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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刚从校园步入医院环境的临床实习护生来说，繁多的牙体牙髓专业器械和精细的临床操作易

使护生感觉紧张和无所适从。带教老师的职责就是带领他们尽快进入角色，实现由护生到护士的角色

转换。主要从心理适应、理论知识与工作实践的衔接、医院感染及职业暴露伤的防控、口腔科常用材

料的调拌、及“以病人为中心”服务理念的树立等方面对护生展开培训，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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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临床实习是护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学习

阶段，也是完成由护生到护士角色转换的关键时期。

关键词 护生；牙体牙髓专业 ；临床教学；心理适应

口腔牙体牙髓科是口腔科重要组成科室之一，具有

使用器械较多，临床操作精细等特点，对专科护理

技能要求较高。而护生依赖程度较高、缺乏自信、

动手能力稍显不足，该群体普遍感到护理操作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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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和压力较大。

因此，临床带教工作尤为重要。临床带教工作

可使该群体尽快进入角色，提高其操作成功率与病

人满意度［1］。自 2007 年带教生至今，我科约带教

100 多名护生，本文总结护理带教经验，探讨专科

护理技能教学工作的流程和步骤。

2  护生进入岗位前的心理适应培训

在护生正式进入实习工作岗位前，应加强对护

生心理适应方面的培训。护生在进入一个新的工作

实习岗位后，如不能较好适应角色、环境、人际交

往的变化，其身心健康可能会受到影响，而护士身

心健康直接关系护理质量、护理事业的发展与护理

队伍的稳定［2］。因此，帮助护生尽快适应口内工

作环境是护理带教首要环节。

2.1  介绍科室物理环境  

带教老师为护生介绍科室内整体环境。如诊室、

椅位数量；清洁物品、无菌物品的摆放位置；常用

药物放置位置、药理作用及其注意事项等；综合治

疗台的使用方法、常用器械管理方法、专业仪器设

备的使用及维护保养方法等。

2.2  介绍科室成员组成  

带教老师为护生介绍科室内医务人员组成情

况，从而增加护生归属感及对科室的亲切感，消除

护生陌生及胆怯感。

2.3  介绍科室常见疾病  

带教老师为护生介绍该科室常见疾病，使得护

生对即将进行的该科室工作有初步了解。

2.4  肯定护生能力，给予其胜任工作的自信心  

在护生正式进入工作前，给予护生足够的鼓励，

提高其对胜任实习工作的自信心。针对护生所存在

的畏难情绪，给予积极疏导、加强沟通，可促进护

生的心理适应过程，使其快速适应环境变化，以积

极的心态、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中。

3  理论知识与工作实践的衔接工作 

由于护生所学理论知识与实际临床工作可能会

存在些许差距，致其在临床实习操作中会感觉稍有

不适应。因此，带教老师应引导护生做好理论与实

践的过渡衔接工作。

3.1  督促护生复习理论知识

要求学生进入实习岗位后，仍应多加复习相关

理论知识，此外，带教老师将工作要点和难点归纳

总结，促进护生在短时间内认识到实习工作的重、

难点。

3.2  及时了解护生对临床工作知识领悟及掌

握情况

每周定期通过提问或回馈等渠道获悉护生领悟

及掌握情况，了解其对临床相关知识掌握程度。此

外，可引导护生总结临床工作与理论知识存在差距

之处，加深其对该方面知识的印象。

3.3  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促进护生掌握必备

临床操作技能

采用翻转课堂、多媒体教学、示教等多种方法

进行带教工作。采用翻转课堂方法将科内常见操作

拍成视频，供护生自主学习［3］。多媒体教学具有

信息表现形式多元化、可保证示教均一性以及节省

教学时间的优点［4,5］。将授课内容做成幻灯片或视

频的形式，在实际教学中带教老师在播放每个关键

步骤时将视频或幻灯片暂停并做专门讲解，这样既

发挥了多媒体教学直观生动的优势，又借鉴了传统

示教讲解细致全面的优点，达到使其快速理解，记

忆深刻的目的，提高教学效果。此外，在多媒体教

学基础上，结合教师示教，增强护生对知识熟悉及

掌握程度。如对于橡皮障夹的使用方法，先通过多

媒体传授专业理论知识，再示教操作步骤。带教老

师归纳总结橡皮布的打孔位置、如何根据牙位选择

橡皮障夹、橡皮障夹齿端的朝向等。培训后需要护

生反示教，对带教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及时在相

关护理培训的课程里予以调整完善。

4  加强护生医院感染防控意识  

医院感染管理是医院质量管理的核心，口腔科

又是院感防控的重要部门，因此加强护生院感防控

意识至关重要。

首先，通过对护生进行院感防控理论知识培训

提高其重视程度，培训中反复强调标准预防措施的

重要性，操作前后严格执行手卫生措施。强调要在

工作中严格区分口腔诊疗区域和诊疗器械处理的清

洁区，污染区。告知其掌握诊间消毒方法，终末消

毒方法等；其次，通过院感防控理论知识考核，加



191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2021 年 5 月　第 24 卷　第 3期

强护生对该部分知识的掌握程度；除此之外，可以

在日常工作中对护生进行监督，发现其在院感防控

方面存在的问题，定期反馈给护生，促进其改进，

并加强记忆。此外，带教老师在日常工作中的示范

作用也至关重要。带教老师应加强对口腔诊室内空

气质量定时监测，控制生物环境，勤于开窗通风，

保持空气湿度处于平衡状态，尽可能破坏细菌繁殖

的有利条件 [6]，用院感防控工作实例，为护生做出

良好示范。要告知护生预防院内感染最好的办法是

了解院感发生的危险因素，针对危险因素采取有效

措施，另外也需加强我们医护人员的防护意识及防

护措施 [7]。

5  职业暴露伤的防控  

职业暴露伤的发生可能与护生防护意识不够或

操作不熟练，对陌生环境及工作的不适应，忽略潜

在的职业暴露有关，因此，带教老师需引导护生重

视职业暴露伤的防控。

5.1  强调安全的重要性和规范操作的必要性

带教老师可列举针刺伤、锐利器械伤等临床常

见职业暴露伤，告知其危害，以得到护生的重视。

要教会护生正确使用器械的方法，如碧蓝麻注射器

及 STA 针头的单手回帽法及正确拆卸步骤；冲洗

器针头的预弯及正确拆卸步骤；根管锉及车针等锐

利小器械需要用镊子拿取和分拣等。

5.2  告知护生发生职业暴露伤的预防及处理

原则

告知护生一旦发生职业暴露伤如何处理的知

识。讲解不良事件发生的根源所在，留意护生操

作是否正确，如发现不当行为及时予以纠正，从

而培养良好的工作习惯，杜绝和减少职业暴露伤

的发生。

6  口腔内科常用材料的常用护理技术

调拌玻璃离子水门汀是口腔科护士必备技能之

一，也是难点之一，调拌过程中粉液比例、调拌手法、

操作时间等均是该操作的关键要点。如玻璃离子调

拌不够细腻、过软或过硬，会影响治疗进度和效果。

因此，护生对该项技能的掌握至关重要，带教老师

应加以重视。

带教老师在材料调拌技术教学中，除了利用教

学视频，使得护生对操作全程有概括了解，还要给

护生亲手示范，并要求护生进行大量而有效的练习。

带教老师细心观察护生调制过程，发现其中所存在

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指导护生进行材料调拌。

7  树立“以病人为中心”服务理念，
体现人文关怀的指导思想

在该方面带教老师以身作则，为护生做好示范。

叮嘱护生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学会换位思考，要对

患者要多关心和照顾，保障他们的就诊安全和良好

的就诊体验。（1）患者上下椅位必要时搀扶一下，

治疗中途需要漱口时，复原椅位为坐位，以方便取

用水杯；（2）调节照明灯时，避免光线直射眼部； 

（3）传递器械或药物时需避开患者面部，在患者

胸前区安全传递；（4）冲洗器的针栓和针管旋紧

避免冲洗时药液从接口处溅出；（5）注射麻药时

可根据需要轻握患者手部，减轻紧张情绪，用友好

的语言方式或鼓励的眼神、举止等非语言沟通，以

疏导不良情绪，使治疗过程顺利愉快地进行。

8  结语

护生的实习阶段是工作生涯的重要开端，良好

的教育和工作习惯将受益终生。带教老师需要抓住

不同实习时期带教重点，应用适合的带教方法，为

学生传授该时期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此外，要重

视护生的反馈，以反馈的问题促进带教方式及方法

的改进。教学中注意培养护生主动学习的精神，始

终秉持“以护生为中心”的带教理念，充满耐心，

逐一讲解和示范，善于引导护生分析失败原因，从

而提高学生的操作技能和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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