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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八年制医学实验班的设立对医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由此产生了医学基础课程教学

模式的变革，孕育了多种教学方法。然而，由于临床实践教学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强，因此，需要付出更多

的探索才能培育出更为合适的教学方法。外科学实践教学是临床医学实践教学中的重要环节，目前八年制

的外科学实践教学多为传统教学法，已不适宜培养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的要求。改革外科学实践教学模式，

基于网络交流平台构建改良的 iFAIR 教学法，应用于八年制外科学实践教学，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扎实的外科学基本操作技能，提高学生对外科学的学习兴趣，指导后续

亚专业的学习以及科研的开展。探索实施该教学法，有利于规范外科学实践教学，构建示范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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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8-years medical program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for med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program, the placements for the curriculums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 have promoted a 
big progress. However, the courses for clinical education are much more practical, which should need much more 
attention to produce some suitable placements. Surgical training course is a vital one during the clinical medical 
education. The placement used in surgical training course for 8-years program is still traditional, which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requirements of 8-years medic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we set up an 
iFAIR-based online placement and performed it in the surgical training course for 8-years program. Under this 
improved learning environment, it motivated students to gain high-quality surgical skills. It was helpful to 
arousing the enthusiasm of learning and their future careers. Performing this iFAIR-based placement is propitious 
to standard surgical training course and set up demonstrated 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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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八年制医学教育在全国各知名院校的开

展，医学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变革，更对

医学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已适应培养医学

精英的目标[1]。我校自 2007 年设立候宗濂医学实

验班（即八年制教学）以来，针对该班进行了多项

教学改革，集中优质教学资源，对学生进行了良好

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培养，在医学教

学中引入了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法（Problem-based 
Learning，简称 PBL），建立了“系统整合课程”

(System-based Integrative Curriculum)，培养了学生

较宽厚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基础以及扎

实的医学理论知识基础，为临床知识的学习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2]。 
然而临床医学旨在培养具有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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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来医生，实践教学在临床医学教学中具有重要

地位，目前的实践教学往往重视知识的传授，临床

技能评价依靠临床病历的书写，而忽视培养医学生

的临床能力、沟通能力、发展潜力等综合素质的培

养[3]。因此，对实践教学进行改革已适应精英医学

教育的培养已迫在眉睫，并且需要比基础医学教育

付出更多的努力与探索。 
外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学科，实践

教学是外科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培养医学

生的临床综合分析判断能力、应变能力以及基本操

作技能。传统的外科学实践教学是以手术为基础的

实验课程，主要以实验报告的形式进行考核，没有

具体的分析和讨论，并且不能针对学生的学习和操

作能力进行个体化教学[4]。此外，指导教师的水平

以及态度对教学效果的影响较大，个别教师缺乏带

教意识，因此，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受到一定限制，

传统实践教学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八年制医学教育的

教学要求及目标。Harden 等[5]于 2012 年介绍了一

种新型的教学方法，即 FAIR (为 Feedback, Activity, 
Individualization, Relevance 的首字母简写)教学法，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应用该教学方法进行实践教学，

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该教学法采用反馈

（Feedback）、实践（Activity）、个体化指导

（Individualization）、与课程目标关联（Relevance）
等方法，逐步培养医学生的临床能力、沟通能力、

发展潜力等综合素质，该教学法适合小班式教学，

与目前国内开展的八年制教学培养目标一致。 
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逐渐成为年轻人中不可

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而手机 APP 或微信公众号的出

现，极大的改变了传统的知识获取途径，每天利用

手机获取知识并进行进一步深入提取分析，成为目

前开展教学或科研的重要途径之一[6、7]。结合现

有网络平台，通过微信进行反馈及个体化指导，利

用每周开展的讨论会并与课程培养目标进行关联，

将大大提高实践教学的教学效果。因此，我们结合

网络平台对 FAIR 教学法进行了改进，构建了 iFAIR
教学法，并将该教学法应用于八年制外科学实践教

学中，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1 iFAIR 教学法的实施步骤 
1.1. 在外科实验教学中构建 iFAIR 教学体系 
外科实验教学是医学生进入临床前的核心课程

之一，根据应用材料的不同，一般分为“干式”和

“湿式”两种教学模式，前者应用模拟材料开展教

学，后者应用试验动物模拟实验教学[8]。我们应用

动物模拟实验教学方法开展外科实验教学，课程开

始时应用放映手术录像及手术示范进行相关操作的

讲解，之后学生分组进行操作训练。虽然传统的教

学方法也将不同的训练任务分别介绍到课程体系

中，然而，由于缺乏细节的指导，不注重外科技能

的培训，随着课程的深入，多数学生不能规范认真

的进行实际操作，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八年制临

床医学教育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对

外科实验教学进行改革。 
FAIR 教学法注重营造师生共同学习的学习氛

围，适宜于小班式教学，在八年制临床医学教育中，

我们引入了该教学体系，通过引导以及课程开展前

的宣传，逐步实施该教学法，并结合微信等网络平

台，改良构建了 iFAIR 教学体系，提高了外科学实

践教学的教学效果。 
1.2 不断反馈与实施的重要性 
反馈有利于改进并提高教学效果，特别是在实

践教学中引入反馈机制。不断进行师生间的反馈互

动，也有助于改进教师的教学方法[9]。iFAIR 教学

法注重师生间的反馈互动，应用多种形式进行反馈。

课程开始前通过微信平台传送演示录像，指导学生

开展课前讨论并及时反馈学生的问题。课程开始时

进行手术示范，进一步细化操作步骤，提出操作的

难点和关键点，在示范过程中，通过解答学生的问

题及时反馈学生。学生操作过程中，每名指导教师

负责一组（4 个学生）学生的操作指导，及时反馈

学生的不规范操作以及操作中的疑问。操作结束后，

再次观看操作录像，并讲解操作过程，进行组内讨

论，集中反馈普遍存在的操作问题。讨论后由各组

回答录像中提出的问题，再次对操作过程进行反馈。

课程结束后，鼓励学生应用模拟练习器练习相关操

作技巧，学生可通过微信等网络平台再次反馈疑问，

教师进行个体化指导。 
外科基本技能的掌握需要大量的时间训练

[10]，由于仅有部分学生选择从事外科，因此，课

外进行外科基本技能练习的学生尚属少数。然而，

现代内外科的概念逐渐淡化，逐渐形成以系统分科

的新模式，而且内科的手术操作逐步增多，内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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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也需要熟练掌握外科基本技能。通过课前的讲座

以及对目前内外科操作的分析，逐步提高学生对外

科实验教学的重视程度，并通过反馈等途径增加学

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课外进行外科操作的时间逐

渐延长。 
1.3 讨论与个体化反馈相结合 
课后的讨论可以及时反馈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和

难点，同时可以增加对课程的印象，有利于持续改

进操作方法，提高外科基本技能[11]。除此以外，

由于每组在具体操作中遇到的问题不同，可能碰到

的术中和术后并发症不同，因此，增加讨论环节有

利于提高对不同手术并发症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

同步开展的理论课学习，提高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

握程度。 
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速度有较大差异，

特别是在实践性强的外科学实验教学课程中，因此，

在课程开展时不仅需要集中地反馈，还需要个别指

导。iFAIR 教学法注重个体化教学，因此，适合在

小班教学中应用。八年制为精英教学，每班学生人

数少，适宜开展 iFAIR 教学法。通过操作中以及课

后的反馈，使该课程的实验教学达到个体化反馈要

求，有利于对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进行个体化指导，

整体提高学生的外科学技能。 
1.4 与课程体系相结合 
外科基本操作分为不同的操作任务，包括：无

菌术、打结、切开、分离、缝合等[12]。在实验教

学中，将每节课所进行的手术操作与不同的操作任

务进行关联，有助于外科基本操作技能的提高和掌

握。比如，我们应用脾切除训练打结技巧，通过肋

骨切除训练分离技巧，通过肠切除、阑尾切除练习

缝合等。通过对每节课任务的关联学习，使每节课

均有了明确的操作任务，有助于学生对不同操作技

能理解和掌握。 
2 iFAIR 教学法的教学效果 
2.1 改善学生的学习氛围 
良好的学习氛围可以有效的提高学习效率，传

统的学习方法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11]，而

iFAIR 教学法通过微信等网络联络工具有助于实时

反馈学生遇到的问题，拉近了学生与教师间的距离，

良好的师生关系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也

有利于改善提高教师的教学方法。在互动中，师生

间逐渐变成了互相学习的伙伴关系，使课后的讨论

更加充分，营造了更为良好的学习氛围，可以有效

的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效率。 
2.2 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学习 
为引导学生进行积极主动的学习，首选需要使

学生对课程产生浓厚的兴趣。传统的教学方法以知

识点为教学内容，大多数学生不能完全领会外科学

实践教学的目的和意义，把外科实践教学认为是既

往的实验课程，没有认识到该课程可以提高临床综

合分析判断能力、应变能力以及基本操作技能[13]，
部分志向为内科的学生更没有充分认识该课程对以

后职业生涯的意义，因此，教学效果一般。iFAIR
教学法通过不断的举办讨论会以及讲座，使学生能

够逐渐了解外科实验教学的定位以及对未来职业生

涯的意义。通过不断的反馈、积极的引导以及课程

中的鼓励与指导，使学生逐步对外科基本操作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并且使操作更加规范。iFAIR 教学

法从多个角度引导学生积极投身学习和外科训练

中，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2.3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促进掌握扎实的外

科基本技能 
iFAIR 教学法符合 Fitts and Posner 提出的三阶

段技能掌握过程，即：认知定向阶段、联系形成阶

段、自动化熟悉阶段[14]。在课程开始之初，必要

的引导可以使学生逐步了解课程设置的意义（认知

定向阶段），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训练，我们在

课堂中、讲座中以及课后讨论中逐步强化每节课所

讲授的内容，并与理论课联系，成立课后学习小组，

引导学生进行课外训练，使学生的操作技能逐渐提

高（联系形成阶段）。此后，经过学习小组的促进，

以及个人的努力，外科基本技能进一步提高，在课

程结束时，部分学生掌握了扎实的外科基本操作技

能，能够熟练完成课堂中所要求的基本操作，并潜

移默化的应用到动物实验中（自动化熟悉阶段）。 
2.4 有助于后续亚专业的学习和科研的开展 
八年制医学教育旨在培养精英医生、未来行业

的领军者[15,16]，扎实的临床基础训练符合精英教

育的要求，通过临床前的训练和培训，可以使每个

学生都能一定程度上了解到自己的兴趣点，有助于

后续亚专业的选择。此外，除需要有基本的临床思

维能力，八年制医学教育更需要培养学生的科研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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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能力和创造能力[17,18]，以利于将最前沿的医学

知识和方法应用到未来的临床工作中。iFAIR 教学

法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我们还会定期推

送外科学中的各种前沿研究，并在课堂和讲座中适

时的穿插介绍，比如：伤口随年龄增加而更加缓慢

地愈合的机制可以使学生更好的理解老年病人的手

术并发症，这些知识的介绍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研

思维，使学生在进入科学研究前，对最新研究进展

有了一定的了解，结合临床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引

导学生更好的开展应用型研究，引导学生思考未来

的科研选题。 
iFAIR 教学体系的构建基于现有的网络平台以

及 FAIR 教学法，适合小班式精英教育，可以有效

改善学习氛围，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以及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还可以引导学生充分了解评估自我，有

助于后续亚专业的选择。此外，课堂中穿插的科研

介绍，可以使学生早期接触前沿研究，有助于未来

科研选题的开展。 
e-learning 是进入数码时代以后的新的学习方

法，基于该学习方法，逐步构建了多种网络课程体

系[19]。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即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进一步扩大了网络课程系

统[20]。然而，外科基本技能的训练需要花费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以及正确的引导，实践性更强的外

科实验课程仅通过 MOOC 开展教学则会导致“高分

低能”现象的出现，因此，需要应用更加符合操作

训练的教学方法进行外科学实践课程教学。结合

e-learning 以及 FAIR 教学法，我们构建了改良的

iFAIR 教学法，该教学法同样通过网络平台开展部

分教学活动，如师生互动、手术录像的播放等。但

是，该教学法的实施基于线下的教学活动，可以使

实际操作和虚拟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有助于提高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学习效率，并且可以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掌握扎实的外科基

本操作技能。 
随着医患关系的紧张，医学生中选择从事外科

的学生逐渐减少，英国 2018 年的调查显示，选择外

科学的学生甚至排在麻醉科、皮肤科、耳鼻喉科、

眼科、康复科等之后[20]。应用 iFAIR 教学法进行

外科学实践教学，还可以在学生未进入临床前对学

生进行积极引导，使其对外科逐渐产生浓厚的兴趣，

将有助于提高八年制医学生亚专业选择外科的比

率，改善目前外科学招生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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