教师主要依靠语言、数据、文字来
表示和传递信息，普遍存在理论内容枯燥，教学方式单一，时间限制极大，学生接受学习往往是消极的、
被动的，多为“填鸭式”的临床教学，不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传统带教教学的效果差。其次在
临床轮转实习过程中，带教老师依靠自己的丰富临床经验，可以在临床诊疗活动中有示范作用，但学生
缺乏临床实践，不同学生接受、理解能力不同，部分学生难以充分理解消化，导致授课内容缺乏个体化、
互动化、系统化，往往出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现象。
CBL 教学模式是目前各教学医院临床科室常用临床教学手段，以病例为先导，以学生为主体，以教
师为主导，选取临床诊疗过程中典型病例作为案例，使学生将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和临床诊疗应用结合，
认识和理解疾病的诊治，处理临床教学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2] [3]。PBL 教学模式最早由美国的神经病学
教授 Barrows 在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McMaster)创立，是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合作来解决问题，培养自主
学习和终生学习能力的教学模式[4]。在教师的指导下，以问题为基础，分小组讨论形式，围绕相关问题
或具体病例等问题进行研究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5]。EBM 是
21 世纪初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型交叉型科学，是一种全新的医学教育模式。著名流行病学家 David
Sackett 对其定义如下：EBM 是指将当前所获得的最好研究证据经过慎重评估后科学、准确地应用于临床
实践[6]。国内各大院校现几乎均开设 EBM 课程，将 EBM 应用于临床带教主要基于改变学生从被动灌输
知识转变为主动学习知识，提高自学能力，锻炼学生文献检索、收集资料、归纳总结等能力，培养学生
发现问题、独立分析问题、讨论并解决问题的批判性临床思维。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移动平台广泛使用，使得具有更新快、回复快、零资费、跨平台、移动
即时通信为特点的微信应用软件大量应用，通过微信的信息传播与交流变得更加简易化，现实化，新鲜
化，紧密化。使用微信结合 CBL、PBL、EBM 等多元化教学模式组成新的交互式虚拟教学平台，使医学
教学活动突破了时空限制，既可以进行个别化教学，又可以进行合作型教学，还可以实时、延时、一对
一、多对一、多对多相互交流。
微信移动学习平台基础上的 CBL、PBL、EBM 联合教学是新型的基于移动学习平台的多元化教学模
式，利用新媒体环境下微信平台的功能，联合发挥其优势主力，PBL 以问题为核心、注重对理论知识的
培养，CBL 以案例的形式体现、重视培养学生自主分析、决策能力[7]，共同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并
且寓理论于实例当中，通过选择典型病例提出问题，学生通过 EBM 自主收集资料预先讨论，让实习生和
带教老师可以进行更好的互动、探讨和学习，且不受地点和时间的限制，摆脱了临床带教教师需应对繁
忙的临床诊疗工作、科研工作等时间紧缺，实习生所面临严峻地就业形式、考研压力及实习科室基础临
床工作等问题，本教学方法的使用有效地弥补了单一教学方法在临床应用的缺陷，利用零散的时间组织
多种形式的线上学习和讨论，达到多种教学模式的融合，使临床教学更加直观化，使学生知识掌握更牢
固，提高实践能力，加强自我学习能力，开拓临床思维，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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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在本次结果中观察组的理论考核、临床技能考核分数、学生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说明基于移动学
习平台结合多元化教学模式在普外科临床教学中，能够明显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增强了学习主动性，
很好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形成以学生为主体、以案例为引导、以问题为根本的综合教学
方法，在医学生的临床思维和临床决策能力的培养上具有独特优势，有利于全面培养和提高医学生的学
习能力和综合素质。

5. 结论
综上所述，基于微信移动学习平台结合 CBL、PBL、EBM 等多元化教学模式在普外科临床教学中获
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值得在临床实习教学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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