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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ＤＴ 模式下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教学法在甲状腺外科
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张朝军
[ 摘要] 目的

探讨多学科协作诊疗(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ＭＤＴ) 模式下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教学法在甲状腺

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价值ꎮ 方法

在甲状腺外科临床教学中ꎬ将 ６０ 名临床实习生按照 ＭＤＴ 模式下 Ｓａｎｄ￣

ｗｉｃｈ 教学法及传统教学模式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ꎬ比较两组的教学效果ꎮ 结果

观察组临床实践能力、

文献阅读能力、技能操作及理论考试成绩等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０ ０５) ꎮ 观察组教学满意度( ９６ ６７％)
显著高于对照组(７３ ３３％) ( χ２ ＝ ４ ７１ꎬＰ<０ ０５) ꎮ 结论 将 ＭＤＴ 模式下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教学法应用在甲状腺外科
临床教学中ꎬ能调动实习生的学习积极性ꎬ在提升其综合能力的同时ꎬ促进教学满意度的提高ꎬ值得广泛应用
和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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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甲状腺肿瘤外科手术量不断增加ꎬ甲状

的知识面和手术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如何改变传

腺外科临床教学逐渐成为临床实习生的重要实习科

统的教学模式ꎬ提高甲状腺外科教学质量一直是普

目ꎮ 但是ꎬ由于多数教学医院甲状腺外科属于普通

通外 科 临 床 教 学 探 索 的 课 题ꎮ 多 学 科 协 作 诊 疗

外科的一部分ꎬ并未独立成为专科ꎬ甲状腺外科临床
教学实践时间较短ꎬ而甲状腺外科手术质量要求较
高ꎬ在短时间内ꎬ实习生对相关专业知识难以掌握ꎮ
另外ꎬ甲状腺分化型癌的 ５ 年生存率较高ꎬ患者术后
能长期生存ꎬ对生活质量要求较高ꎬ这也对临床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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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ＭＤＴ) 治疗模式已经广
泛用于各科患者的治疗ꎬ能显著提高肿瘤患者的 ５

年生存率ꎬ目前已被探索并应用于临床教学中 [１￣３] ꎬ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教学法是一种在教学中以小组讨论、交叉
学习、各小组小结汇报及“ 金鱼缸式” 讨论等方式来
提高学生 的 学 习 兴 趣ꎬ 调 动 学 生 积 极 性 的 教 学 方
法 [４] ꎮ 本研究旨在探讨 ＭＤＴ 模式下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教学
法在甲状腺外科临床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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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阅读能力及技能操作能力等方面平均得分均显著高
选择陆军军医大学军医系、预防医

学系 ６０ 名临床实习生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ꎬ每组各 ３０ 例ꎮ 其中ꎬ观察组男 ２６ 例ꎬ女

４ 例ꎬ年龄 ２０ ~ ２５(２１ ５０±０ ２５) 岁ꎻ对照组男 ２２ 例ꎬ
女 ８ 例ꎬ年龄 ２０ ~ ２６(２２ ３５±０ ４０) 岁ꎮ 两组研究对
象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ꎮ

１ ２

１ ２ １

方法
对照组教学方法

对照组实施传统教学模

式ꎬ由普通外科医师应用 ＰＰＴ、教学查房、病例分析

于传统教学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ꎬ表 １ꎮ
表１

对照组 ８１.３７±５.４９
观察组 ９０.３０±４.３９

２ ２

８２.８３±３.８２

９０.４７±５.１２

９３.２０±３.３４

８１.６７±３.４３
９３.０３±３.３２

观察组实习生对带

教的满意度 ( ９６ ６７％) 明显高于对照组 ( ７３ ３％) 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２ ＝ ４ ７１ꎬＰ<０ ０５) ꎬ表 ２ꎮ
表２

对照组

践操作技能训练ꎮ

观察组

观察组实施 ＭＤＴ 模式下

８２.５３±３.８９

两组带教满意度的比较

肿瘤的临床表现、病理分型和治疗原则ꎬ同时进行实
观察组教学方法

两组实习生临床综合能力考核成绩比较

临床实践能力 理论考核评分 文献阅读评分 技能操作评分

等方法ꎬ按教学大纲要求ꎬ重点向实习生讲解甲状腺

１ ２ ２

 ３０９

两组带教满意度的比较[ ｎ( ％) ]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合计

２０

２

８

３０

２１

８

１

３０

满意度( ％)
７３.３３
９６.６７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教学法ꎬ将观察组随机分为 ３ 个小组ꎬ由带

３

涉及需要讨论的问题ꎬ每组就该病例特点、诊断、鉴

患者的病情相结合ꎬ提高临床思维能力和解决临床

教老师为每组提供 １ 份甲状腺肿瘤病例ꎬ根据病例
别诊断及治疗等方面进行小组内讨论ꎻ然后不同组

的实习生之间相互讨论、交叉学习ꎬ分享不同组之间
的观点和知识ꎻ由带教老师总结分析每份病例ꎬ对各
组逐一点评总结ꎮ 然后带教老师引入新的问题ꎬ每

组选取 １ 名实习生进行 １ ~ ２ 次“ 金鱼缸式” 讨论ꎮ

讨论
临床教学的核心是让学生把学到的基础知识与

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教学法ꎬ即通常所说的
“三明治” 教学法ꎬ最早源于苏格兰ꎬ推广于美国ꎬ是
基于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反复沟通、交流等
过程ꎬ以充分调动每个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的一
种教学形式ꎬ特别适用于学生在课程学习之后ꎬ具备

最后由带教老师进行总结和反馈ꎮ 集中讨论授课时

一定知识背景前提下进行相关专题的讨论ꎮ 本课题

普通外科甲状腺 ＭＤＴ 组成科室包括超声科、放

组之间学生综合考核成绩及对教学方法的满意度ꎬ

间为 ２ 学时ꎮ

射影像科、肿瘤科、核医学科等科室ꎬ每 ２ 周一次的
甲状腺肿瘤 ＭＤＴ 讨论ꎬ要求规培生、实习生必须参
加ꎮ 最后ꎬ带教老师将之前学生们分组之间进行的

讨论与专家真实的 ＭＤＴ 讨论进行对照总结ꎬ对不同
的知识点和实习生的错误进行逐一的纠正、讲解ꎮ

１ ２ ３

对比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教学方面的两
发现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教学法通过在教学中以小组讨论、交
叉学习及“ 金鱼缸式” 讨论等方式能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ꎬ显著改善学习效果和教学
效果ꎮ

ＭＤＴ 教学模式是 ＭＤＴ 诊疗模式在临床教学上

出科时由住院总医师及带教老

的拓展ꎬＭＤＴ 教学坚持以问题为导向ꎬ让学生自主

师对两组学生进行全面综合能力的考核并记录详细

通过网络、图书馆等资源检索疾病相关的诊疗方法

数据进行比较ꎮ 全面综合能力包括临床实践能力、

和最新的治疗手段ꎬ带教老师组织病例讨论ꎬ让学生

观察指标

文献阅读能力、技能操作水平及理论考核ꎬ满分均为

１００ 分ꎮ 同时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调查两组实习生
对带教工作的满意情况( 分为满意、比较满意、不满
意) ꎮ

１ 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统计学软件进

行统计学分析ꎬ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 ｘ± ｓ) 表
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计数资料以率表示ꎬ采用
χ ２ 检验ꎮ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２ １

和学习积极性ꎬ开拓视野ꎬ提高文献检索和阅读能
力ꎬ丰富相关专科的知识面ꎬ加强对重点知识点的掌
握ꎬ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在临床各专科的教学中
广泛开展ꎬ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ꎮ 蔡武等 [５] 把以问
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联合 ＭＤＴ 模式应用在医学影
像学研究生临床阅片教学中ꎬ发现该模式不但使学
生们开阔了视野、更新了知识面ꎬ还推进了教师临床
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开展ꎮ 我科前期也曾在甲状腺疾
病的教学中开展以病例为中心的教学法ꎬ即以病例

结果
临床综合能力考核成绩比较

旁听科室组织的 ＭＤＴ 讨论ꎬ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临床综合能力

考核方面ꎬ观察组在知识考核、临床实践能力、文献

为中心ꎬ使学生在病例中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解决

问题[６] ꎬ取得了较好的效果ꎬ学生满意度较高ꎮ ＭＤＴ

 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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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核心也是以病例为中心的教学法ꎬ实习生以

教学中的 应 用 探 讨 [ Ｊ] . 安 徽 医 学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７ ( ３) : ３６５￣

知识ꎮ 研究结果显示将 ＭＤＴ 联合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教学法

[３] 许鹏ꎬ邓薇.多学科团队诊疗模式在临床医学教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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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人眼追踪立体显示技术结合随机点
立体视觉检查方法研制出一种全新无辅助计算机远

立体视觉检测方法———ＧＦＲＤＳＳꎮ 经临床测试ꎬ受检
者可以不需佩戴立体辅助眼镜、不受严格观看角度

限制检测 ５ ｍ 立体视锐度ꎬ检测敏感性高于 ３ ｍ 距
离的随机点立体视觉检查图 ＤＲꎬ且排除了环境照
度对检测的干扰ꎬ用于军队飞行员选拔体检具有较
好前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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