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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ility cultivation of clinical thinking, is the core of quality education and the key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for medical students.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200 medical interns in our school to analyz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ltiv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aspects of medical teaching,
this paper proposes five counter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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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临床思维能力培养是医学生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的关键。本文通过对我校200名医
学专业实习生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医学教学的具体环节，提
出五种加强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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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是指临床医学生在临床实习过程中，通过采集病例相关信息，结合自己所学的
基础理论知识，全面分析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逻辑推理，是包括分析、比较、逻辑等思维能力的综合
[1]。医学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将学生培养成能够独立从事临床工作的医师或护士，其中临床思维培养尤为
重要，医学大家吴咸中也曾指出“医生成才需要学习辩证法，注意研究临床思维”。本研究以我校五所
附属医院医学实习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临床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结
合医学教育的具体环节，从教学思维模式转变，循证医学思维训练，理论和实践教学关联，智能模拟平
台应用和提高学生主观能动性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2. 研究方法
以我校附属医院五年制本科医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了解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存在的
不足，调查对象主要为我校附属医院医学实习生，包括临床医学、麻醉学、影像学、口腔医学四个专业，
通过带教老师、在校研究生发放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医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情况、问
诊、评估、诊断与拟定医学治疗方案能力。
分发调查问卷 200 份，
回收问卷 192 份，
问卷回收率 96.0%；
其中有效问卷 189 份，
有效问卷占 98.4%。
其中临床医学 124 人，麻醉学 21 人，影像学 32 人，口腔医学 23 人；男生 106 人，女生 94 人，年龄在
22~24，平均 22.5 ± 0.4 岁；见表 1。

3. 结果
如图 1 所示，有 132 名医学生在进入临床科室实习前会提前预习相关临床知识，但多数学生对所学
知识理解不够深入，我们推测这是导致临床思维能力缺乏的主要原因。对病人体格检查调查发现，有 125
名学生感到有困难，对听诊、叩诊等检查内容不能胜任；对病例分析调查发现，有 151 名学生出现问题，
可能原因是医学生病史询问不详细，体征观察不仔细，过度依赖辅助检查；对拟定临床治疗方案调查发
现，有 158 名学生对治疗要点总结不全面，存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现象，主要原因是临床思维能
力不强、思维广度不够，综合分析能力差。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本文认为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存在
思维被动性、片面性、表面性、依赖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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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osition of the survey subjects
表 1. 调查对象构成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临床医学

124

62.0%

麻醉学

21

10.5%

影像学

32

16.0%

口腔医学

23

11.5%

男

106

53.0%

女

94

47.0%

200

100%

专业

性别
合计

Figure 1. Problems analysis in the 189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图 1. 189 份有效调查问卷中医学生存在问题分析

4. 讨论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薄弱主要源于临床实践机会不多，辩证思维、主动思维和
知识运用能力较弱，系统整体观较弱等。临床思维的培养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需要经历实践、认识，
再实践、再认识。传统的医学生临床实践面临困难，患者及家属怀疑实习生能力，不配合见习教学，导
致医学生难有完整的实践机会，更难以获得临床反复训练的机会[2]。本文认为在暂时无法有效改变临床
实践教学困境的情况下，医学院校要深化教学改革、转变教学观念，着力抓好医学教育的各个环节，为
学生提供充分的临床思维培养平台和机会，这样才能达到加强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的目的。

4.1. 转变传统教学思维和模式，激发医学生思维活力
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激发学生的临床思维积极
性。课程设计要有针对性，授课设置问题要合理，问题设计要有层次、条理，从多方面、多角度展开，
以便于激发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和临床思考，提高医学生对临床实习的兴趣和热情，促进他们主动去寻
求解决临床问题的办法，从而加强临床思维能力的锻炼，逐步达到提高临床思维能力的目的。

4.2. 以循证医学指导临床思维训练，树立医学生整体观
循证医学是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临床医学模式，核心思想是依靠证据进行决策[3]，
其实质是促进临床医生多角度思考，从获取的多种临床证据来诊治患者，使临床治疗决策科学化，从而
达到最佳治疗效果和提高生存质量的目的。医学教学不能单纯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技能，通过
引入循证医学教学，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面对病例分析、诊疗方案时，改变医学生机械运用知识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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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整体治疗观念。通过带教老师的指导，促进医学生积极参与提出问题、寻求证据，和通过检索医学
文献来寻求证据，学会根据病因、诊断、预后、治疗等信息分析和解决问题，最后进行疗效评估，预后
评价等。

4.3. 将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紧密关联，提高临床思维水平
在开展医学教学时需要注重理论教学和临床实践教学的关联性，结合教学和实践培养学生的临床思
维能力。在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做好疑难(危重、死亡)病例讨论、教学查房工作，规范开展病例讨论，给
学生提供丰富的医学相关知识和临床经验。让学生充分熟悉患者病史、体征、检查、诊断及治疗情况，
同时需要指导学生查阅文献，有效鉴别权威文献资料，并能从中提取和利用有效信息等。教师应有意识
的观察学生临床实习过程，了解学生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并通过鼓励学生多思考、发表见解等，了解
学生在学习或临床实践中易存在的问题和困惑，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和纠正，促使医学生更好地将理
论知识运用到临床实践中，从而提高医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和临床思维水平。

4.4. 运用智能模拟教学方法，培养医学生临床实践能力
智能模拟教学平台通过高度模拟接近临床真实工作的环境，创造一种交互式场景，使医学生感同身
受，让学生可以多次重复实践，能够改变传统医学教育模式；它通过借助多媒体技术，根据真实病例设
计出多情景和多类型的病例场景，可以适应各系统和多病种的临床见习教学[2]。智能模拟教学平台能够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对模拟真实病例的反复实践，使医学生深入病情研究、主动学习，它能改变
医学生只注重考试分数和轻视临床实习的现状，解决医学理论知识学习和临床实践彼此脱节的问题。因
此，智能模拟教学平台的应用，有利于缓解医学生初到临床诊治患者时的恐慌无措，有利于学生适应临
床实习，有利于增强实习自信心，从而有利于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智能模拟教学以“理
论学习—智能模拟—实践应用—反馈学习”的教学模式，逐步培养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

4.5. 提高医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减少对辅助检查的过度依赖
教师要在临床诊疗中注重培养学生求证求实的意识，全面地对待临床资料，避免过度对先进仪器设
备检查结果的依赖，而忽视了主观能动性在提升临床思维上的发挥[1]。在临床实习过程中，要引导学生
与患者进行充分交流，注意培养交流沟通技巧；与患者沟通时，医学生既要展现出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熟练的操作技能，又要有敏捷的思维能力，要善于分析鉴别患者陈诉，并及时抓住重点，而不能盲目让
患者做高昂或精细的分析检查，并过分依赖这些检测结果。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带教教师要及时纠正学
生对辅助检查过度依赖的现象，强调临床思维的重要性，注意培养医学生对详细病史、全面地体格检查
等基础信息分析整合能力，提高医学生对疾病的准确诊断能力，从而培养其临床思维的广度和深度，避
免盲从于先进设备检查的结果，而导致医学生忽视基础性信息，犯舍本逐末的错误。

5. 结束语
本文以问卷法对医学生临床教育和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从教学思维模
式转变，循证医学思维训练，理论和实践教学关联，智能模拟平台应用和发挥学习主观能动性五个方面
提出了可能提高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对策，对医学生培养和当前医学教育改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然
而，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系统的过程，需要长期的积累，也是临床医学教育研究的重要方
向。通过教育改革和教育方法的改进来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只是外部的辅助教学手段。关键在于，
如何培养才能让医学生既能掌握扎实的医学理论知识，又能善于将理论与临床实践相互融合，并勤于思
考和不断总结，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提高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培养出适合社会需求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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