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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PBL教学模式在留学生全英《肿瘤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研究对象为六年制临床专
业留学生，对照组63名学生采用传统课堂授课形式，教改组59名学生采用PBL教学模式，完成全英肿瘤
学部分章节的授课，通过课后测验、问卷调查比较两组的教学效果。结果：教改组课后考核成绩优于对
照组(P < 0.05)；教改组认为PBL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学习兴趣、学习效率、批判性思维能力、知识获取
能力、文献分析及评价能力、临床问题解决能力、沟通协作能力(P < 0.05)。结论：在本科留学生全英《肿
瘤学》教学中采用PBL教学模式符合学情并能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对培养跨国实用型人才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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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BL teaching mode in the teaching of Oncology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ethods: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w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
six-year clinical major. In the control group, 63 students were taught in traditional classroom,
while 59 students were taught in PBL teaching mod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through after-class tests and questionnaires. Results: The evaluation result of teaching
reorganization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reorganization, PBL teaching mode is helpful to improve learning interest, learning efficiency,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knowledge acquisition ability,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ability, clinical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bility (P < 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PBL
teaching model in the teaching of Oncology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s suitable for the teaching
situation an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which can be serv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of transnational practic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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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校全英《肿瘤学》课程是一门特色学科，研究方向为肿瘤诊断及治疗，主要面对的是我校本科六
年制留学生，由肿瘤医学院承担具体教学任务。该课程系统地介绍了常见部位肿瘤的病因、病理、发生
发展过程、流行概况和诊断方法、治疗手段(外科治疗、放化疗、介入治疗、综合治疗等)，此外还就该学
科尚待解决的问题和研究进展进行补充讲解。在多学科诊疗大背景下，基于《肿瘤学》这一课程的特殊
性，本课程着力培养的是学生的综合能力，即对肿瘤常规诊疗临床综合应用能力。基于以上学情特点，
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在学生知识视野拓展、临床实践能力培养两个维度上并举。目前在留学生班中，全英
《肿瘤学》教学模式仍沿用了以 LBL (lecture-based learning)为主的在国内本科生中传统应用的教学模式。
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在广泛探索和实践中已被证实，存在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等可
持续发展的软实力方面关注、培养欠缺的情况，学生在遇到实际临床问题时，常出现无法自主寻求解决
方法的窘境。而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是以学生为中心的问题式学习模式，通过问题的提出，将专
业知识与学习兴趣有效结合，着重培养学生主动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是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法，
现已广泛应用在医学教育领域[1] [2] [3]。虽然 PBL 教学模式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但在漫漫教学
历史长河中该教学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实践和总结在不断改良。第一波 PBL 研究(两极分化：
1990~2000 年中期)关注或回答“PBL 有效吗?”及其结果，然后研究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并有很大争议。然
而，这种争议反而促使教研人员更努力地寻找新的方向来解决这个难题。这些努力促成了第二波 PBL 研
究(从结果到过程：2000 年年中到 2010 年年中)，聚焦于“PBL 是如何工作的?”其研究目标是调查实施
成分的影响，如评估格式或单一与课程范围的实施。第三波(专业化：2010 年年中及以后)的 PBL 研究聚
焦于“PBL 如何在不同的特定环境下工作?”这些研究拓展了我们对 PBL 在不同背景下如何表现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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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从而拓宽了我们的视角[4]。基于 PBL 教学模式的改良，加之留学生具有英语语言优势且思维比
较活跃，所关注的问题往往不局限于课本所涉及知识，主观上愿意使用更广泛的上线教学资源作为辅助
学习手段，因此 PBL 教学方式应当在留学生医学教育中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本研究旨在探索 PBL 教学模
式在留学生全英《肿瘤学》中的应用效果，为该模式在其它学科专业全英授课提供参考。

2. 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和研究设计
研究对象为我校 2014 级和 2015 级全英班留学生。其中 2014 级 63 人，2015 级 59 人，共 122 人，
采用病例究设计，即入组学生分为两组，2014 级采用 LBL 的授课方式(对照组)，2015 级采用 PBL 的授
课方式(教改组)，最终评价上述教学方式的差异。

2.2. PBL 教学过程
2.2.1. 教学章节选取
选用全英《肿瘤学》the role of Radiology in Oncology 这一节内容，内容主要包含的是《肿瘤学》中
个论所涵盖的放射肿瘤学。在 PBL 教学上，授课教师在课前根据教学大纲要求设计 PBL 教学案例，而
LBL 采用的是传统单向讲授的教学模式，2014 级、2015 级两个年级的授课方式分别为 LBL、PBL。
2.2.2. 教师案例引导
以临床实际案例为锚点，叙述患者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检查阳性结果及重要阴性结果，着重用多媒
体将患者相应的影像学资料(B 超、CT、MRI、ECT、PET/CT 等)按不同检查方法、序列进行播放，并提
出相应的临床问题。
2.2.3. 学生分组讨论
从每 5~6 名留学生中选取一名作为组长，每个小组长根据教师所设置问题组织本组学生进行讨论，
并负责对本组讨论中出现的不同观点进行记录，具体步骤为(举例说明)：(1) 提出驱动性问题：如何对
CT 表现不典型小肝癌进行影像诊断；(2) 盘点知识库存：肝内占位性病变 CT 典型表现；(3) 梳理未知问
题：肝内占位性病变 CT 不典型表现、肝内占位性病变其它影像检查方法、不同影像检查方法优缺点、
肝内占位性病变 MRI 典型表现、MRI 适应症和禁忌症、普美显造影剂的临床应用；(4) 查找解决途径：
教材、网络(论文、标准、指南、共识、讲座)；(5) 记录突破成果：同一病例 CT 表现不典型但 MRI 表现
典型的现象识别、原理掌握。
2.2.4. 头脑风暴辩论
每个小组长代表本组上场，将本组上述 5 大步骤及相应讨论结果进行分享，在组长阐述完毕后，小
组成员进行补充，每个小组轮流发言。PK 小组可对自己指定的被 PK 小组展开 PK 赛，即向被 PK 小组
提出质疑点并提出相应的问题，被 PK 小组需即刻回答，若 PK 小组在过程中仍有疑问，由被 PK 小组的
小组长负责带领组员课后进行查询补充。整个过程均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仅需把握整体节奏和方向，鼓
励、调动学生辩论积极性，在旁记录学生辩论的论点、论据，只起启发和引导作用即可，避免成为主动
的知识传授者。

2.3. 观察指标
2.3.1. 课后考核
在教学结束后进行考核，两组学生命题一致。授课教师给出相同的 3 道病例分析题，两组学生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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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0 min 回答，以百分制为评分，记录学生的课后测试成绩。
2.3.2. 综合性评价
课后考核过后让同学们扫码匿名填写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涉及：教学模式接受度、教师授课满意度
及学习兴趣、学习效率、批判性思维能力、知识获取能力、文献分析及评价能力、临床问题解决能力、
沟通协作能力 9 大方面内容[5]。

2.4. 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计量资料以 x ± s 表示，采用独立检验。计数资料比较 χ2 检验，
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1) 学情我校 2014 级和 2015 级全英文班留学生来自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2014 级男生 26 人，
女生 37 人；2015 级男生 38 人，女生 21 人。两个年级学生国籍、性别无显著差异(P > 0.05)。
2) 测试成绩比较教改组课后测试成绩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1。
3) 两组综合性评价教改组学习兴趣、学习效率、批判性思维能力、知识获取能力、文献分析及评价
能力、临床问题解决能力、沟通协作能力、对教师满意度八方面均高于对照组(P < 0.05)。但对教学模式
接受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Table 1. Comparison of after-class examination resul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表 1. 两组学生课后考核成绩比较( x ± s ，分)
组别

n

课后成绩

教改组

59

81.10 ± 7.18

对照组

63

77.78 ± 6.10

t值

2.761

P值

0.007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proportion of 9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表 2. 两组学生 9 项综合性评价比例比较[n(%)]
组别

n

教学模式
接受度

教师授课
满意度

学习
兴趣

学习
效率

批判性
思维能力

知识获取 文献分析及 临床问题
能力
评价能力 解决能力

沟通协作
能力

教改组

59

48 (81.4)

55 (93.2)

50 (84.7)

53 (89.8)

56 (94.9)

55 (93.2)

52 (88.1)

51 (86.4)

51 (86.4)

对照组

63

44 (69.8)

45 (71.4)

38 (60.3)

40 (63.5)

35 (55.6)

44 (69.8)

28 (44.4)

40 (63.5)

41 (65.1)

χ 值

2.178

8.280

9.044

11.664

24.903

10.885

25.763

8.466

7.497

P值

0.140

0.004

0.003

0.001

0.000

0.001

0.000

0.004

0.006

2

4. 讨论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理想的教学方法应该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包括批判性思维、知识获取能力、实
践技能及终身学习[6] [7]。目前，PBL 在大量教学实践中被证实是符合上述要求的教学模式，作为“以学
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学生通过多种途径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获取知识的主动学习模式”已在世界范围
内普及，是学生学习和教学创新的主要研究领域[8]-[13]。特别是对于医学教育来说，每个患者诊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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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均需解决，而 PBL 正是符合了这样的培养逻辑，
即通过解决问题来培养相应的能力。
因此，PBL 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尤为重要。虽然该教学方法在世界上均已广泛应用，但本校《肿瘤学》
授课还是主要沿用传统的 LBL 授课模式。《肿瘤学》属于新兴课程开课时间不长，该课程具有一定的特
殊性，是为高年级本科生设计的针对性更强的临床学科，相较其它学科而言，肿瘤学更注重培养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另外学情背景也有其特殊性，本课程为全英课，学生均为本科六年级外籍留学生，其
中大多数学生原籍国的基础教育沿袭西方教育模式，在以往的学习过程中都或多或少接触到了 PBL 模式，
且留学生的独立性和积极性强的特点，也使他们比国内学生更好地适应这种新的教学模式。因此，将 PBL
教学模式引入全英肿瘤学势在必行。我们将本课程放置在大临床背景下，并鼓励学生从线上、下海量的
资源中获取信息，学生通过导师指导，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实践，从而帮助他们学习和理解这门临床学
科。例如，影像学表现不典型的临床肿瘤病例，如常规 MRI 显示不清或表现不典型的肝转移瘤，可以通
过普美显 MRI 等不同影像检查方案的选择达到诊断、鉴别诊断的目的。通过此教学模式，其课后考核成
绩优于对照组，即 PBL 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肿瘤学在患者诊断和治疗中的作用。除理论成绩提高之外，
还在临床能力培养层面得到了良好的收效，即通过 PBL 教学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效率、批判性
思维能力、知识获取能力、文献分析及评价能力、临床问题解决能力、沟通协作能力，从而促使学生获
得终身学习的能力，这使我们设计 PBL 的初衷得以印证。此外，PBL 教学还提高了学生对教师的满意度，
这对于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对实现教与学双赢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整个肿瘤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奠
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综上，PBL 教学模式符合学情并能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对培养跨国实用型人才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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