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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13, our college has enrolled nursing students majoring in all-English teaching mode. The
clinical skills training of all-English teaching nursing students was carried out in staged mode, and
the internship day meeting was held every two months during the internship. The author participated in the seminar on returning to school day of all-English teaching nursing students in grade
2013 to 2015. Through a retrospective study, the author summarized a series of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clinical practice, and worked out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hoping to help
them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promote the internship more smoothl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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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院从2013年开始招收全英教学模式护理学专业学生，对全英班护生的临床技能培养采取分阶段培养模
式，实习期内每2个月进行1次实习返校日会议。笔者通过全程参与2013~2015级全英班护生实习返校日
座谈会，采取回顾性研究，总结出全英班护生在实习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拟定
相应对策，希望在今后护生的实习中互相学习，促进全英班护生实习过程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
全英班护理本科生，全英教学查房，临床能力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汕头大学医学院全英班护生的临床技能培养采取分阶段培养模式，即分 4 个阶段，第一阶段实行临
床导师负责制，进行为其 1 周的临床见习期，早期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培养人文素养和医者之
心；第二阶段采取早期接触临床，即学生利用暑期进行 2 周的预见习，预见习主要了解医院的规章制度，
临床护理常规操作项目等；第三阶段采取反复接触临床，即学生在暑期进行 2 周的深度预见习，预见习
主要是在熟悉临床护理常规操作的基础上，深入了解临床护理专科操作内容等；第四阶段，进行为期 42
周的实习，在实习期，成立临床实习导师组，配备一名专职班主任，其中包括在临床实习前 2 周的实习
强化训练，组织制定学生轮转科室计划，安排每周 1 次由科护士长或拥有丰富临床教学经验的带教老师
进行小讲课，实习期内每 2 个月进行 1 次实习返校日会议，实习期内每 1~2 个月组织一次全英教学查房
等，旨在全面贯彻学生的临床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综合素质。尽管我院护理学专业坚
持“精品教育”的指导思想，本着“加强基础、突出素质、注重能力、引导创新”的原则，建立以护理
专业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综合素质培养目标，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笔者通过全程参与
2013~2015 级全英班护生实习返校日座谈会，总结出全英班护生在实习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针
对这些问题，初步拟定相应的对策，希望能够在今后护生的实习中提高警惕，互相学习，促进全英班护
生实习过程的顺利展开。

2.护理全英班本科生临床实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临床带教能力不足
有研究表明，临床带教过程中存在着教学管理体制欠完善、护理教育培养目标不够明确、教师师资
薄弱、临床护理教学模式及方法更新不够、临床教学评价方式欠完善等问题[1]。通过观察我院护生的临
床实习过程，发现学生进入部分科室后，科室总带教将学生分配给其他具体带教老师，以保证一对一的
带教，但是在具体分配到每位护生的带教老师中，部分在护生的学习和指导上能力有所不足，针对临床
实习部分的指导较少，带教老师只能凭经验带教，忽视护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等评判性思
维能力的培养[2]；有些带教老师不主动进行带教，而是将护生当成临床劳动力在使用，造成护生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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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感降低；有些带教老师会要求学生做一些与实习无关的工作，例如联系出科病人，与企业合作，宣
传推广企业负责的临床科室产品，如伤口造口袋的推广；还有部分临床新入职护士或轮转护士不具备带
教老师资格，却要求护生承担部分护士工作，而影响护生本身的实习任务；部分带教老师会安排护生做
没有学习过的实习工作，一旦完成欠缺，会采取责骂的方式进行教导，给护生心灵上造成一定的损害。

2.2. 科室排班问题
我国医院护理排班主要是由护士长根据护理工作量及护理人员工作能力搭配排班，而护生是跟着带教
老师的排班进行实习任务。在排班上，存在部分护生只跟着同一位带教老师上夜班，而没有白班，而且科
室对护生的排班上会选择性的调班，导致护生没有正常休息时间。例如我院安排每周四进行带教老师组织
的临床小讲课，而部分科室存在每周三安排大夜班，周四上午交班后，下午接着进行临床小讲课的学习，
导致护生没有正常休息时间；我院实习手册上注明护生每周休息 1.5 天，而科室会安排学生上完大夜班后
当天休息一天，不仅不满足学生 1.5 天的休息安排，而且导致学生休息不足，从而影响工作的效率及质量，
也会影响护生的身心健康[3]。护生在部分科室会安排一些无实质性学习的班，例如安排护生进入产科门诊
陪检班，每周的实习内容仅仅是测血压和体重，且没有带教老师指导，或在急诊科一周的分诊班，护生觉
得收获较少；在产科实习中安排了 6 周时间，但并没有轮转产房、产前、产后区，而是让护生只待在一个
病区 6 周时间，学生反映学习的东西不完整，希望能够既轮转产房，也轮转产房外。

2.3. 临床医疗班、护理管理班存在的问题
在实习中，安排 1 周的临床医疗班和 3 天的护理管理班，护生反映护理与医疗沟通有所欠缺，安排
护生上临床医疗班时，医疗组并不知道会有护生跟着学习，因此基本上与护生全程无交流，此外跟着临
床医疗班往往是每天早上 8:00~9:00 进行医生查房，之后护生就没有任何安排，失去当天的学习目标；安
排的 3 天护理管理班，由于每次放在呼吸内科，科室就如何对护生进行护理管理部分的实习认知不足，
不清楚如何带教学生这部分的内容。

2.4. 全英教学查房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以护理实习生为主导的护理查房教学逐渐应用于护理教学中。我院要求护生进入每个科室
都需要进行教学查房，导致有部分科室如感染科只实习 1 周，手术室和急诊科实习 2 周，在护生进入科
室后，还没有开始学习，便需要准备教学查房的资料、文献查阅、制作 PPT 等，由于是全英教学查房，
护生压力相对较大。也存在部分科室与实习生沟通不佳，临时通知护生进行全英教学查房，导致学生准
备不足。在评价全英教学查房效果上，主要以护生英文汇报的效果、教学查房的次数为指标，对于床旁
示教和讨论深度部分的评价较少。缺乏对全英教学查房的整体评价体系。

2.5. 临床小讲课中存在的问题
小讲课能够提高护生的学习主动性，激发护生的求知欲，同时可以锻炼护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
能力，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4]。我院在小讲课的选题上，针对不同批次的护生进入同一临床科室实
习时，往往由带教老师直接提供小讲课题目，重复率非常高，缺乏整体的观念和创新，导致护生个人觉
得不够个体化教学，加之我校采取的是全英小讲课的形式，因此在选取带教老师时，对英语能力有一定
的要求，这个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选题的范围，加大了学生完成小讲课的难度。

2.6. 与卫校学生合作问题
部分科室要求我院全英班护生与卫校学生共同根据教学查房主题完成任务，在教学查房中需要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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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科学前沿等内容，而卫校学生在科研与英文能力培养上与本科生的要求都不同，导致实际完
成工作的还是全英班护生，增加了护生的负担和完成中的时间成本。因此护生提议能否分开进行临床教
学查房或实习生小讲课活动。

3. 对策
3.1. 带教老师的管理
临床实习是护生由学生角色向护士角色转换的过渡阶段，是学校教育深化和延续。目前，护生实习
培训方式主要以临床带教为主。随着临床护理管理模式的改革及护理教育的发展，对临床护理带教提出
了新的要求，带教老师需要围绕护理全英班本科生培养目标，落实护理实习大纲安排，从而满足护生的
实习需求，提高临床教学质量。我院拟与附属医院护理部、科教科进一步沟通，组建临床护理带教老师
培训小组[5]，小组成员包括护理部教学主任 1 名、科护士长 5 名以及科教科科长 1 名。规范护理全英班
本科生临床带教老师的遴选工作，从带教老师的资质、综合素质、理论知识、专业技术、带教水平、沟
通能力、基本外语沟通能力等方面进行严格考核于认真筛选，规范临床教师教学管理，提高临床带教师
资队伍素质，构建临床带教老师管理与培训体系。

3.2.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针对部分带教老师的态度问题，积极提升带教老师的心理能力，在带教的过程中融入心理护理技能，
及时准确地发现护生的心理问题，并能够及时发现和正确处理护生的心理问题。作为带教老师不能够以
批评的方式带教学生，应该充分理解护生的立场，采取倾听技巧，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采用自行设计
的《护理带教老师满意度调查表》[5]，定期对护生发放，从而了解目前带教老师的满意度。定期举行带
教老师与护生的座谈会，了解护生对于带教老师带教过程中的看法以及需求，做好护生的心理建设。

3.3. 合理安排科室排班
国外研究表明，护生更倾向于一个更具个性化、个体化更强的实习环境，护理排班对护士身心有一
定的影响，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6] [7] [8]。科学合理的排班，不仅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实习环境，也
能够减轻护生的心理压力，提高其实习满意度。科室排班上应充分考虑实习大纲的要求，根据实习生实
习的教学工作安排，有弹性的进行排班。优化护理排班，提高护士长的管理水平，避免出现排班过程中
的种种问题。护理管理者应重视护生的排班问题，除保证护生的合理休息时间外，还应该尽量满足护生
的需求，针对每周四小讲课与大夜班时间冲突问题，应予以调整；针对一些排班一周收获不大问题，可
调整为 1~2 天班；针对产科排班问题，应安排产前产后都需要轮转；在安排临床医疗班的时候，应提前
与医疗组沟通，保证医疗组熟悉带教护生的任务；在护理管理班上，选择具备护理管理教学与实践经验
的管理人员，充分了解《护理管理学》的教学大纲要求，给予学生因地制宜的带教指导，例如护生提出
儿科护士长管理与带教能力更符合护理管理带教老师的要求。

3.4. 完善全英教学查房流程
在传统护理查房教学模式中，主要由带教老师或教学秘书作为主导，护理实习生相对被动，往往会
导致护理实习教学效果欠佳[9]。针对目前教学查房中存在的问题，应结合实际实习计划要求，如实习 1~2
周的科室可暂时不安排全英教学查房，而 4 周及以上的实习科室安排一次全英教学查房，这样不仅可以
保障全英教学查房的效果，也能够提高护生的实习积极性。此外，应明确全英教学查房的目的、规范形
式、构建评价指标，如教学查房的题目应尽量以临床遇到的护理问题为主，辅以来自医院的护理科研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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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展开；规范教学形式，我院临床全英教学查房由我院外籍教师牵头组织，形成护理部-科室护士长-科室
总带教-科室带教-实习生的完整体系。循证护理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得出理论，再通过实践的方
法探索出更优质的护理举措。因此在教学查房中，应积极融入循证护理特色，充分查阅国内外研究现状、
进展等角度进行充分的讨论。在评价体系中，应着重完善教学查房评价标准，制定适合全英班护生教学
查房的评价标准，从学生收集资料的完整度、英文 PPT 的汇报深度、讨论和反馈效果、护理诊断和措施
制定、最新进展的文献报告、床旁护患沟通技巧、床旁查体动作规范化等方面综合考察护生的教学查房
效果，同时也采取三级评价标准，即查房者自我评价、科室护士长或带教老师评价、护理部总带教评价。

3.5. 护生分层培养计划
本科护士生是未来护理管理的骨干，是护理事业向高水平发展的希望。对于不同学历护生应采取个
体化的带教模式，如对大专护生带教老师的要求为本科学历为主，侧重经验相对丰富的，对老师指导则
希望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但侧重技能操作，对理论知识需求较少，而对本科生带教泽要求学历集中在本
科及本科以上学历，多选择有一定的工作年限，一对一的教学模式，能够既丰富理论知识，也注重理论
知识与临床实践的结合，出科考试更加侧重专科知识讲课，而不仅仅是机械地完成实习任务[10]。我院采
取全英教学模式，对本科生的培养要求更加注重英文能力，同时也更加注重科研能力的培养，我院对全
英班护生的护理科研采取的是理论讲授与课题实施相结合的模式，即邀请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两位
护理科研专家为学生以理论的形式护理科研，之后护生需在临床实习期内完成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
文答辩等流程，才能够最终完成护理科研课程。因此能够对本科护生采取有针对性的带教安排，在安排
小讲课合作问题上，应对本科生、专科生的培养应个体化，分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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