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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t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 in Pathophysiology, which
was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and combined Basic Medicine with Clinical
Medicine. Methods: We chose the five-year period medical undergraduates in our university, who
enrolled in the year of 2012, developed comprehensive case-based teaching (CCBT) in large class
teaching, had Case-Problem Based Learning (CPBL) in small class teaching, and carried out comprehensive open experiments during the experiment teaching. The pathophysiology teachers participated in clinical (internal medicine) practice. We also applied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into the Pathophysiology teaching reform and set up a teaching mode which was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and combined Basic Medicine with Clinical Medicine.
Results: This model of education further stimulated students’ interest in study, enlightened their
creative thought, enhanced the initiative of students greatly and raised students’ abilities to think
and solve problems independently. At the same time, it improved the teachers’ teaching level, and
made this curriculum served as a bridge between Basic Medicine with Clinical Medicine. Conclusion: The pedagogical reform of Pathophysiology which was based on the idea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improved educational effect and was worthy to be applied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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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以转化医学理念为指导的基础与临床相结合教学模式在病生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方法：选择
我校2012级五年制医学本科生，在大班理论教学中开展综合式案例教学法，在小班理论教学中开展问题
式案例教学法，在实验教学中开展综合开放性实验，病生理学教师参加临床(内科)实践，将转化医学理
念运用到病生理学教学改革中，建立以转化医学理念为指导的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结果：该
教学模式进一步激发了医学生学习的兴趣，启发了学生的思维，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了学生
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更好地发挥了本课程的基础–临床的桥
梁作用。结论：基于转化医学理念的病生理学教学改革，提高了教学效果，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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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转化医学也称为转化研究，其核心是要将医学生物学基础研究成果迅速有效地转化为可在临床实际
应用的理论、技术、方法和药物，实现实验室到病房之间的快速通道[1]。我国现行医学教育体系一直存
在着基础与临床严重脱节等缺陷，要改革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传统医学教育模式，转化医学无疑是促进
我国医学教育改革最有效的途径之一[2]。
病生理学主要研究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和机制，是一门沟通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为
临床各学科的学习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在医学教育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病生理学教学中将基础
与临床紧密相结合，是病生理学教学的需求。因此在课程中培养转化医学的理念，以转化医学的理念指
导病理生理学教学改革是非常必要的。如何将转化医学的理念引入病生理学教学改革，我们做了如下尝
试。

2. 在病生理学理论教学中，建立以转化医学理念为指导的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教学改
革模式
当前的医学教育改革强调医学教育与临床应用的结合，从而解决基础和临床脱节的现象。而转化医
学理念强调基础向临床和临床向基础的双向转化思想，这种理念引入医学教育中即基础医学教育一定要
考虑临床应用，临床实践要及时反馈回基础医学教学中[3]。转化医学的出现，为消除基础与临床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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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障，加强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新的途径，我们以病生理学理论教学为契机，将转化医学的理念
渗透到病生理学教学改革中。

2.1. 大班理论教学中开展综合式案例教学法
综合式案例教学法(comprehensive case-based teaching, CCBT)又称基于案例的学习，是以综合式案例
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学生通过对特殊案例的分析，掌握一般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教学方法。病生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患病机体的功能、代谢变化及其机制，从而探讨疾病的本
质，为疾病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该课程理论性强，涉及面广，内容抽象，如仅采用传统的讲授法，学
生感到枯燥乏味，难以记忆，学习效果不好，学生积极性不高，因此在讲授过程中病例的结合利用显得
非常重要。
综合式案例教学是我国近年医学教育改革经常采用的新型教学方法，其最大的优点是能够引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欲望，提高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综合运用能力，最终可以达到提高学
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但综合式案例教学主要以小班授课或小组讨论为主，而目前大多
数医学院校学生人数较多，师资紧张，大班授课仍占主导地位[5]。
我们选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病理生理学》(案例版，第二版)教材，体现学校“早临床，多临床，反
复临床”的教学目标，并结合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实际情况，在五年制本科大班教学中实行综合式案
例教学改革实践。在病生理学教学中，教师在讲授一个新内容前，按照教学目的以案例版教材相应章节
中的标准化病例导入讲授主题，提出问题，并给学生一定的时间进行思考，让学生带着案例和问题进入
课堂学习，接下来教师进行课堂内容的讲授，结合相关病例的多媒体课件，将案例和授课内容穿插进行、
引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突出以问题为中心、以案例为主线的特点。
经过几年的授课实践，该授课方法已经得到学生、督导和学校的肯定，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在
授课后的学生座谈与调查问卷分析，大班综合式案例授课方式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求知
欲，锻炼综合分析能力，有助于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

2.2. 小班理论教学中开展问题式案例教学法
为了更好地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培养目标，目前在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生的病生理学理论课
教学中，采用了问题式案例教学法(Case-Problem Based Learning, CPBL)。通过让学生走上讲台，体验教
师授课的全过程，实现师生角色互换。采用 CPBL 教学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主动性，提高
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和理解能力，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6]。
CPBL 教学在实施中，大致可分成三个基本环节，即案例引入、案例讨论、概括总结。1) 案例引入：
任课教师选用上述已研制的 CPBL 教学案例，同时可介绍一些有关写作案例的感受、趣闻、轶事，以引
起学生的注意；也可运用其它一些手段来提醒学生予以注意的必要性。2) 案例讨论：可分 4 个不同阶段，
即开始、讨论疑难问题、提供备选方案及讨论如何实施。典型的案例讨论一般总是与下列问题的探讨联
系在一起的，例如，案例中的疑难问题是什么？那些信息至关重要？解决问题的方法有那些？作出决策
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决策最适宜？应制定怎样的实施计划？什么时候将计划付诸行动以及如何付诸？
如何进行整体评价？3) 概括总结：通过案例讨论引申出一定的结论，为后续的课堂教学提供准备。在这
个过渡阶段，可以让学生总结，也可由任课教师自己总结，说明案例中的关键点及讨论中存在的不足和
长处。在总结时要揭示出案例中包含的理论，强化以前讨论的内容，提示后续案例，给参与者以欢欣鼓
舞。汇报结束依次由授课教师、其他小组及本周内部成员作出评价，反馈教学效果，并及时解决出现的
问题，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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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BL 教学法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氛围轻松活泼，生动具体，通过互动的师生双方，真正
做到了教学相长、共同提高。通过多途径、多渠道客观教学效果的反馈，CPBL 教学法不仅使同学们印
象深刻，而且还能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加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并且在每次小组成员的合作中使
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逐渐增强，综合素质全面提高。CPBL 教学法作为基础教学与临床教学相结合的重
要教学手段，同时也是转化医学理念的体现。

3. 在病生理学实验教学中，开展综合开放性实验，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实验教学是医学教育中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在学生的实践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和科学创新能力培
养方面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病生理学实验教学中，减少了基础性、验证性实验的比例，大力
增加了培养科研创新能力的综合性开放实验的开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在综合性实验急性右心衰
竭中，首先通过复制急性右心衰竭的动物模型，观察实验前后的各项指标(血压、心率、呼吸、中心静脉
压等)的改变，并联系所学的生理学、病生理学理论知识分析变化的机制；同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急
性右心衰竭的救治措施，引导同学根据所学药理知识自行设计可行的解救方案，观察救治效果及指标的
变化，并分析急救机制；最后还结合动物实验的成败与临床病例相联系，讨论临床右心衰竭病人可能采
用的救治措施，结合临床心衰病例进行综合分析。
通过开展综合开放性实验，不仅促进了学科内容之间的融会贯通，巩固理论知识，而且将实验内容
联系到临床中，自主设计解救方案，有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践，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和创新
能力。

4. 病生理学教师参与临床实践
4.1. 加强专业教师临床实践是病理生理学理论教学的需要
病生理学作为一门医学基础理论课，其教学内容与临床医学有着密切地联系，作为病生理学专业教
师必须具备良好的临床医学知识和体验，包括临床理论和临床实践两个方面[7]。
本教研室教学中实行的 CCBT、CPBL，在讲述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临床知识，同时需要积累临床资料
用于组织和编写案例。而病生理学教师目前完全为基础老师，没有临床工作经验，缺乏临床处理能力。
因此，病生理学的部分专职教师分期分批去附属第一、第二医院相关科室(主要为内科)进行临床实践，主
要以病历观摩、参与查房、病例讨论等方式。通过进入临床一线参与实践，了解相关教学内容(如水电解
质代谢紊乱、酸碱平衡失调、休克、缺血–再灌注损伤、心功能不全、呼吸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肾
功能不全、脑功能不全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等)的临床诊疗新进展、新技术，避免书本知识与实际脱
节，将收集的第一手临床资料贯穿教学始终，典型的临床病例作为案例式教学的素材，进一步完善病生
理学教学工作。通过病生理学教师不懈努力地参与临床实践，不断地积累临床的知识和经验，并在实践
中发现临床热点问题，结合临床选题，满足临床需要，从而提高科研能力。这样不仅提高了病生理学的
教学水平，而且提高了病生理学的专业水平，也有利于转化医学的发展。

4.2. 加强专业教师临床实践是病理生理学实验教学的需要
病生理学又是一门关于疾病的实验性学科。为了探讨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及其机制，病生理专业教
师必须从事科研工作。所谓实验教学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对于病生理学实验教学来说，主
要为：开始从临床诊治疾病和流行病学调查的实践中发现并提出与疾病病因或发病机制有关的课题，然
后通过临床病人、动物模型、离体器官、培养细胞等进行实验研究，最终将所获得的资料和结果进行分
析、综合并返回到临床实践中进行验证以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例如，缺血会引起组织器官功能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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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临床实践发现：有时经过治疗已恢复供血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反而出现损伤加重的情况，故提出了“再
灌注损伤”的问题。后者发生机制如何，成为病生理学的实验研究课题。通过离体心脏等实验研究发现，
该机制与体内自由基水平升高及细胞内钙浓度增高有关，再经过相关验证证实，采用自由基清除剂与钙
拮抗剂可以减轻或避免再灌注损伤的发生，从而显著增加了许多存在缺血–再灌注过程的治疗方法如体
外循环心脏手术、冠脉搭桥术、器官移植术等的疗效。由此可见，病生理学实验教学中问题的提出、问
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临床，病生理学的实验活动与临床紧密相关，其实验研究成果能够为临床医学提供理
论和实践依据，使疾病的防治措施得到不断地改进，甚至发生重大变革。如果病生理专业教师不参与临
床实践，不接触病人和临床医疗人员，就不可能很好地了解疾病诊治中的难题，也不可能很好地开展具
有临床实际意义的实验研究项目，难以实现本学科探索疾病本质、促进疾病防治的科研宗旨。
笔者以为，病生理专业教师只有经常参与临床实践活动，才能够发现医学实践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从而加以研究、解决，才能让自己的理论、实验教学工作更好地结合临床实际，更有效地为临床服务、
为医学发展服务。
转化医学是医学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通过在病生理学教学改革中应用转化医学的理念，探讨和尝
试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或教学方法促进基础与临床的结合，解决基础与临床脱节的问题，培养学生的临
床思维能力。目前的研究还只是初步探索与实践阶段，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改进及提高。我们应全面理
解转化医学的内涵，强化转化医学意识，加强学科整合与合作，培养有转化理念的、有能力的、高素质
的应用型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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