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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发现错误与不足, 讨论需改进的内容及注意事
项、
总结经验, 登记实验准备卡, 记录每组所用器材、

课, 根据学校实验教学计划的进程, 对实验室进行统
一调配统筹安排, 顺利完成了 2005 上半年基础生化

动物及数量, 所用仪器设备名称及数量, 记录实验结

28 个实验班、
临床生化( 不同专业不同进度) 14 个实

果。做好预实验是保证实验教学质量必不可少的环
节。

验班、
分子生物学 10 个实验班; 2005 下半年基础生
化 48 个实验班( 不同专业不同进度) 、
临床生化 2 个

2. 2 实验技术优势互补, 提高实验技术人员的素质

实验班、分子生物学 11 个实验班的实验教学任务,

基础生化实验新开的一个综合性实验项目《
质粒

既满足了教学需求又极大地提高了实验室的使用效

DNA 的提取, 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能在短时间内
顺利开出, 离不开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强大的技术支

率。
2. 4 开放实验室, 为学生提供第二课堂

持; 临床生化新开的一个实验项目《维生素 C 的提

数的限制, 有些较大的综合性实验项目不能常规开

取和定量测定》
也是非常顺利地开出, 因为基础生化
对该项目已有多年的准备经验。打破原有实验技术

出, 而在双休日为学生开放( 需要预约) , 如亲子鉴定
技术、
细菌耐药谱分析等, 为感兴趣的学生提供更多

人员固定在某个实验室的格局, 实行相对固定, 合理

的学习机会, 以少数带动多数, 激发学生 学习积极

流动。
根据“
一专多能”的要求, 督促实验技术人员掌

性。
通过定期开放实验室, 巩固实验操作基本技能训

握相近学科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操作技能, 使所有实
验技术人员至少掌握了两门学科以上的实验准备和

练及相关知识介绍, 不断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创新意
识和创新能力, 开放实验室已得到学生的认可和好

实验带教工作, 人力资源达到一定程度的共享。并在

评。

由于课时

实践中汲取了新的知识, 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的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实验技术人员的综合
素质。

随着实验室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 实验室的建
设和管理还会面临许多新问题, 这需要我们在实际

2. 3 提高实验室的使用率, 避免资源设施的浪费

工作中多研究、
多实践, 不断补充完善, 勇于探索创

由于学生人数逐年增加, 新专业的不断涌现, 实验室
由原来的 10 个增加到 14 个。因此, 科学地合理安排

新, 使管理进一步现代化、
科学化、规范化, 开创出一
套适合高校改革和发展的管理体制, 为促进科学技

实验室是提高实验室使用率的关键所在。如 2005 年

术的开发, 提高我校教学、
科研的实力与水平做出贡

度, 本实验室需要为全校 3000 多学生人次开设实验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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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主要研究 P DCA 管理法在临床实习教学中的应用。笔者通过 2003 年～2005 年对厦门中山医院

实习生采用 P DCA 管理法, 取 得了一些成效, 如建 立了临床实习质量 指标体系, 对 实习教学实施规范 化, 使实
习生的三基培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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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习教学是医学各专业教学计划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 其目的是培养学生 具备良好的医德、医
风, 培养学生在医疗实践中学会运用医学理论知识
和技能, 去认识疾病与防治疾病, 不断开发智力与提
高能力, 为毕业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 。
临床实习教学时间长、
学科多、学生分散, 教学
管理有一定的特殊性。为了达到实习教学的目的和

要求, 加强对临床实习教学的全面管理, 笔者应用
P DCA 管理法进行教学管理。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2003 年～2005 年厦门中山医院实习生

( 310 名) 。
1. 2

应用方法

P DCA 管理法是系统管理工程方

检验医学教育 2005 年 12 月第 12 卷第 4 期

· 15 ·

法之一, 是由美国统计学家戴明博士提出来, 它反映
了质量管理活动的规律 [ 2] 。自 2003 年～2005 年, 我

定期检查教研室执行教学计划情况。
1. 3. 4 A ( ACT ION ) 总结、再优化: 根据检查反馈

院将该方法应用于临床实习教学管理中。

意见, 制定评估指标, 指标再标准化、
优化、
合理化。

1. 3 四个阶段
1. 3. 1 P ( P LAN ) 计划: 科教科根据各高校下达的

2 结果

教学计划, 结合我院具体情况, 制定实习计划, ( 包括
实习计划、
讲座、
教学查房等一系列教学内容) 。
1. 3. 2 D( DO) 实施: 由医院科教科将教学计划下
发到各教研室、
教研室下发到教研组贯彻实施。
C( CHECK ) 检查: 科教科定期( 3 个月) 、
不

1. 3. 3
表1

临床实习教学规范化

2. 1

建立各教研室、教研组

教学登记本, 如教学查房、病例讨论、讲座等教学活
动记录。
建立了医院临床实习教学质量考核体系( 见表

2. 2
1)

实习教学考核表
项目

质量标准( 20 分)

遵守教学制度

打分标准
发生学 生缺勤漏 报 1 次及 未遵守教 学制度 1 次 扣 1

遵守教学管理制度和学生考勤制度( 5 分)

分, 直至扣为 0 分。

完成实习教学任务( 2 分)
每周一次教学查房( 2 分)
教学工作量

每周一次讲座( 1 分)

各项认真完成得满分, 没有完成不得分。

批改学生病例( 2 分)

延误出科理论、技能考核时间扣 1 分。

组织学生出科理论、技能考核( 2 分)
指导学生毕业论文( 1 分)
教学效果 ( 2. 5 分)

教学质量

分五级评分( 2. 5、2. 0、1. 5、0. 5、0)

学生反馈意见( 2. 5 分)

注: 实习教学考核以 3 个月为考核单位

2. 3 学生反馈意见

满意度明显提高。

上加强考核力度。其次各教研室管理人员都应加强

2. 4 实习生三基水平 近三年统计, 学生病种完成
率达 80% , 技能操作完成率达 85% , 毕业考核合格

培训, 遵循 PDCA 法中的闭环原则, 螺旋上升。对实
习教学质量评估体系还需进一步细化、优化, 进一步

率达 100% 。实习生三基( 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

推广应用 P DCA 管理法, 以达到提高我院的教学质

技能) 出科理论、
技能考核成绩有明显提高。

量。

2. 5 医师带教
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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