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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教育模式提升口腔本科生口腔
健康教育能力的实践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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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索研究性学习提升口腔本科生口腔健康教育的效果，优化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模式。方法：

选取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本科四年级的同学（2016级和 2017 级），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照

组采用传统的现场口腔健康教育，试验组采用研究性学习结合模拟宣教，同时也进行现场口腔健康教育。

通过比较学生的期末理论成绩和宣教实践成绩，综合考核学生的口腔健康教育能力。另外，采用问卷星

了解试验组同学对本次教学改革的评价。结果：159 名口腔本科四年级的同学（试验组 80人，对照组 79

人）参加了本项目。试验组和对照组的口腔预防医学考试的理论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

试验组的实践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 (t=4.897，P<0.01)。87.5%的学生认为研究性学习结合模拟口腔健

康教育的教学形式新颖，80.0%的学生认为改革后的口腔健康教育形式相对于传统宣教更有利于激发学

习兴趣，82.5%的学生认为应该在口腔健康教育实践课中增加模拟宣教。结论：基于研究性学习的模拟

宣教能有效提高口腔预防医学的教学质量，培养社会需要的实用型口腔卫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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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我国第四次口腔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显示，

89% 的成年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口腔疾病 [1]，口腔医

师与人口比为 1∶7768[2]，公众口腔健康知识匮乏，

口腔医疗服务能力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口

腔医疗需求，这就要求未来的口腔医师不仅要成为

口腔健康的维护者，更应该成为口腔健康知识的传

播者 [3]。

口腔健康教育是口腔预防医学课程的重要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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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口腔医学、教育学、行为学、心理学等

多学科的内容，主要通过教育的手段促使人们主动

采取有利于口腔健康的行为，以达到建立口腔健康

行为的目的 [4]。口腔健康教育的材料、内容、方法

和技巧也因为不同人群的口腔患病状态而不同。传

统的现场口腔教育存在联系宣教对象困难、学生交

通安全不能得到保障等问题，实践形式较为单一。

同时，教师授课多以抽象的提纲性理论学习为主，

导致教学成效欠佳，学生对口腔健康教育的理论及

方法掌握不牢靠 [5]。因此，如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创新性，提高学生的口腔预防专业实践技能，是我

们教学改革的切入点。

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结合

教学大纲，围绕专门的课题，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

通过探索性、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学习、项目研究

模式的学习、角色扮演等七种模式的学习方式，主

动地获取、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过程”[6]。

国内的一些院校已逐步把研究性学习模式应用在教

学实践中 [7]，但应用于口腔预防医学中口腔健康教

育环节的研究较少。为此，本次教学改革拟通过对

“研究性学习模式”在口腔健康教育中的教学效果

进行评估，探讨该教学模式在口腔预防医学教学中

的应用价值。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择昆明医科大学口腔临床医学（2016 级和

2017 级）四年级的本科生作为本次研究对象，两个

年级的理论课堂教学内容及教学老师、宣教的指导

老师均一致。

2.2  教学方法

在大学四年级口腔预防理论课结束之后，试验组

增加了1学时的实训课程，将6～8名学生分成一组，

并安排成员工作，例如：文书、答辩人、表演者、资

料管理人员等，然后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讨论宣教

的对象、方法、宣教材料的制作。教师适时对学生的

口腔宣教对象选择、宣教方法、内容及形式给予引导，

之后开展模拟口腔健康教育和现场口腔健康教育，对

照组采用现场口腔健康教育作为阳性对照。

2.3  教学效果评估及统计分析

根据学生的宣教作品，带教老师根据作品的科

学性、准确性、趣味性等作为实践成绩进行打分，

同时分析学期末学生的理论成绩。另外，采用问卷

星，对试验组的同学进行了问卷调查，考查学生对

本次教学改革的评价，问卷内容包括：教学形式及

改项目可行性。

数据采用 SPSS 24.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统计，计量资料呈正态分布，

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通过t 检验进行计量资料

的比较，统一水准值为 0.05。

3  结果

本研究一共纳入 159 名同学，试验组 80 人，

对照组 79 人。以幼儿园大班儿童为现场口腔宣教

的对象，对照组同学通过 PPT 演讲、对儿童牙面

进行菌斑染色显示口腔菌斑控制的效果，采用游戏、

话剧的表演形式讲解口腔保健相关知识。试验组自

行确定宣教对象及方法，44.4% 的学生选择了孕期

口腔保健、正畸患者的口腔保健和刷牙方法为宣教

的主题。除了上述现场口腔健康教育的形式外，试

验组的学生还制作了微信推文、三折页等进行模拟

口腔健康教育（见表 1）。

两组学生期末理论成绩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但实践成绩试验组高于对照组，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0.05）（t=4.897，

P<0.01）。

试验组 80 名学生完成了问卷调查，问卷应答

率为 100%。大多数学生不同程度的肯定了改革后

表 1  口腔健康教育的主题及形式

分组 主题类别 主题数 占比（%） 表现形式

试验组 婴幼儿口腔保健 5 55.6 PPT、菌斑染色、游戏、话剧、微信推文、三折页

孕期口腔保健 2 22.2 话剧、微信推文

正畸患者的口腔保健 1 11.1 推文

刷牙方法 1 11.1 话剧

对照组 婴幼儿口腔保健 8 100 PPT、菌斑染色、游戏、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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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腔健康教育模式对口腔预防医学教学改革的积

极作用。87.5% 的学生认为研究性学习结合模拟口

腔健康教育的教学形式新颖，80.0% 的学生认为模

拟口腔健康教育相对于传统宣教更有利于激发学习

兴趣，82.5% 的学生认为应该在口腔健康教育实践

课中增加模拟宣教 (见表 3)。

4  讨论

近年来我校采用现场宣教的形式培养口腔本科

生的口腔健康教育能力，宣教现场大多安排在具有

良好合作关系的幼儿园或小学进行，实践对象较为

单一，学生对老年人、孕妇、残疾人群等特殊人群

的口腔健康教育能力薄弱 [8]。在本次教学改革中，

学生对孕妇、正畸患者等也开展了模拟宣教，拓展

了学生开展口腔健康教育的范畴，提升了他们的口

腔疾病预防实践能力。此外，在研究设计上试验组

进行了模拟宣教和现场宣教，对照组采用现场宣教，

明确了试验组的净效应。

其次，我校目前的口腔预防医学理论课程设置

还是以抽象的提纲性理论学习为主，教师多利用多

媒体课件进行介绍，但授课仍然呈现抽象、零散的

感觉，且主要采用“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

导致教学成效欠佳，学生对口腔健康教育的理论及

方法掌握不牢靠 [5]。研究性学习是 20 世纪后半叶以

来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积极有效的教与学的课程模

式。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结合教学大纲，围绕专

门的课题，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通过类似科学研

究的方式，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

的学习过程 [9-10]。在本次教学改革中，采用研究性

教学的学生实践成绩优于对照组，而理论成绩无差

异，提示采用研究性学习进行模拟宣教比现场宣教

对培养学生推广和宣传口腔保健知识的实践技能提

高更为有效。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试验组学生通过讨

论选定模拟宣教的内容，查阅相关资料，将自身融

入到拟定的环境中体验研究对象的特征和内涵，构

建对研究对象的个性化认识来更加深入了解口腔知

识。同时，根据设想这些人群的口腔疾病特征、兴趣、

防治要求等进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有效丰富了学

生的实践体验，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

生的主动性、创新性，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

习，又能因人而异的开展有针对性的开展口腔健康

教育，显著提高学生的综合口腔健康教育水平。

其次，试验组的学生除了通过传统的面对面的

方式讲解口腔保健知识，还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传播

工具，制作了微信推文、视频，有效的提高了口腔

保健知识的在大众中的传播效率，符合现在日益加

快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提升

口腔保健的知识和意识。另外，学生还利用了话剧、

三折页、游戏等多种方式进行宣教，体现了学生们

的创新能力，扩展了口腔健康教育的形式。

在问卷调查中，87.5% 试验组的学生认为教学

形式新颖，80.0% 的学生认为模拟宣教更有利于激

发学习兴趣，82.5% 的学生认为需要将模拟口腔健

康教育增加到目前的预防实践课程，表明了学生对

此次教学改革的充分肯定。

综上所述，本项目通过模拟口腔健康教育，增加

口腔健康教育对象的类型，提升了学生口腔健康教育

的综合实力。利用“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模式，提升

学生学习的兴趣、自主学习的能力及创新的精神，为

进一步构建特色口腔健康教育体系提供重要依据。

表 2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x±s，分）

成绩 试验组（n=80) 对照组 (n=79) t P

理论成绩 38.88±3.55 38.68±3.13 0.376 0.707

实践成绩 44.87±1.43 41.43±1.37 4.897 <0.001

表 3  试验组对研究性学习结合模拟宣教的教学评价

项目 同意（n/%） 一般（n/%） 不同意（n/%）

教学形式新颖 70/87.5 7/8.8 3/3.7

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 64/80.0 13/16.3 3/3.7

需要将模拟口腔健康教育增加到目前的预

防实践课

66/82.5 11/13.8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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