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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肿瘤科临床带教过程中 PBL 教学法实践体会
杨霖，王笑民，杨国旺，樊庆胜*，赵文硕，雷勇，念家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北京 100010
摘要：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BL）教学法有助于提高学生在中医肿瘤科学习期间的主动学习能
力、团队交流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学生能够迅速掌握中医肿瘤科的专业
知识和临床技能。通过将 PBL 教学法应用于中医肿瘤科临床教学中，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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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Experience of PBL in the Process of Clinical Teaching of TCM Oncology Department
YANG Lin, WANG Xiao-min, YANG Guo-wang, FAN Qing-sheng*, ZHAO Wen-shuo, LEI Yong,
NIAN Jia-yun
(Beiji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method helps students improve their active learning ability, team
communication skills, organization skills, coordination skills, and the ability to solve clinical problems during
their studies in TCM oncology department. Students can quickly grasp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clinical
skills of TCM oncology department. The application of PBL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TCM oncology
department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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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习是医学教育的重要阶段，是医学生从

结合形成的一种案例学习方法[2]。有研究表明，PBL

学校走向工作岗位的桥梁，是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

教学法在肿瘤内科临床实习教学过程中，取得了良

相结合的过程，其主要任务是促进实习生将理论知

好的效果 [3] 。本文结合中医肿瘤学科临床特点，探

识应用于临床实践，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讨 PBL 教学模式在中医肿瘤科临床带教实践过程的

力，这个过程将直接影响医疗活动的效果。因此需

应用。

[1]

要有效的临床带教方法来指导实践 。

1 中医肿瘤科临床带教的特点

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

肿瘤科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其涵盖的知

PBL）教学法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医学教育中

识体系包括生理学、病理学、细胞生物学、药理

应用以来，在国际上广受重视。临床 PBL 教学是以

学、生物化学等，且信息量大，相关指南、共识等

临床实际病例为基础，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二者相

更新快，疾病错综复杂。一个合格的肿瘤科大夫，
从本科生到住院医师，要经过 5～10 年的培养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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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周期，才能较好地胜任工作需求。同时，肿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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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不仅要求掌握本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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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还要具备较好的内科、外科、妇科、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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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影像科等理论水平。中医肿瘤科是一门具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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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医肿瘤科 PBL 教学法的应用体会

医特色、基于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上探索肿瘤治疗的

肿瘤科的专科性和综合性决定了学生很难在短

学科，因此带教任务不仅仅要围绕现代肿瘤学，还

时间内全面、较好地掌握相关知识，授之以鱼不如

要结合中医理论。

授之以渔，通过 PBL 教学法实践，学生在轮转中医

对非肿瘤相关专业的学生而言，中医肿瘤科临

肿瘤科期间，提出问题，带教老师引导，学生积极

床带教的目的是通过临床学习，快速、较好地掌握

查阅文献，提高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培养了自主学

中医肿瘤科诊断及治疗的基本原则及常见恶性肿瘤

习技能，增强了获取知识的能力和技巧，迅速掌握

的治疗规范。而临床实习的学生主要存在以下 2 个

中医肿瘤科专业基础知识和临床技能。通过这种教

方面的问题：⑴基础知识薄弱：学生不仅西医知识

学模式，较好地启发学生，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遇

薄弱，例如对内科问诊、查体及病例书写不规范，

到肿瘤科相关问题，应该通过哪种途径去解决问

对内外科常见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及基本治疗手

题，同时激发主动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通

段欠缺系统认识，而且对中医治疗肿瘤模式更是迷

过分组讨论提高了学生团队交流、组织、协调能

茫，对于专科性较强的肿瘤学更是知之甚少。⑵学

力，让学生切实体会到团队协作的高效率，只有发

习周期太短：通常转科实习时间是 2～3 个月，在如

挥团队的协作力量才可以更好、更快地获取知识，

此短暂的时间内，面对信息量这么大的学科知识，

避免“闭门造车”的学习模式。而在相互讨论问题

很难较好地掌握，对于转科实习的重点和主要目的

过程中，学生们能够从讨论中发现新的问题、新的

欠缺深刻认识，很多学生在转科实习后期刚熟悉科

思路，激发主动思考的能力，相互竞争，共同进

室工作流程即面临出科，而学到的知识难以得到继

步，完善解决问题的方法。

续内化和巩固记忆。

4 小结

2 中医肿瘤科 PBL 教学法应用

PBL 教学系“以问题为基础，学生为中心，教

由科里进修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师、研究生、

师为指导的小组讨论及自学”的教学模式。在中医

实习医师组成讨论小组，12 人左右，每人轮流主持

肿瘤科带教过程中实行 PBL 教学法能够激发学生学

会议，每次会议讨论 1 个病例，带教老师参与，引

习中医肿瘤学的兴趣，鼓励学生独立建立学习目

导学生提出问题，以问题为基础去查阅相关文献。

标，通过查阅文献、小组讨论，确定患者中西医结

主持人介绍病例，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发病时

合治疗方案。与传统的教学方法比较，PBL 教学法

间、发病节气、现病史、既往史、个人史、婚育史

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 PBL 教学法在中医肿瘤学教

（月经史）、过敏史、家族史，以及体格检查、辅

育中，尚处初步阶段，还需要通过不断的探索和总

助检查、中医诊断（辨证）、西医诊断等情况。会

结，形成一套适合中医肿瘤学的 PBL 教学法，提出

议分 3 次讨论，第一次讨论：该病例发病情况、病

新的教学模式。

情变化以及风险因素，引起该病的中医病因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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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炳奎治疗恶性肿瘤“和其不和”学术思想探究
李黎，周雍明*，指导：朴炳奎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 100053
摘要：朴炳奎在继承“扶正培本法防治肿瘤”思想的基础上，对该理论进一步凝练，认为其核心内
容是“和其不和”，中医防治疾病应以“和”为至高原则：辨不和之证，“调为主”，“和为贵”，调
和以“致中和”。治疗恶性肿瘤时，“和其不和”具体体现在“调和”二字，包含调和阴阳、脏腑、虚
实、气血、经络等多方面，方能缓解临床症状，达到提高生活质量、延长患者带瘤生存时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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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iao Bing-kui’s Academic Thoughts of Malignant Tumor Treatment by “Regulating the
Imbalance of the Body”
LI Li, ZHOU Yong-ming*, Adviser: PIAO Bing-kui
(Guang’anme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53,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inheritance of the thought of “strengthening body resistance in tum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iao Bing-kui further refines the theory, and believes that the core content is “regulating the
imbalance of the body". He thinks that TCM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should regard “body balance”
as the supreme principle: telling the syndromes of imbalance, “regulating as the main method, “balance is the
priority”, regulating to “achieve balance”. During the treatment for malignant tumor, “regulating the imbalance
of the body” is specifically embodied in the “regulating”, contains many aspects including Yin-yang, Zang-fu,,
deficiency and excess, Qi-blood and meridians. Then the clinical symptoms can be relieved and the goals of
improving the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and prolonging patients lives with tumor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 Piao Bing-kui;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s; tumor; regulating the imbalance of the body;
academic thoughts
“扶正培本法防治肿瘤”是广安门医院肿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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