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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式结合临床路径教学模式在肿瘤教学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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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式结合临床路径教学模式在肿瘤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以 2015 年 12 月 -2017 年 11
月于我院肿瘤科实习的临床本科实习生 88 例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研究组（n=44）和对照组（n=44）。对照组接
受传统教学方式进行学习，研究组接受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式结合临床路径教学模式进行学习。带教结束后对两组实习生各
实践
项考核成绩、
实习生对教学方式过程中各项问题的认可度以及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情况进行分析。结果：研究组理论考试、
操作、病例分析与总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实习生对问题 1- 问题 7 的认可人数占比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实习生对教学方式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以问题为基础
的教学方式结合临床路径教学模式应用于肿瘤教学中效果明显，可显著提高实习生各项考核成绩，增加其对教学方式的认可度
以及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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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roblem Based Teach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Clinical
Pathway Teaching Mode in Oncology Teaching*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roblem based teach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clinical pathway teaching
mode in oncology teaching.

88 clinical undergraduate interns who were practiced at department of oncology in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5 to November 2017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n=44) and control
group (n=44)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accept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study
group were accepted the problem based approach combined with the clinical pathway teaching mode. After the teaching,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interns, the recognition degree on the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intern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actual operation, case analysis and total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proportion of interns who were recognised on problem 1- problem 7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application of problem based teach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clinical

pathway teaching mode in oncology teaching is effective.I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interns and increase their
recognition and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methods.
Tumor; Clinical pathway; Teaching model; Satisfaction; Approval degree; Application

新技术、新设备以及新药物的日益发展，使得肿瘤的诊疗技术

前言

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作为一名优秀的肿瘤医生需对肿瘤的发

近年来肿瘤疾病的发病率逐渐上升，且病死率居高不下，

生、发展、转移、临床表现特征、诊断以及治疗等均有一定程度

医院对肿瘤专科医生数量的需求日益增加，从而使得肿瘤专科

的了解[3]。因此，
肿瘤学教学方式也需要不停地摸索与改进。以

医生的专业水平以及培训要求也逐渐升高，肿瘤学教学亦受到

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式主要是以案例作为基础，以问题作为引

[1，
2]

国内外专家与学者的重视

。同时随着医学科学的快速进展，

导，提倡在提出问题后讲解内容的一种教学体系[4，5]。而临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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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主要是指针对某一种疾病而制定的一个有时间要求的诊疗
计划，目的在于降低资源浪费，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6，
7]

。本研究通

期处理方案以及对术前遇到的问题展开讨论。（5）由我院肿瘤
科权威教授主持术前讨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选 1 名根据带教

过探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式结合临床路径教学模式在肿

老师预留的问题进行轮流回答，其他组员则进行适当的补充，

瘤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旨在为临床肿瘤教学提供一种参考方

并针对不同观点展开讨论，随后结合具体病例情况与临床路径
指导方向予以合理的展开。然后由带教老师按照讨论情况以及

案。现作以下报道。

预留问题进行相关总结，重点讲解存在异议或疑问的内容，并

1 资料与方法

介绍全球范围内的最新研究进展。最后由权威专家予以补充和

1.1 一般资料

点评。（6）要求实习生协助带教老师完成手术，进行摆放体位、

以 2015 年 12 月 -2017 年 11 月于我院肿瘤科实习的临床

标记切口以及消毒铺巾等术前准备的实践。术中由带教老师按

本科实习生 88 例为研究对象，所有实习生均已接受系统性肿

照解剖与病变的特点对实习生进行提问以及讲解，术后实习生

瘤学理论学习，且对肺癌、胃癌、结肠癌、肝癌以及白血病等常

在带教老师带领与指导下进行查房，完成换药、拔除引流装置

见肿瘤均有一定的认知。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研究组

以及拆线等操作。两组教学周期均为 2 周。

（n=44）和对照组（n=44）。其中研究组男 25 例，女 19 例，年龄

1.3 观察指标

22-29 岁，平均（25.32± 2.19）岁；在校理论成绩 70-92 分，平均

比较两组实习生各项考核成绩、实习生对教学方式过程中

（82.31± 6.23）分。对照组男 26 例，女 18 例，年龄 21-27 岁，平

各项问题的认可度以及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情况。考核成绩包

均（24.29 ± 2.20）岁 ；在 校 理 论 成 绩 71-94 分 ，平 均（83.27 ±

括理论考试 40 分、实践操作 30 分以及病例分析 30 分，总分

6.20）分。两组性别、年龄及在校理论成绩等资料比较，差异无

100 分，由 3 名副教授进行评分，以平均分作为各项考核成绩

统计学意义（P>0.05），
说明组间存在可比性。

的总成绩[8]。教学方式过程中各项问题主要包括问题 1：
该教学

1.2 研究方法

方式是否可激发学习兴趣；问题 2：是否可提高自学能力；问题

对照组接受传统教学方式进行学习，主要是根据教学大纲

3：是否可提高学习主动性与独立性；问题 4：是否可巩固对理

要求由带教老师进行常规讲解与提问，实习生进行记忆与回

论知识的理解，问题 5：是否有助于对知识的长期记忆；问题 6：

答，并通过观看相关临床视频、带教老师示范等方式帮助实习

是否可提高临床技能；问题 7：是否可提高思维能力与临床综

生熟识各项临床技能。同时要求实习生跟随带教老师查房、处

合能力，各有是与否 2 个选项[9]。满意度采用自制的满意度调查

理医嘱、书写病历以及作为助手参与各项实践操作，以掌握临

量表进行判定，总分 100 分，其中满意 81-100 分、一般 61-80

床工作的相关知识。研究组接受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式结合

满意度 = 满意人数 / 总人数× 100%。
分、不满意 0-60 分，

临床路径教学模式进行学习，具体方式如下：
（1）首先参照教学

1.4 统计学方法

大纲与计划制定以问题为基础的相关教案，并由带教老师向实

本研究数据均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检测分析，采用（x依

习生提供相关文本进行预习。（2）由带教老师根据肿瘤的发病

s）表示计量资料，实施 t 检验，采用[n(%)]表示计数资料，实施

特点、临床表现、
诊断方式、治疗手段以及预后效果等进行渐进

x2 检验，P<0.05 表明两组数据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要求实习生尽快了解肿瘤疾病的临床路径流程，
式的提问。
随后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病史查问、临床检查、体验实际
诊治过程，课下复习教科书并在数据库上查找相关论著、综述
以及外文综述进行学习。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学会提出问题，
并做好讨论的准备。（4）严格根据临床路径流程进入临床医师

2 结果
2.1 两组教学质量情况对比
研究组理论考试、实践操作、病例分析与总成绩均高于对
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状态，并进行术前检查、术前准备、查看化验结果、制定围手术
表 1 两组各项考核成绩对比（分，x依s）
Table 1 Comparison of examination results of two groups(scores, x依s)
Groups

n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Practical operation

Case analysis

Total scores

Study group

44

35.17± 2.94

27.11± 1.28

27.42± 2.66

89.15± 3.25

Control group

44

24.80± 4.48

21.05± 3.11

16.62± 4.19

65.12± 6.47

t

-

12.837

11.952

14.435

17.686

P

-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实习生对各项问题认可度的调查结果对比
研究组实习生对问题 1- 问题 7 的认可人数占比均高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实习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情况对比
研究组实习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逐
渐改变，肿瘤疾病的发病率以及病死率正呈逐年升高趋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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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实习生对各项问题认可度的调查结果对比【例（%）】
Table 2 Comparison of recognition on problems of interns in two groups [n(%)]
Groups

n

Study group

44

Control

44

group

Result

Question 1

Question 2

Question 3

Question 4

Question 5

Question 6

Question 7

Recognised

44(100.00)*

43(97.73)*

44(100.00)*

42(95.45)*

41(93.18)*

44(100.00)*

43(97.73)*

Not recognised

0(0.00)

1(2.27)

0(0.00)

2(4.55)

3(6.82)

0(0.00)

1(2.27)

Recognised

37(84.09)

36(81.82)

38(86.36)

34(77.27)

32(72.73)

36(81.82)

37(84.09)

Not recognised

7(15.91)

8(18.18)

6(13.64)

10(22.73)

12(27.27)

8(18.18)

7(15.91)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0.05.
表 3 两组实习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情况对比【例（%）】
Table 3 Comparison of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methods of interns in two groups [n(%)]
Groups

n

Satisfaction

Normal

Unsatisfy

Study group

44

38（86.36）

4（9.09）

2（4.55）

Control group

44

29（65.91）

9（20.45）

6（13.64）

x2

-

5.066

2.256

2.200

P

-

0.024

0.133

0.138

成为目前我国居民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亦是迄今为止亟待解决
[10，
11]

培养实习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实践能力，因而容易得

。因此，如何有效加强我国肿瘤防治研究具

到实习生的认可[25-27]。另外，研究组实习生对教学方式满意度高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临床肿瘤学主要是指专门研究人类肿瘤临

于对照组 （P<0.05）。该教学方式将两种教学方式进行有机结

的公共健康问题

[12]

床规律、诊断鉴别、治疗、预后的一门学科 。肿瘤内科学作为

合，可达到互补促进的作用，有利于调动实习生的学习积极性，

临床肿瘤学的重要组成之一，在具备一般内科学共性的同时，

培养实习生自学能力，从而在实践过程中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

临
又在诊断手段与治疗技术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13-15]。因此，

[28-30]

床肿瘤教学过程中采用新型的教学方式尤为重要。临床路径

并综合应用于临床教学中存在一定的争议，其与传统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与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式是国际上较为新颖的临

相比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主要包括相关教学经验的师资力量

床教学模式。临床路径教学模式是一种以循证医学和最新指

以问题为基础
不足、
相应教材短缺以及教学资源匮乏等。因此，

南为依据的单病种质量管理办法，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得

的教学方式结合临床路径教学模式在肿瘤学教学中的应用尚

到普遍应用，其建立了标准化、程序化疾病诊治模式，让实习

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生学会掌握并运用循证医学知识解决临床问题有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

[16-18]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式能够更好地锻炼实习生

的临床思维和技术操作等综合能力，并且操作规范、思路清

。然而，
目前国内外关于是否将上述两种教学模式进行结合

综上所述，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式结合临床路径教学模
式可显著提高肿瘤教学效果，提高实习生各项考核成绩，实习
生的认可度以及满意度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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