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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病理学是研究疾病的形态结构、
代谢和功能等方面的变化，从而揭示疾病的病因、发病

机制、
病理变化和转归的学科。对于医学生而言，
病理学是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重要桥梁。
内容复杂、
机制抽象等特点，如何将哲学思维正确地融入到教学中
鉴于病理学教学具有概念众多、
以便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不仅对于病理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今后
将病理学的知识应用到临床疾病的诊疗也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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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是研究疾病的病因尧发病机制尧病理变化

管尧淋巴管等蔓延扩散至全身袁引起多个系统的转移

和结局转归的基础医学学科遥 对于医学生的教育而

性脓肿遥 由此可见袁正确认识局部和整体的联系袁才

言袁病理学是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和纽

能更好地掌握病理学的教学内容 咱圆暂遥

带遥 在病理学教学过程中袁始终贯穿了很多哲学观

渊二冤形态结构与功能

点和思想遥将哲学思维方法运用到病理学的教学中袁

器官尧 组织和细胞的形态结构是其功能的物质

对于帮助学生理解病理学知识尧认识疾病发生发展

基础袁而功能则是形态的表现形式遥形态结构决定了

过程尧提高学习兴趣以及将病理学知识应用到临床

功能袁一旦形态结构发生变化袁其功能必然随之发生

疾病的诊疗中具有深远意义 遥

变化遥 另一方面袁功能反作用于形态结构袁功能改变

咱员暂

一尧普遍联系的观点

会影响形态结构的改变遥 虽然病理学作为一门形态
学课程袁但必不可少地涉及到功能的教学袁不能把形

联系是指事物之间袁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

态结构看成孤立的遥例如袁肝硬化时形态上表现为肝

的相互依赖尧相互影响尧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关

脏质地变硬尧体积缩小袁显微镜下形成假小叶这一特

系袁需将普遍联系的观点融入病理学的教学内容中遥

殊结构袁引起了肝功能障碍袁而患者的临床表现袁正

渊一冤局部与整体的联系

是肝脏功能改变后的具体反映遥反过来袁肝脏功能改

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袁一个系统不是孤立存在

变袁包括代谢能力下降尧黄疸形成等袁又加速了假小

的袁必然与其他系统处于相互联系之中遥 病理状态

叶的形成袁促进了肝脏纤维化的产生遥 因此袁明确形

下袁局部病理变化可以通过神经和体液等途径影响

态与功能的联系袁 才能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疾病

整体袁而机体整体状态同样可以通过这些途径影响

的临床病理联系遥

局部病变发展遥 例如袁皮肤的化脓性炎症渊疖和痈冤袁

渊三冤总论和各论

在局部引起组织液化性坏死等病变形成脓肿袁影响

病理学总论部分介绍了多种基本病理变化袁包

局部皮肤的正常功能遥 局部疖痈可引起外周血白细

括细胞和组织的适应与损伤尧损伤的修复尧局部血液

胞升高尧发热等全身性临床表现袁严重时更可通过血

循环障碍尧炎症和肿瘤袁是不同疾病发生发展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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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遥 各论部分在总论学习的基础之上袁按照系统

存袁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袁主要方面决定了事物

阐述不同疾病的特殊规律遥 总论和各论之间相互联

的性质遥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

系袁密不可分遥 掌握疾病的共同规律袁有助于掌握疾

会相互转化袁事物的性质也会随之发生根本变化遥同

病的特殊规律遥 例如袁肺癌尧肝癌和肠癌袁其基本病

一个因素袁在某些条件下对机体有利袁而在某些情况

变都是恶性肿瘤袁有一定的共同规律袁但又因属于不

下却可以产生不利影响袁 引导学生在不同条件下抓

同系统袁构成了每个肿瘤的特殊规律遥 教学过程中

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析解决问题 咱源暂遥 例如袁讲解炎症

应注意相互关联袁讲授总论知识的时候要适当联系

这一章节中炎性渗出对于机体的影响袁 就要涉及到

各论部分袁做到生动具体地教学袁加深学生对总论的

矛盾的对立统一遥 首先要向学生讲授炎性渗出作为

理解袁讲授各论时要适当复习总论的知识袁做到前后

炎症的特征性病理变化袁 通常意义下对于机体具有

关联袁加强融会贯通遥

积极意义袁这就是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遥渗出液中的
液体尧蛋白质尧抗体尧纤维素尧白细胞等成分袁在炎症

二尧发展的观点

过程中各自具有不同的积极防御功能袁 发挥中和毒

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袁发展是新事物代替

素尧消灭病原体尧刺激免疫和促进组织修复等作用遥

旧事物的过程遥 疾病绝不是停滞不前的袁而是一个

当讲解完这部分内容之后袁特别提醒学生袁以上积极

动态过程袁会随着病程本身或是机体状态而发生不

作用的前提条件是野适当冶遥当这个条件发生变化时袁

同变化袁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病理变化遥 病理

即从野适当冶变成野过量冶袁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

学作为一门研究疾病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的学科袁其

面将会发生转化袁 对机体渗出则从积极转变成消极

研究方向之一袁结局和转归袁正是体现出疾病发展的

意义袁产生不利影响遥 在病理学教学过程中袁将对立

观点遥 在病理学教学过程中袁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袁

统一的观点贯穿其中袁 有助于学生一分为二地认识

如肝脏淤血就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 遥 在第一章介
咱猿暂

绍脂肪变时袁叙述肝淤血所致的脂肪变袁是首先发生
在肝小叶中央区的肝细胞遥在第三章介绍肝淤血时袁

炎症这类疾病的发生发展遥

四尧量变质变规律

则表述为肝小叶周边区肝细胞出现脂肪变遥 这种看

事物的变化和发展是通过量变和质变两种形式

似前后矛盾的文字袁正是体现了肝淤血动态发展的

表现出来袁两者既相互区别又 相互联系袁由此推动

过程遥 在教学过程中可将肝淤血分为急性和慢性阶

事物发展变化遥 当量变达到一定的野度冶袁必然引起

段袁急性阶段袁也就是肝淤血早期袁肝小叶中央区首

质变遥 疾病的发展也是从量变发展为质变的过程袁

先缺氧袁继而该区域的肝细胞发生脂肪变袁而肝小叶

在病理学课程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例子遥 如讲解

周边区暂时缺氧不明显袁故无明显病理变化袁这正照

肿瘤这一章节中异型增生和原位癌的概念袁 组织

应了第一章的相关内容遥 但是肝淤血并不是静止不

从非肿瘤性增生发展到癌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袁而

前的袁而是动态发展变化的遥 如果急性阶段没有得

是经历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遥 组织首先发生非肿

到治疗袁发展到慢性阶段袁此时肝小叶中央区由于持

瘤性增生袁进而出现少量异型细胞袁这就是轻度异

续缺氧袁肝细胞从相对较轻的脂肪变发展为相对较

型增生遥 如果疾病进一步发展袁则异型细胞数量越

重的坏死袁肝小叶周边区也开始缺氧袁从无明显病理

来越多袁 相继出现中度和重度异型增生遥 尽管如

变化发展为肝细胞脂肪变袁这正照应了第三章的相

此袁此时的增生仍属于量变的范畴袁尚未达到原位

关内容遥 由此可见袁随着肝淤血的发展袁肝小叶中央

癌的诊断标准袁没有发生质的改变遥 如果疾病再进

区和周边区的肝细胞都在随之发展变化遥 如果孤立

一步发展袁则会由重度异型增生发展为原位癌袁此

地讲解肝脂肪变和肝淤血袁学生就较难理解肝小叶

时的增生已积累足够数量的量变袁 完成了量变转

中央区和周边区的变化袁甚至会感觉无所适从遥 所

向质变的过程袁病变的性质转变成癌遥 在教学过程

以袁将发展的观点运用到病理学教学中袁有助于教师

中需要将量变质变规律融入其中袁 指导学生正确

将问题阐述清楚袁更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把握疾病发

看待异型增生这种病理状态袁 既要认识到此时为

生发展的规律遥

尚未发生质变袁但又不能掉以轻心袁因为足够程度

三尧矛盾对立统一

的量变必然会引起质变 咱缘暂 遥

综上所述袁 病理学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

矛盾是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既对立

揭示疾病本质的学科袁蕴含非常丰富的辩证法素材遥

又统一的关系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依

病理学教学中应用上述哲学观点讲解疾病的病因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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