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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a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reformation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system, how to culture undergraduate interns better than before, and how to
build up a good medical research thinking and style before working and going on postgraduate are
very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ng quality of clinical research and even improve medical
research in our country. As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university, our hospital has a
good resource and platform of medical research.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the guidance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undergraduate interns to participate in research activities during spare time of
working by us, I and my colleagues have summarized some experience for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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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随着医学科技发展和本科教育体制的逐渐改革，如何对本科实习生人员进行合理的培养，使他们
能够进入工作岗位或继续攻读研究生前，建立起良好的科研思维、科研积极性和科研作风，对加强临床
科研素质的培养乃至提高我国的医疗科研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我院作为医科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具有
良好的科研资源与平台，作者结合自身及周围同事几年来在检验工作之余指导本科生实习生参与科研项
目的经历，总结了一些体会，供检验同行借鉴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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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随着医学科技发展和本科教育体制的逐渐改革，如何对本科实习生人员进行合理的培养，使
他们能够进入工作岗位或继续攻读研究生前，建立起良好的科研思维、科研积极性和科研作风，对加强
临床科研素质的培养乃至提高我国的医疗科研水平具有重要意义[1]。由于检验医学学科本身起步较晚，
检验工作机器化的特殊性，科研创新研究不足，科研意识欠缺，整体科研水平相对薄弱[2]。我院作为医
科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积极鼓励具有主管以上职称硕士以上学历的职工申报科研项目，并通过带教、
参与等方式使学生积极加入到教师科研实验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使学生参与实验结果总结、数据处理、
论文撰写、投稿、毕业课题设计、查新等科研基本素质的系统性训练，使学生熟悉科研的基本过程，具
备科学研究的基本能力，从而完成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作者结合自身及周围同事几年来在检验工作之
余指导本科生实习生参与科研项目的经历，总结以下几点体会。

2. 带教老师在检验教学理念上、临床检验工作实践中重视实习生的科研素质培养
理念的培养是启发兴趣的前提。临床实习是检验医学本科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黄金时期，因此，在学
生实习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们要始终倡导把科研理念的灌输、科研素质的培养作为重要的教学任务来抓，
对实习学生加强专业知识、临床技能与思想教育的同时，使学生明白实习阶段有系统的科研素质训练、
实践和培养对于其未来专业发展的重要性[3]。并通过已毕业师兄姐们的优秀例子及丰富的科研成果来激
发学生自觉参与到老师的科研培养中，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由理念的介入逐步转化为自主
的参与。
科研创新意识来源于临床实践[4]。在临床检验工作实践中，教师在讲解各种检验方法的检测原理、
临床意义、技术方法干扰因素以及临床工作中常遇到的问题等内容时，要循序渐进的诱导学生从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中探索问题、发现问题、总结问题，将关键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抛砖引玉出一个待探索的
方向，再以讲故事的逻辑方式综合形成一个研究课题。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总结
问题，并且探索如何解决问题，这种功底的培养不仅对一个本科实习生毕业课题立题、课题设计具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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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启迪作用，也对学生以后的科研创新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3. 带教老师积极鼓励检验实习生多渠道参与科研活动
3.1. 鼓励学生参与专题学术讲座、学术交流以激发学生科研兴趣
我院为广西最大的综合性教学医院，每年举办大量的国家或省级继续教育项目，同时也会邀请区内
外检验界知名专家学者来我院进行专题知识讲座，这些都是增长知识的好机会。我们每年会积极鼓励或
安排检验本科实习生参加学校、医院或科室组织的至少 1 次的专题学术讲座或学术交流，特别是相关学
科或交叉性学科的学术交流活动，针对检验医学的现状、现有检验方法和技术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未来
的发展趋势以及最新的进展等方面谈谈自己学习后的感悟，以此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启发学生的科研
思维。同时也通过介绍本科室的主要研究方向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和荣誉，从而激发本科实习生学生参
与科研的兴趣和热情。

3.2. 鼓励学生参与实验室的短期学习以加强学生科研思维
院校的实验室是从事科研的主要活动平台，良好的实验室硬件设施也为培养创新型检验医学人才创
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目前我院已建有独立的科研实验中心，拥有较为完善的实验仪器设备，面向全院
职工、学生免费开放，依靠这个良好的平台，为检验教师承担、完成科研项目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可
利用实习生的节假日及休息时间，带领有兴趣的学生参与到教师的实验中。让实习生了解、认识老师的
研究内容和采用的技术方法，脱离书本上枯燥空洞的方法学概念，走入实践，启发科学问题的探索，激
发学生对科研的热爱，培养并筛选有潜质的学生参与教师更深层次的科学实验，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研究。

3.3. 鼓励学生参与科研论文撰写增强学生科研积极性
目前大部分高校真正能投入到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专项中的资金是远远不够的[5]。一般情况下，学
生最易取得的科研成果就是在教师指导下完成并公开发表具有一定质量的学术论文，这对学生内心会产
生很强的正向驱动性，积累科研自信心，进一步增强学生对科研的兴趣。我院针对本院教职工发表的中
华牌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以及 SCI 收录论文，均有不同程度的奖励。获得奖励的教师基本会在相应的奖励
中拨出部分对参与实习生付出的工作量给予资助，这不仅有效缓解学生的生活补贴，还触动其加入科研
的积极性。此外，还可以根据参与发表论文的质量和数量每年评选出优秀科研教师或实习生，并给予一
定的奖励和补贴，利用完善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教师和实习生的创新意识和成果产出，更有效地激励
学生自觉的加入科研工作中。

4. 带教老师在科研实践中训练本科实习生的科研综合素质
4.1. 从文献检索、阅读能力开始训练
文献的检索与阅读是进行科研工作的基本技能[6]。本科理论学习阶段已经过文献检索的基础学习，
学习领悟强且肯于钻研的学生在这方面具有更加良好的文献检索功底。我们每年会邀请或安排文献检索
能力强的硕士学生帮忙安排至少一次文献检索与阅读的专题授课，详细介绍目前对于文献检索的资源和
常见的几种方法，重点介绍我校电子图书馆现有免费开放的文献数据库和检索方法。通过实际操作及 PPT
演示让实习生熟悉和掌握文献检索的基本技术和方法。同时，学习结束后安排一个课题，让学生自行上
网查询相关文献，阅读文献，并汇总出目前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或者写出一篇有关的文献综述。此方
法不仅训练硕士研究生的教学表达能力，而且对培养本科实习生文献检索与阅读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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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很好的了解相关学科和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4.2. 从本科实习生毕业课题的立题和设计着手
本科生毕业论文既是教学计划中的重要考核环节，也是锻炼和提升学生科研能力的良好机会。毕业
论文是大学生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是大学生科研能力如科研创新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搜集和处理资
料能力等的综合体现[5]。一个科研课题的立题和设计是否有价值，首先要看他是否有创新性和科学性[3]。
针对临床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和带教老师的研究方向，结合学生本人的兴趣，让学生选择与相关的带教老
师探讨，凝练出自己的研究方向，带教老师再组织学生查阅文献、阅读文献。让学生直接参与到带教教
师的科研课题中、具体实验来，每个带教老师指导 2~3 名本科生，让本科生前期掌握的理论、动手技术
在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中得到发挥。学生在担任教师科研的助手同时又完成自己的论文，这样的高起点
锻炼不仅仅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和提高研究技能，更为关键的是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7]。再
者，通过本科生直接参与教师科研工作，也能有效地缓解附属医院教师教学、临床工作任务繁重，不能
兼顾科研工作的这一突出矛盾。

5. 带教老师根据本科实习生毕业后不同的追求和方向适当地调整培养方式
带教老师通过平时与学生接触过程中，对其学习经历、自我追求及毕业后去向也有较清晰的了解，根
据不同的学生适当地调整培养方式和要求。如学习基础好，科研悟性高，有自己独到的科研思维或毕业后
有意向继续攻读硕士、博士的同学，带教老师会侧重培养，让学生努力尝试自己的科研思路，支持并提供
一定的实验平台和经费让其勇于探索和钻研。对于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的学生，则特别培养其大量阅读英
文文献的能力，在文献中发现科学问题，形成自己的思路，并指导其如何撰写标书、论文，开展科研工作。
而学习基础较差，科研兴致不高的学生，则注重在临床实践中培养其发现问题，从而通过查阅资料解决问
题，如此循序渐进培养其科研兴趣，而非一开始便给学生一个题目就要求他交出一份研究方案或立项依据，
或强制其跟随老师开展实验等此类生硬方式，这些反而使其厌烦，达不到真正培养的目的。
医学高等院校的教学与科研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
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8]。通过以上这些多方面的锻炼和实践，在检验医学本科实习教学中形成了有
创新的科研优势，使我院很多本科生毕业时已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创新精神，甚至一些本科生在读期
间就能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SCI 论文。在随后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已能独自查阅文献、探索前
沿方向、撰写科研课题、申报并获得一些课题如创新课题、开放课题等，还能帮助导师完成基础实验。
这些科研基础的建立，为其以后科研工作之路奠定了良好的路基，值得推广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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