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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是一个教、学和培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知识、经验、技

能、品质、责任和价值观不断进行整合，使学生能够独立行医。 

                                          ——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GMER） 

GMER (Global Minimum Essential  

Requirements in Medical Education ) 

一、医学教育的发展趋势——医学教育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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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与社会医学 
 人文科学（素养） 
 基本的生物医学知识 
 一般的临床技能 
 临床决断能力 
 沟通能力 
 医学伦理 

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 
（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 

Basic Medial Education WFME Global Standards for Quality Improvement, 2003 

医学院评估目标 



我国医学教育 “5+3”模式 

（2-4年） 

专科医师 
+ X 

5+3+X医学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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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curriculum 
 

科学的课程设置 

University  

Based 

以大学为基础 

Problem based 

learning 
 

基于问题的学习 

Academic  

Centers 

学术中心 

Competency 
driven:  

local-global 
胜任能力培养 

地方→全球视角 

 Health 
education 
systems 

 卫生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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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2000+ 

20世纪医学教育 Three generations of reform 

    以学科为基础    以问题为中心 以系统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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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的艺术 

二、课堂教学的艺术 

口齿清楚，声音洪亮，语速适中； 
观点明确，论证严密，逻辑性强； 
胸有成竹，充满自信，友善和蔼； 
敢于交流，善于交流，积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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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防御条件反射实验 

灯亮后20，金鱼须穿梭到对侧，否则将遭到电击 

课堂教学1——认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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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一次性被动回避反应实验 

    将小鼠尾对门洞放在踏板上，待其进入箱内后立即给予电击，
5min后将小鼠取出。三天后再将小鼠放在踏板上，检测小鼠进入箱
内前在踏板上停留的时间，即潜伏期。 

课堂教学1——认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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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性条件反射 

操作性条件反射 

课堂教学1——认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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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宾浩斯记忆保持曲线 

课堂教学1——认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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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心理学家艾宾
浩斯(H.Ebbinghaus)

研究发现，遗忘在
学习之后立即开始，
而且遗忘的进程并
不是均匀的。最初
遗忘速度很快，以
后逐渐缓慢。  

课堂教学1——认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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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2——知识技能 

碗与桶 

碗与桶 



www.njmu.edu.cn 

课堂教学2——知识技能 

吃草与挤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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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3——沟通表达 

网与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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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3——沟通表达 

transfer your ideas 
to other’s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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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葡萄不吐
葡萄皮儿；
不吃........ 

这个.....那个.....嗯..... 

课堂教学3——沟通表达 

语言训练 

思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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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通过它生成她再影响到
that one，然后在this存在
的情况下it would cause所有
这些不存在。所以，这很简
单，没有什么多讲的....... 这
下你们懂了吧？ 

要言之有物 

课堂教学3——沟通表达 

名词与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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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3——沟通表达 

照本宣科，读PPT 

眼睛不敢与学生交流 

只顾自己讲，不与学生互动，不顾学生反应 

讲得太多，生怕遗漏 

即时反馈 

教学互“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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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4——教学设计 

重点 & 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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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4——教学设计 

表达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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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扩张→血压↓ 

用水高峰→水压↓ 

课堂教学4——教学设计 

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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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4——教学设计 

第一心音发生在心缩期，
音调较低，持续时间较长，
在心尖搏动处听的最清楚。
在心脏收缩期，心室壁突然
绷紧，房室瓣关闭和射血引
起的大血管扩张及涡流所引
起的震动，是第一心音的主
要成份。因此，通常可以用
第一心音作为心室收缩的开
始标志。 

第二心音发生在心室舒张
期，音调高持续时间较短。
第二心音主要与主动脉瓣和
肺动脉瓣关闭有关，可以作
为心室舒张开始的标志。 

抽象→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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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    状 

四条边，四个角，90
。
内角 

无角，对称，面积大，周长小 

三只角，三条边，稳定 

海星样，夹角72 
。
，镜面对称

 

课堂教学4——教学设计 

文字与图形 



人血清Ig的ELISA夹心检测法 

1、将兔抗人Ig吸附于96孔反应板底 

2、洗涤去除未吸附的抗体，加入Ig标准品及待检血清 

      37℃孵育2小时 

3、洗涤去除未结合的样本，加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 

      抗人Ig单抗，37 ℃孵育2小时 

4、洗涤去除未结合的酶标抗人Ig单抗，加底物显色 

5、加浓硫酸终止显色反应，上光密度计读取光值A 

6、以人Ig标准品的不同浓度及其相应的吸光值为参数 

      作图，绘制标准曲线 

7、以待检血清的吸光值A在标准曲线上查得相应Ig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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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埋抗体,洗 

① 
加抗原,洗 

② 

加酶标抗体,洗 

③ 
加底物显色 

④ 

人血清Ig的ELISA夹心检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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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50%                 80%   English 

BEST 

BETTER 

GOOD 

ACCEPABLE 

WORSE 

中文 英文 Percentage of English 

saddle 

课堂教学4——教学设计 

中文与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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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教材， 

中文讲解， 

中文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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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xtbook, 

English Explanation, 

English Term 

 

 

 

中
文

名
词

及
重

点
解

释
 

中文为主80％，辅以英文20％ 
    English Lecture 80％， with 

Chinese Term & Explanation 20％ 

20％ VS 80％ 

课堂教学4——教学设计 

中文与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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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恰当的方式和顺序讲授基本的核心知识 

激发学生的兴趣，启发学生的思考 

不必拘泥于教学大纲 

不必拘泥于教科书上内容 

不必拘泥于教科书上先后顺序 

  基本原则和要求   

课堂教学4——教学设计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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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5——教学艺术 

张弛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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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5——教学艺术 

“留白”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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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食    自动取食 

提问、引导、示范、兴趣、探究  

Teacher is a coach 

课堂教学5——教学艺术 

留下自学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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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5——教学艺术 

留下想象的空间 

画西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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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ered fluid & ion 
balance 

 Hyperthermia 

 Depletion of muscular 
fuel stores 

Fatigue Response During Prolonged 
Submaximal Exercise 

课堂教学5——教学艺术 

PPT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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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letion of phosphagen pool 
(ATP and CP) 

 Reduction in intracellular pH 

 Accumulation of end-products 

Fatigue In Response To 
High-Intensity Exercise 

课堂教学5——教学艺术 

PPT赏析 



www.njmu.edu.cn 

Innervation of the Heart 

课堂教学5——教学艺术 

PPT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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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5——教学艺术 

PPT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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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5——教学艺术 

PPT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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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课  

 授课  

 总结  

PPT赏析 

课堂教学5——教学艺术 

抓好课堂教学的三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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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研究进阶——引导自学 

从Teaching 转向Learning 

从知识传承转向信息管理与应用、新知识的发现与创造 

E-learning 自主学习平台： 

    师生交流平台：论坛、视频答疑 

    资源库：图片库、音视频库、文献库 

    案例库：编写、收集、整合、提炼，跨学科、近临床 

    过程控制：（作业、练习、讨论、自测、考评） 
 

教学双方都形成进一步学习、探讨的兴趣和愿望 

         医学知识形象而具体，
教师要通过一定的思路引导
学生把知识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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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研究进阶——引发思考 

以牙齿为例： 

 硬度、压强、数量、批次 
 智齿、龋齿、排列、咬合 
 半里半外…… 
 下颌关节…… 
 鼾症、面瘫…… 
 
引发思考的途径： 

 联系生活，联系实际（联系临床） 
 文艺作品、重大事件激发学生思考 
 经典科学实验、科学问题启发学生 
 “脑筋操”想象实验 
 生物进化 

激发起学生的兴趣和思考比传授知识本身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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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研究进阶——不断创新 

PBL（问题导向的学习）  

CBL（案例导向的学习）  

TBL（基于团队协作的学习）   

NBL/EBL（基于网络/电子化的学习） 

引入先进教学方法 

MOOCs（慕课、翻转课堂、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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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研究进阶——任务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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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研究进阶——教书的境界 

 剑术 

剑术 

人剑合一 

剑在心中 

心手皆也无剑 

教书 

教学相长 

师徒默契 

青出于蓝胜于蓝 

 

读书 

手不离书 

书在心中 

站在书本之上 

文化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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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教务处 高兴亚 2016年0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