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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自爆发以来，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随着各国防控措施

有力的执行及各种 COVID-19 疫苗的面世，COVID-19 疫情获得了有效控制。但由于 COVID-19 病毒的

变异及欧美部分国家防控不力，疫情处于起伏状态，短期内很难完全消除病毒，这给口腔临床教学和

实习带来一定挑战。作为口腔临床实习教学单位，作者针对口腔颌面外科的临床特性，依据现有口腔

颌面外科实习教学模式的特点，结合 COVID-19 疫情中所暴露的问题，探讨后疫情时代口腔颌面外科

实习教学改革的新思路。

1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高传染性和高

隐蔽性，能通过空气飞沫、气溶胶等途径传播，而

口腔各科室自身治疗手段的特点，相较其他科室，

口腔临床科室是仅次于发热急诊门诊的高风险科室
[1]。在 2020 年的上半年，绝大多数口腔教学医院都

停止了口腔临床实习的教学安排，这对口腔教学工

作带来一次全新的挑战。进入 2021 年，国内疫情

得到有效控制，基本处于极低增长阶段（<5 ～ 10

个患者），进入了一个后疫情时代 [2]。所谓后疫情

时代，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疫情完全消失，一切

恢复如前的状况，而是疫情时起时伏，随时都可能

小规模爆发，从国外回流以及季节性的发作，而且

迁延较长时间，是对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的时代。

按照目前全球疫情的状况，后疫情时代可能还会持

续很久（3～ 4年）[3]，那么口腔颌面外科临床实习

教学如何去应对后疫情时代的种种问题和挑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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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训，这在无形中增加了教学工作量。其次，标准

化病人在某些疾病上能做到临床体征表现，对学生临

床诊断思路能力的提升有一定帮助，但是口腔颌面外

科作为一门动手操作要求高的学科，需要学生有一定

的动手操作能力，而标准化病人在此无法给予学生帮

助，特别是在操作治疗的学习，例如常规拔牙等操作。

这也是笔者认为口腔颌面外科实习教学中标准化病人

没有得到大规模推广的主要原因。

3  探索后疫情时代口腔颌面外科实
习教学新模式

此次新冠疫情发生时间比较特殊，自 2019 年

12 月开始，正值寒假，许多正处于实习阶段的本科

生回家乡过春节，在各地进行居家隔离，阻断疫情

传播，各大高校推迟返校时间之际，本科实习被迫

中断，处于停课状态。在此特殊时期，线上课程变

成唯一的教学方式。

目前线上课程，包括大学 MOOC 课程，绝大

多数内容均为本科理论教学部分。关于临床前实训

内容，包括口内切开缝合、包扎及手术消毒铺巾等

基础内容相对较少，而关于临床实习内容的线上教

学内容更少，学生处于想学又无处可学的尴尬阶段，

被迫处于停学又停课状态。不幸的是，国内大部分

地区院校，教学恢复时间从 4 月份开始，此时按照

之前原有教学计划，口腔五年制学生应该完成实习，

处于本科毕业阶段。中断的口腔颌面外科实习经历，

也给很多学生留下了缺憾。

在后疫情时代，疫情仍然是时起时伏，国内仍

不时出现小规模爆发，疫情的管控也不像之前的全

面封锁，而变成中高风险警示。但大家也不能掉以

轻心，目前所有的口腔医学院恢复了正常的医疗临

床教学，但是防护措施依然不能缺少。在学生上临

床之前，需要增加 COVID-19 病毒相关知识的普

及，提升学生的疫情防控意识和能力，引导学生理

性认识疫情，科学防控。同时在临床实习中需要加

强学生的防控意识，例如工作期间不得佩戴手镯、

手表及戒指等物品。采取标准的个人防护措施，在

常规诊疗时使用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防护衣，乳

胶手套，一次性防护面屏或护目镜。在使用涡轮机

拔牙操作时，使用医用防护口罩（KN95/N95）、

一次性工作帽、乳胶手套、护目镜或防护面屏、一

次性隔离衣及一次性鞋套，以保护皮肤和黏膜免受

感染血液或分泌物的伤害。同时应“一人一诊室”，

治疗前患者使用抗菌漱口液减少口腔内的微生物数

是值得我们讨论和探索的临床课题。

2  现有口腔颌面外科实习教学模式

口腔颌面外科学是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形成的

一门医学，是口腔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外科学的分支之一 [4]。有中国特色的口腔颌面外科有

丰富的亚学科组成，包括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

头颈肿瘤科，学科交叉融合的牙颌面畸形，颌面创伤、

牙槽外科、唇腭裂专科及颞下颌关节外科等 [5]。由于

口腔颌面外科本身的特点：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大量

的实践操作，且其对临床实践和操作要求相对较高，

这对口腔颌面外科临床实习和教学提出了更大要求。

口腔颌面外科临床教学分为本科生实习教学、

研究生教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及专科医师培训四

个部分。其中，本科临床实习教学是口腔颌面外科教

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让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

实践的一个转化阶段，是口腔医学生真正接触口腔颌

面外科临床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为其今后临床工作

打下扎实基础的关键阶段。在本科实习教学中，需要

口腔颌面外科带教老师对各个亚专业知识均要有一定

的掌握，并能随时了解各个亚专业最新进展情况，这

样才能在实习教学中更好的指导学生了解口腔颌面外

科，激发学生对口腔颌面外科的学习兴趣。

目前口腔颌面外科临床实习教学模式仍为带教

老师讲解示教，学生在临床进行实习操作，还是处

于师傅带徒弟模式，由带教老师负责教授本科生实

习操作。学生实习效果与带教老师自身的水平，基

本素养及专业知识面密切相关。虽然我们可以在理

论知识授课方面非常充分，但是在临床上激发学生

积极主观能动性上有所欠缺。在临床实习教学中还

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相对机械地通过学习外科操

作、管理病例、观摩手术等手段学习理论及实践技

能，导致学生缺乏积极主动思考临床问题的能力 [6]。

能否学习到标准化的临床操作以及思维能力的提升

很大程度上与带教教师的水平和学生自身领悟能力

密切相关，这对培养学生学习口腔颌面外科的热情，

对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学科人才梯队培养的水平及质

量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带教老师自身基本功不

扎实，或不全面，就会直接影响本科教学的质量。

换言之，目前本科实习教学中，教师起主导作用。

此外，口外颌面外科标准病人的应用推广也存在

一定难度。首先是标准化病人的培养，有些院校选择

研究生、规培生、本科生作为标准化培训对象，存在

流动性大，无法做到长期稳定，需要不断进行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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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操作过程应四手操作配合，使用强弱吸装置或

电动吸引装置减少飞沫或气溶胶的产生。

在疫情期间，通过问卷调查及座谈会等形式发

现学生在实习期间存在一定焦虑恐慌等情绪 [7-10]，

包括对学业完成的焦虑，对疫情的恐惧等，这都会

对学生教学实习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后疫情时

代，我们仍不能忽视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辅导：通过

座谈会、问卷调查及心理辅导等手段进行心理疏导，

一旦发现学生的负面情绪，及时进行心理建设。

关于实习教学模式，则是需要加以重点关注。

目前流行的翻转课堂模式，强调的是通过线上资源

学习，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将目前以老师为主的，

传授知识点的模式，改为学生通过多媒体及其他资

料先进行学习，学习基础的理论知识，老师再通过

小型强化讲解后，指导学生参与学习。四川大学华

西口腔医学院在疫情期间尝试了小规模限制性在线

课程（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

在课程实施前，事先录制教学视频，内容包括常见

疾病种类、临床表现、治疗术式、手术注意事项及

病例分析等。将视频上传网络平台，请学生在课前

灵活安排时间观看视频，完成线上学习，并进行线

上测试。教师可以对学生课前学习的整体情况进行

快速了解，进而优化课堂教学内容，利用 QQ 课堂

实施网上在线授课，还能对学生课前学习中产生的

疑难问题统一讲解，最后进行病案讨论，开展翻转

课堂。此种模式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也期待用于今

后口腔颌面外科教学中 [11]。SPOC 模式能显著提高

教师的工作效率以及学生的学习效率，这在许多教

学研究中都已经得到了验证 [12-13]。

由于口腔颌面外科实习教学内容涵盖很多临床

技能的操作，例如拔牙、脓肿切开引流、系带修整、

牙槽骨修整等等。单纯的视频教学无法满足学生

的动手操作需求，此时，数字化虚拟技术则可以满

足实习教学的一部分需求。例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 

（Virtual Reality，VR）来进行手术前操作模拟。

亓文婷等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讲解阻生齿拔除技术

要领，模拟阻生齿拔除过程，实现了虚拟现实技术

下的牙槽外科实习教学 [14]。而后期如能建立虚拟现

实技术仿真训练系统，则更有助于满足学生动手操

作的需求。而随着现代信息化技术的发展，虚拟现

实技术也将从硬件和软件上更加贴近现实实用，接

近临床，从而实现提供学生更多实习操作机会。

随着3D打印技术的发展，对口腔颌面外科的实

习教学也带来新的变革 [15]。通过 3D打印技术，可以

构建1:1的个性化的实体模型，如肿瘤模型、颌骨病

变模型等。在模型的设计中，也可以对原始影像进行

适当修饰，如手术区域局部放大、血管、神经分类标

记等，以便突出其特点，使解剖教学更形象、直观。

而随着材料学的发展，3D打印技术不仅能够实现各

类不同质地触感组织的拼合，还可以实现颌面部组织

内部结构内部及周围血管的液态打印，包括颌面部深

部组织的病变的再现，或者骨内病变的再现，这能够

让学生在模拟操作中体会到软组织牵拉、切割、磨除

骨质的震动感等感觉，甚至能够感受出血、止血的过

程，学习如何避开重要结构，暴露深部病变等操作。

随着3D打印成本下降，也便于将个体化模型批量打

印，因此方便学生在模型上反复操作实践，深刻领会，

增强临床学习效果。通过3D打印设计文件的互相交

流便于院校之间教学的交流，互通有无。

如果能将 SPOC 模式结合虚拟现实仿真教学系

统相结合，同时将3D打印模型用于临床教学操作，

应用于口腔颌面外科整个实习教学过程，从教师角

度来看，一开始可能会增加非常多的工作量，如大

量临床教学视频录制，建立和完善虚拟仿真教学系

统（包括软件和硬件的组建等）。但是从长远来讲，

可以将很多临床理论授课的时间转化成学生自主学

习，在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同时，让学生更好的了

解口腔颌面外科。而虚拟现实仿真教学系统的建立，

则有助于学生在临床实习中提升临床动手操作的能

力，增强了教学的标准化和可视化，减少了因人而

异教学质量的差异。同时，学生通过 SPOC 模式及

虚拟现实教学系统的训练，加上更逼真的 3D 打印

模型操作训练，可以获得更多类似在临床上操作的

机会和时间，这也有利于激发学生对口腔颌面外科

学习的兴趣，同时有利于提高教学医院医疗质量，

减少教学医疗纠纷及事故的发生。而在突发疫情情

况下，学生也可以通过 SPOC 和虚拟现实教学系统

尽可能接近临床实习的效果，同时在实验室通过模

型操作训练，增强掌握临床操作要点，从而避免突

发疫情情况下，理论学习及临床实习同时停掉尴尬

局面的发生。此外，SPOC 模式和虚拟现实技术教

学资源库的建立，为国内院校之间的交流创造了条

件，也为口腔教育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机会。由于本

科实习教学核心内容还是以经典的知识体系为主，

不牵涉最新的科研成果，避免了院校之间知识产权

泄露的问题，因此，如果国内各大院校能进行合作，

制作教学素材，合作开发仿真系统，共同分享研发

成果完全可以实现，这样减轻了单独制作开发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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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量。同时，也利于全国各个院校之间进行教学交

流，为提高全国口腔颌面外科整体教学质量水平提

供了借鉴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时代及后疫情时代，国外纷

纷将数字化教学技术及平台（例如虚拟现实技术、视

频会议等）作为口腔颌面外科及牙科临床教学的一个

重要的部分 [16,17]，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口腔颌面外科及

牙科作为临床应用学科，学习过程不可能永远是虚拟

的[17，18]，不仅许多学生渴望和老师面对面的交流学习[19]，

临床实际操作的经历和感悟也是不可替代的。

口腔颌面外科教学是一项培养合格的口腔医学

人才的重要工作，要不断改革教学方式和方法，丰

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更好地掌

握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最终提高综合素质和

水平 [20]。此次新冠疫情的发生，更加证明互联网既

是未来教学必须面对的机遇与挑战，也是未来教学

的发展趋势与努力方向。而在后疫情时代，通过加

强完善互联网教学及虚拟仿真教学系统，不仅可以

提高教学质量，也可以应对今后随时发生的极端情

况，但这需要国家教育管理层、院校管理层、带教

老师和学生以及第三方平台共同努力。希望该新型

教学平台系统能够早日实现，最终解决后疫情时代

的口腔颌面外科临床实习教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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