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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问题式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教学模式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它能够促进深度学习，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PBL 在临床带教中的应用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
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临床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团队配合能力以及对重要概念和理论的深层次剖析和
理解的能力。将 PBL 教学模式应用于肿瘤内科临床教学中，对肿瘤科临床实习生大有帮助。本文探讨
PBL 教学模式在肿瘤内科临床实习教学中的应用，以期为临床教学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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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Application of PBL Teaching Mode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Tumor Intern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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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is a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method, which can promote the
depth of learning, and play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The application of PBL in clinical teaching can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 abilities of self-study, problem solving, clinical think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teamwork,
and deep analysis and understanding of important concepts and theories. The application of PBL teaching model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tumor internal medicine can offer great help for clinical interns in oncology. This article
explored the application of PBL teaching model in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of tumor internal medicine, with a
purpose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clin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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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习是医学生从课堂学习迈入临床实际学

让学生走好这关键的一步，提高临床学习兴趣，培

习的第一步，是培养临床思维的第一课，如何能

养临床思维，对带教老师是一个考验和难题 [1] 。肿
瘤科作为一个专科，学生在校学习的肿瘤学内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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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于其他学科中，因此学生的肿瘤学知识体系并不

（黔科合人才〔2016〕4032 号）；五年制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完善[2]。问题式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改革（中医学）（教高函〔2015〕3 号）；中医肿瘤学研究生

教学模式自 1969 年在加拿大 Macmaster 大学首先试

工作站（黔教研合 JYSZ 字[2014]0181）；贵阳中医学院教学

行以来，得到了许多国家医学院校的推广和应用，

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贵中医教改合字[2014]21）；贵

其培养和发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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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主动查阅相关资料的能力 [3] ，归纳整理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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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与技能的能力，使零散孤立的知识片化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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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肿瘤内科临床实习教学过程中，学生应用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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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对案例实际问题进行分析，通过自学探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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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带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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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8]，时间分配大概为 20 min；随后带教老师发给

1 肿瘤内科学临床教学现状
传统的肿瘤内科临床教学滞后于肿瘤发展，实

每位同学第一幕（疾病发生过程），同学展开讨

习生实习以后不能够形成系统的思考问题和解决问

论，小组成员集思广益，分辨出关键信息和病人的

题的思路，其原因主要有 3 个。

问题，记录员把小组成员提供的信息和问题做好记

第一，肿瘤内科作为内科学的重要分支，除了

录，期间带教老师可以对学生未发现的关键问题和

具有一般内科学的共性之外，还有跨越多学科系统

知识点进行提问，时间分配大约 50 min；随后带教

相互交叉等自身特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肿瘤内

老师发给小组成员第二幕（体格检查），小组成员

科学尚无统一的专科教材和教学大纲，有关肿瘤内

根据临床检查、体格检查等信息获取更多判断信

科学的教学内容多分散在病理学及各临床学科如内

息，同时根据所涉及知识点展开讨论，时间分配大

[5]

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等的课程中讲授 ，因

概 50 min。第二次讨论课根据第一次讨论课中汇集

此，学生普遍存在知识结构不完整，对具体某种肿

的问题由本次课的主席主持，深入讨论，记录员做

瘤疾病缺乏一个整体的认识，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好发言记录及重点知识点汇总，时间分配约为 2 h；

不足。第二，肿瘤学科发展日新月异，肿瘤内科疾

讨论结束后带教老师下发第三幕（实验室检查结果

病病情错综复杂，治疗模式多种多样，包括化学药

及诊断结论），小组成员根据实验室检查等更多详

物治疗、分子靶向药物治疗、中医中药治疗以及免

细信息进行讨论，时间分配约为 1 h。第三次讨论

疫和基因治疗等，诊疗指南不断更新，新的抗肿瘤

课，根据第二次讨论中汇集的问题由主席主持分别

[6]

药物和新的疗法随着医学研究不断涌现 ，而零散

展开讨论，记录员做好发言记录，时间分配约为 2 h；

在各学科中的肿瘤内容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存在

讨论结束后，每个同学反馈学习心得，时间分配约

一定的缺陷甚至有错误的观点。第三，临床医学生

为 30 min，最后带教教师对本小组成员学习案例过

在肿瘤内科见习、实习周期较短，而肿瘤治疗周期

程进行点评，时间分配约为 30 min。

相对较长，学生往往只能接触到某一疾病某一阶段

2.2

PBL 教学中带教老师的角色与作用

的治疗过程，而无法对全部治疗和结果进行了解，

首先，由 PBL 案例撰写老师对带教老师进行培

对学生来说，全面和正确地运用肿瘤基础和临床知

训，让 PBL 带教老师了解案例的学习目标、关键

识，对肿瘤疾病做一个全面分析与综合判断，其难

词、课程安排以及每次讨论的学习重点、提示问题

[4]

度相当大 。

和带教注意事项等。PBL 教学正式开始前带教老师

2

应该认真备课，对教学目标和教学流程有充分的认

PBL 教学在肿瘤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PBL 教学案例以器官系统为中心进行撰写，选

识和准备，从而能够对学生讨论的进程、深度和广

择具有代表性的具体病例。以肝癌为例，案例中隐

度有很好的把握，使每个学习目标尽可能被涉及

含的内容包括肝脏解剖与组织结构，生理功能，肝

到。在讨论过程中，带教老师不能只坐在一旁一言

癌的流行病学、病因与发病机制、临床表现、体

不发，而要有效地使用提问来推动讨论的进程，调

征、相应的肿瘤学标记物、诊断与肿瘤 TNM 分

动每个同学的积极性，形成互动讨论，避免成为个

期、治疗与预后、最新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扩展问题

人轮流汇报，注重培养学生的探讨精神和团队精

[4]

等知识点 ，在案例中适当加入预防医学、公共卫

神。同时帮助学生提高专业素养、沟通技巧和社会

生、医患沟通等方面的内容，让学生在关注医学知

责任感。在整个案例学习结束后，带教老师应要求

[7]

识之余，潜移默化的提升综合素质 。

小组进行汇总 [9] ，帮助学生评价学习结果，带教老

2.1

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记录笔记，对学生表现给予评价，

PBL 教学安排
每个 PBL 案例通常分 3 次小组讨论课完成，每

次讨论课持续时间为 2～3 h 左右。第一次讨论课首

重点关注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参与讨论的质量[10]。
2.3

PBL 教学考核方式

先由带教老师进行暖场，接下来由学生自主推荐或

学生 PBL 学习考核成绩是由 4 个部分组成：课

者小组成员推选出主席和记录员，随后大家互相介

后作业，上课表现，小组成员之间互评，根据教学

绍认识，暖场的话题和主题可以尽量宽泛，其关系

案例的考试成绩。⑴课后交作业情况占成绩的

到后续案例讨论能否顺利开展，同学是否积极参

20%，由带教老师在每次讨论课后根据学生上交作

与，老师能否把握引导作用，带领同学进行案例学

业的情况和质量进行评分，从而保证每名组员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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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按讨论课提出的问题进行积极准备；⑵上课发言

的批判性思维、推理和权衡证据的能力。

情况占成绩的 20%，由带教老师在每次 PBL 课程当

4 结语

No. 4

中对每位同学的发言表现、探讨问题的积极程度进

PBL 教学模式的应用，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

行记录和评分，激励每名组员都能够在讨论课中积

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也培养了学生临床思维能

极参与小组发言与讨论；⑶小组成员互评占成绩的

力、总结归纳及逻辑推理的能力[11]，能够让学生在

10%，由小组成员之间根据组员的表现情况进行评

学习的过程中，将基础理论、临床知识与相关学科

价，以不记名的的方式提给带教老师；⑷根据教学案

知识有机的联系在一起[12]，显著提高了实习教学效

例出题考试占成绩的 50%，由教研室根据教学案例涉

果，为今后开展科研和临床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值

及到的知识点出题进行考试，主要由选择题、简答题

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和病例分析题等共同组成，从而监测学生通过 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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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今医患突出问题进行思考与判断，加强了学生

（修回日期：2017-05-02；编辑：魏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