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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临床技能竞赛的口腔医学
本科生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实
践与思考
——以中山大学“光华杯”口腔
医学生临床技能展示活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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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引导口腔医学生进行临床操作能力培养，提升学生临床实践和综合知识运用能力，是口腔医学高

等院校的重要工作。近年来，为提升育人质量，各高校以专业竞赛形式开展临床技能的提升与交流日

益频繁，但目前各校举办的专业竞赛对各个层次学生的人才培养质量影响仍不明确。本文以中山大学“光

华杯”口腔医学生临床技能展示活动为例，从参赛选手、其他学生和赛会志愿者角度切入，分析专业

竞赛在不同方面对提升口腔医学本科生人才培养质量的作用，并为各校专业竞赛及本科生培养提供参

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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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育才造土，为国之本”。高等院校担

负着发展科学技术文化、培养专门人才、促进国家

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任务 [1]。而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

本要求中，明确了“医学科学基础和临床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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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培养医学生的最基础和最根本的要求”。因此，

随着教育部有关医学本科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

指导思想等文件出台，口腔医学生的培养也日益注

重口腔医学理论与临床技能竞赛相融合。临床技能

大赛是一类旨在创新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医学生临

床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人文关怀精神

的培养，提升医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团队合

作意识的比赛。而口腔临床技能大赛涵盖了牙体牙

髓病科、牙周科、口腔颌面外科、修复科等口腔科

目的基本操作。为提高医学生人才培养质量，目前

国内各高校大力开展口腔医学生临床技能大赛及展

示活动，以临床实习前本科生为主要对象，考察学

生的基本技能，临床决策、团队合作、人文沟通、

心理素质等方面能力以全面评判学生的临床思维和

理论实践结合能力，检验本科生培养质量。

1  国内口腔医学本科生临床技能竞
赛发展概况

2010 年，教育部主办首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

学生临床技能竞赛，为全国医学院校临床实践能力

教育水平和医学生临床技能展示提供平台，促进医

学院校固本强基，更加重视医学生临床技能培养。

全国各大口腔医学院校也响应教育部的号召相继设

立了校内的口腔临床技能比赛。在 2010 ～ 2016 年

间，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专业评估 B+ 以上的口腔

医学院校中，除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在教育部

高等口腔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下，连续

六年举办“国际口腔医学本科生操作技能大赛”，

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连续六年举办的“上

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技能大赛”[2]

外，其余高校或无此类比赛或以举办院内比赛为主。

竞赛赛制有的是操作比赛和知识抢答赛，有的是操

作比赛和虚拟闯关，有的是口腔临床操作和临床急

救操作，对口腔医学生临床技能培养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但赛制碎片化明显，缺乏统一标准。

2017 年，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举办的“华

南杯”全国口腔医学生临床技能邀请赛，共有 21

所院校师生参加。在此基础上，2018 年开始，此类

活动更为频繁并且影响面从国内扩大至国外，如西

安交通大学举办“华山杯”口腔医学生临床技能邀

请赛，邀请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山东大学口

腔医学院等 12 个国内院校参加。同年，上海交大

附属九院举办首届国际牙科学生技能大赛，参赛范

围拓展至中国、美国、泰国、缅甸 4 个国家的 12

所高等院校。竞赛内容也日益标准化，主要参考口

腔执业医师考试实践技能考试流程，通过多站式技

能操作和理论答题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2018 ～ 2019 年，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

虚拟仿真系统开始被应用于竞赛操作评分，使考核

更加标准化。2019 年，各专委会开始组织多种国际

国内口腔医学技能竞赛，如教育部高等学校口腔医

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华西口腔医学院承

办的“2019 年国际口腔医学本科生操作技能大赛”

以及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承办

的“2019 年全国口腔院（系）本科生临床操作技能

展示”等。而各高水平口腔医学院校开展国内外学

生参与的竞赛亦有声有色，如空军军医大学举办了

首届“丝路杯”口腔医学生临床技能大赛。其中中

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的“光华杯”口腔临床技能

邀请赛拓展到中国、美国、泰国等24个国内外高校。

2  “光华杯”口腔临床技能邀请赛
组织形式

自2010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临床技能竞赛以来，

随着各高校竞赛举办次数的增加，竞赛内容也日益

标准化。以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举办的口腔临

床技能竞赛为例，其在 2017 ～ 2020 年间的竞赛内

容主要参考口腔执业医师考试实践技能考试流程，

通过多站式技能操作和理论答题相结合的形式对学

生的培养质量提升评估起着综合性考核作用，其中

技能操作的具体环节见（表 1），“知识竞答”环

节为各高校自行出题且答题回避本校题目。

临床技能展示采用统一标准。在技能操作环节

要求参赛学生用 25 分钟赢得每站专家评委及数字

化评分系统的肯定，标准高，强度大，是对参赛选

手的严峻挑战。因此，中山大学对于参赛选手的培

训侧重于临床技能培训。每年参与培训的 4 ～ 5 名

口腔医学生由 10 个教研室 20 余名教师进行密集、

高强度临床技能培训，训练过程运用最优质的教学

资源，达到“练规范”、“练速度”以及“练精致”

的三大目标 [3]。三大目标的达成并非独立存在，需

要两两配合，在对口腔医学临床操作规范了然于心

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熟悉度和准确度，同时可以对

应专家评委和数字化评分系统的要求做到标准和完

美。这要求参赛选手对理论知识具有优秀的序惯性，

把人文关怀、团队协作、心理素质、临床思维等融

会贯通。 

每年迎接比赛前，光华口腔医学院对自愿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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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竞赛选拔的应届毕业实习生进行基本操作的考

核，包括上颌中切牙全瓷冠预备、牙周缝合、磨牙

二类洞制备以及雕牙四个部分，择优选拔具有突出

特长或综合素质较好的同学进入选手队伍，亦相当

于院系选拔赛。备赛过程中，选手每次练习均以正

式比赛的内容和时间进行，培训老师对选手进行点

评结果—分析原因——示范操作——纠正错误——

拓宽知识面——再练习，直到选手充分掌握该项考

站的知识内容和操作要点。

竞赛从 2019 年开始引入“学生志愿者”分别

负责接机接待、站点介绍与指引、同声传译、中英

文主持、标准患者模拟、会务工作等，助力大会顺

利进行。

3  临床技能竞赛对本科生人才培养
质量提升分析与讨论

举办技能大赛不仅是对举办高校教学组织能力

的考验，也是对参赛选手临床能力的检验，是赛会

志愿者们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思维的难得机遇，更

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中山大学光华口

腔医学院从 2017 年开始连续三年举办的口腔医学

生临床技能展示活动，为现阶段参加院校最多、影

响最广泛的口腔医学生技能竞赛之一。通过采用访

谈法对历届参加比赛的选手、未入选的其他同学以

及赛会志愿者进行调研，探究举办专业竞赛对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

3.1  对不同层次本科生人才质量的影响

3.1.1  参赛选手层面

在学生的访谈中发现，学生感觉收获最为丰富

的环节为教师在培训过程中的实训点评环节，以练

促学。每次练习均以正式比赛的内容和时间进行，

培训老师对选手进行点评结果—分析原因——示范

操作——纠正错误——拓宽知识面——再练习，直

到选手充分掌握该项考站的知识内容和操作要点。

而中山大学参加“光华杯”三届参赛选手的临床实

习平均分为 88.7，占据全年级前 10 名。证明这种

分阶段逐步提升的训练方法有利于提高学生临床决

策和操作能力。

笔者发现，在“知识竞答”环节的备赛过程中，

选手们不但选择了以分工合作的方式“地毯式”复

习相关考点，还对历次竞赛的考题进行了分析和借

表 1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 2017 ～ 2020 届口腔临床技能竞赛项目

学科　 技能评估条例　 科目　
年限

2017 2018 2019 2020

牙体牙髓病学 G. V. Black II 类洞预备 仿真头模塑料牙列 √ √ √ √

开髓 仿真头模离体牙列 √ √ √ √

橡皮障隔离 仿真头模塑料牙列 √ √ √ √

牙周病学 龈下刮治 硅胶牙周塑料牙 √ √ √

牙周缝合 硅胶牙周 √ √ √

口腔颌面外科学 头部包扎 团队成员 √ √ √ √

手术缝合 猪蹄 √ √ √ √

口腔修复学 印模 标准化患者（SP） √ √ √ √

全瓷冠预备 仿真头模塑料牙列 √ √ √ √

全瓷贴面预备 仿真头模塑料牙列 √ √ √ √

口腔解剖学 牙体雕刻 蜡块 √ √ √

牙冠堆塑 蜡及塑料牙 √ √ √

急救技能 心肺脑复苏（CPR） 标准化模拟人模型 √ √ √ √

血压测量 团队成员 √ √ √ √

知识竞赛 包括口腔疾病病因学、症状、

体征、诊断及治疗原则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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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有效强化自身理论知识水平。

因此，从参赛选手层面来说，虽每年参赛人数

较少，但因接受训练最为系统以及知识强化最为有

效，能显著提升口腔医学生的实际临床专业技能、

临床思辨技能、人文素养、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总结

能力。从 166 份回收自参加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

院 2018 届及 2019 届的参赛选手问卷中分析发现，

学生认为自身的团队合作、沟通交际、临床技术及

专业知识这四方面能力在竞赛过程中得到了较大的

提升（图 1），笔者后续也对竞赛对学生不同能力

的影响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见 3.2）。

3.1.2  参加院内选拔赛的其他同学层面

在对 2019 年 10 名参加选拔的学生的访谈中，

结果显示，第一，80% 的学生认为，本阶段是个人

能力全面锻炼的考察。在准备考核前，学生会尽快

掌握各式操作基本流程，有助于在大三大四口腔专

业理论学习基础上，将各项操作技能融汇于临床情

况的处置过程。

第二，100% 学生认为，学院通过前期的宣传

以及前两届“光华杯”中积累的“好口碑”，让大

家对参加竞赛“能提升基本技能和基础知识”和“对

执业医有很大好处”两项有很高认同度，在学生群

体中形成“学而优则赛”的氛围。在准备院内选拔

赛的过程和反馈结果中，学生倾向于主动获取知识

和主动审视自我。100% 的受访学生认为通过选拔

赛能意识到自身不足，并对未来职业发展更为坚定，

决心努力实现自我超越。证明对于参加院内选拔赛

的同学来说，竞赛活动把教师对学生的“要我学”

成功转化成“我要学”，并通过学生自我总结、自

我磨练的方式进行知识的消化和提高，有利于培养

学生临床思维，提升综合素质。

3.1.3  学生志愿者层面

高校志愿者服务是以青年大学生为主体开展的

一种比较特殊并在志愿活动中占主体地位的活动形

式 [4]。“光华杯”口腔医学生临床技能展示活动从

2019 年开始引入“学生志愿者”模式，由学院教学

管理部门主导，学院共青团担任桥梁和纽带，提供

制度保障、激励政策和培训支持。本次活动共有 46

名学生担任志愿者，分别负责接机接待、站点介绍

与指引、同声传译、中英文主持、标准患者模拟、

会务工作等。经过访谈得知，大部分受访志愿者的

参与积极性较高，他们参与本次活动主要动机包括：

为学院大型活动出力、丰富人生经历、结交朋友、

展现个人才能、满足参与乐趣、为日后执业医师资

格考试及升学考试做准备。其他动机包括：学院老

师安排、同学推荐以及时间充裕希望赚取劳务费等

因素。可以看出大学生参与此类志愿活动的初衷主

要是出于利他动机，兼有满足自我需求的成就动机。

由于本次活动的大部分志愿者未有参与此类专

业竞赛经历，为了让活动顺利进行，主办方在活动

前通过开展专业知识培训，如“志愿者礼仪训练”“赛

事专业训练”以及“主持人英语水平提升训练”，

在短时间内提升了志愿者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

结合访谈可见，专业培训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不仅能利用大学生可塑性强的特点让他们掌握相关

技能知识，还能提升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主办方

高标准培养的志愿者中涌现了一批学生骨干力量，

不仅能为以后举办大型活动储备人才，也可以为接

下来大型活动的志愿者做榜样，起到“以点带面”

的效果。

3.2  对学生不同能力的影响

口腔医学本科生的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

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任重而道远。临床技能

竞赛是以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床应用为主

要目的而举办，是与专业学习、临床实践结合紧密

的知识运用与实践平台，结合 2018 和 2019 届参加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举办的口腔临床技能竞赛

的参赛本科生选手的赛后问卷反馈，发现临床技能

竞赛对本科生上述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图2）。

3.2.1  提高学生临床工作能力

在问卷中发现仅有 94% 的参赛选手认为竞赛对
图 1  2018-2019 届光华杯参赛选手赛后自我能力提升评价

竞赛对自我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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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临床技能提升具有较大帮助，其中 54% 的选手

在评分标准中给出 10 分，认为竞赛对临床技能提

升非常有帮助（图 2A）。通过口腔医学临床多站

考的模式，在提升竞赛内容标准化和内容效度的基

础上，锻炼参赛选手和参加院内选拔赛其他同学的

临床思维，学生根据患者情况独立分析和处理问题，

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增强临床实

践能力 [5]。

3.2.2  提高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

在调查中发现临床技能竞赛对参赛学生在专业

理论知识和医患沟通的能力也即医学人文素养提升

也具有相当大的帮助，有 81% 的参赛学生认为其在

竞赛中专业知识得到了较大提升，但对比临床操作

技能上的提升下降了 13%（图 2B）。中山大学口

腔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卓越的口腔医学

人才，而非简单的“牙匠”，不仅要求学生能正确

判断疾病与开展诊疗，还要求他们具备高尚的医德

医风和优秀的医患沟通能力。通过技能竞赛，参赛

选手对标准化病人进行基本问诊、基本检查中关注

病人的感受以及备赛中的医患沟通技巧培训，有助

于锻炼学生医学人文素质。

3.2.3  提高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在 166 名参赛学生中有 148 名学生一致认为团

队合作是竞赛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竞赛后也

确实可以看到有 91% 的学生认为其在竞赛中团队合

作方面的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图 2C）。临床和

科研中许多操作都不是独立完成，同样，一个国际

性的专业竞赛的成功组织也需要各个团队间配合默

契 [6]。参赛选手对于临床复杂情况的处理，赛会志

愿者们对于竞赛各个环节的衔接，都离不开团队协

作。无论是参赛选手还是志愿者都能在竞赛中提高

团队协作能力。

图 2  参赛选手对竞赛提升各项能力的评分占比。A. 临床操作；B. 专业知识；C. 团队合作；D. 交流能力 (8 ～ 10 分表示

获得较大提升，8分以下表示意义不大或者没有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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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提高学生的应变能力和跨文化交流

能力

随着赛程赛制的发展成熟，以及为评价各高校

自身水平与其他全国、世界高校学生培养质量水平，

大部分临床技能竞赛为全国甚至世界性竞赛。在此

背景下与其他同等学生的交流非常重要，在竞赛中

有 82% 的参赛学生认为其在竞赛后自身的交流能力

得到了提升（图2D），不仅体现在校内团队合作上，

也体现在各高校团体交流学习经验中。在集体荣誉

感的驱动下，具有领袖力的学生往往可以对某些突

发事件进行正确判断，合理安排其它学生分工负责

各个事项。活动引入国际院校学生参赛，使参赛选

手与国际院校学生同台竞技，志愿者进行同声传译、

会场双语主持、日常接待等，综合提升了学生的英

语水平、双语转换能力，增加了学生对于国际口腔

医学生综合情况的了解。

3.2.5  提高学生总结概括能力

口腔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综合性、交叉性、操

作性很强的临床医学学科 [6]。因此，学生如何把基

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很好地消化和吸收，

就要求学生必须具备总结概括能力。参赛选手和参

加院内选拔赛的其他同学可以通过选拔赛、日常训

练，在正式比赛不断学习，发现自身不足、差距，

制定计划，落实行动，反馈提升，形成良性循环，

提升总结概括能力。

4  结论与展望

口腔医学生临床技能竞赛可以有效提升各个层

次的口腔医学本科生人才培养质量。参赛选手们、

在选拔中被淘汰的同学们以及赛场上的志愿者们通

过备赛、参赛以及服务领悟到的向上、严谨、精益

求精的思维和理念，掌握的临床技能都会伴随他们

一生。

目前，口腔临床技能竞赛的开展对口腔医学生

培养已经产生了促进作用，应大力推广。同时，笔

者认为竞赛提升的方向亦较为明确，如提前引入竞

赛训练内容和模式，将培养学生临床思维、医学人

文素养和总结概括能力贯穿于大学学习全过程；“早

选拔、全覆盖”模式，把选拔赛由自愿参与改为全

覆盖参与，有意识地加大学生统一选拔赛前辅导与

训练，强化“以赛促学”对学生理论知识学习的促

进作用；并形成赛事志愿者制度化培养，营造大学

生竞赛育人的良好氛围，构建学生领袖力培养的良

好平台。希望竞赛能够引领学生领悟更深层次的职

业和发展定位，使新时代医学生的精神风貌焕然一

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真正实现培养人才

目标，提升口腔医学本科生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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