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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月蕴 师资培训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唐秋莎袁李新荣袁董 榕袁季 红袁王立新
渊东南大学医学院实验中心袁江苏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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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构建科学规范化的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责则燥遭造藻皂鄄遭葬泽藻凿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孕月蕴） 指导教师

（栽怎贼燥则）培训体系，对于有效并深入开展 孕月蕴 改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结合工作实践，阐述了
东南大学医学院 孕月蕴 师资培训的主要内容，并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该院开展 孕月蕴 师资培训工作的流
程。该院构建的 孕月蕴 培训体系，有望在兄弟医学院校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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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国家相关部委颁布的文件精神袁国内医学

思维以及关注沟通与协作意识的养成冶 的医学人

院校开启了野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冶的医学教育改

才袁 而积极开展 孕月蕴 教学改革是卓越医生培养中

革袁东南大学医学院作为获批教育部野卓越医生教育
培养计划冶的教改试点单位袁提出了野遵循生命轨迹尧
构筑卓越之梯渊蕴葬凿凿藻则 贼燥 栽燥责冤冶医学教育新理念袁围
绕野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冶袁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医
学教育改革袁 并针对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
渊责则燥遭造藻皂鄄遭葬泽藻凿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袁孕月蕴冤改革中的师资渊栽怎贼燥则冤
培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遥
咱员暂

不可或缺的方法遥 孕月蕴 教学理念与传统教学理念

有明显区别袁同样 孕月蕴 引导 栽怎贼燥则 也是一种全新的

教师角色渊表 员冤遥 构建规范科学的 栽怎贼燥则 培训体系袁
帮助教师转变教学理念袁合理定位袁运用 孕月蕴 技能

进行导学袁是 孕月蕴 教学改革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袁
也有望整体推动医学教育改革袁 将研讨型教学的
精神内涵拓展到教学活动的各方面咱圆暂遥

一尧栽怎贼燥则 培训对 孕月蕴 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旨在培养 野具有自主

学习与终身学习能力尧注重临床思维能力尧批判性

项目
教学理念
课程体系
教学形式
教学特点
教师角色
学习方式
考核方式
学生收获

表员

二尧栽怎贼燥则 培训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合格 栽怎贼燥则 的培训需要学院层面发挥核心作用袁

制定规范有序的培训方案袁 以帮助教师转变教学理

孕月蕴 教学理念与传统教学理念的区别

大课堂教学
以教师为中心
以学科尧教材为基础的综合型教学
大课堂尧教师授课
侧重于知识传授和获取
知识提供者渊栽藻葬糟澡藻则冤
被动式学习渊孕葬泽泽蚤增藻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冤
终结性评价渊杂怎皂皂葬贼蚤增藻 葬泽泽藻泽泽皂藻灶贼冤
掌握知识为主

孕月蕴 教学
以学生为中心
以案例为基础的综合型教学
小班化袁学生自我导向式尧互动式学习
侧重于能力培养和知识应用
学习的组织者尧引导者尧促进者渊栽怎贼燥则冤
主动式学习渊杂藻造枣鄄凿蚤则藻糟贼藻凿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冤
形成性评价渊云燥则皂葬贼蚤增藻 葬泽泽藻泽泽皂藻灶贼冤
掌握知识的同时提高综合素质

基金项目院教育部卫生部第一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项目咱教高函咱圆园员圆暂圆园 号渊怨圆冤暂曰东南大学教学改革研究
重点项目野医学类专业研讨型课程渊孕月蕴冤的顶层设计与组织实施冶渊圆园员园原园愿园冤曰东南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野规范化 孕月蕴 师资培
训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冶渊圆园员猿原员猿猿袁圆园员缘原员员猿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远原园远原圆园
作者简介院唐秋莎渊员怨苑员原 冤袁女袁江苏盐城人袁教授袁博士生导师袁研究方向为实验教学改革曰 王立新渊员怨远猿原 冤袁男袁江苏丹阳

人袁教授袁博士生导师袁研究方向为医学教育教学管理袁通信作者遥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406窑

念尧了解新的教学方法尧掌握新的教学技巧尧适应新的
角色遥 并通过提供便利的交流平台袁出台激励政策等
措施来营造浓厚的氛围袁 使教师能增强学习意愿尧完

第 缘 期 总第 苑远 期
20员远 年 员园 月

树立 孕月蕴 正确的理念曰掌握一定的指导技巧曰理解
栽怎贼燥则 在 孕月蕴 课程每一阶段的不同角色遥 盂孕月蕴 示
范教学视频遥 为了提高培训效率袁丰富培训形式袁给

善知识结构尧提升教学水平 遥 经过 缘 年的实践与不

参加培训的学员更加直观的感受与体会袁 学院 孕月蕴

训阶段尧猿 类培训层次尧源 种培训方式尧缘 个培训内容冶

用于 栽怎贼燥则 培训遥在教学视频中袁安排 员 名优秀 栽怎贼燥则

咱猿暂

断修正袁我院已成功构建涵盖野员 个培训团队尧圆 个培
的 栽怎贼燥则 培训体系遥员 个团队是指 栽怎贼燥则 培训与督导团
队曰圆 个阶段包括集中培训阶段与实践提高阶段曰猿 类

培训专家组设计并拍摄了规范化的 孕月蕴 教学视频

和 愿 名学生袁以某一设计好的案例为蓝本袁进行 孕月蕴
教学活动袁 进行后期的剪辑尧 配音袁 制作成规范化

层次分别指针对不同背景的 栽怎贼燥则渊临床尧基础尧高年

孕月蕴 示范教学视频遥 榆针对 孕月蕴 带教过程中经常出

训尧实践培训尧讨论式培训及观摩式培训曰缘 个培训内

见 员园园 问冶遥 并针对其中有代表性的问题撰写脚本袁

级学生冤 开展个性化培训曰源 种培训方式包括理论培
容包括 孕月蕴 理念尧 教师角色转变尧栽怎贼燥则 引导技巧尧
孕月蕴 案例以及 孕月蕴 评价与反馈遥
渊一冤准备培训材料阶段

淤栽怎贼燥则 培训讲义袁 涵盖了 孕月蕴 培训的主要内

容院包括介绍 孕月蕴 理念尧阐述教师角色与功能的转
变尧常用的 栽怎贼燥则 引导技巧尧如何编写 孕月蕴 案例以及
孕月蕴 教学中的评价与反馈遥 于栽怎贼燥则 带教指南袁主要

包含以下内容院第一章院什么是小组老师曰第二章院怎
样做一个合格的 栽怎贼燥则曰 第三章院栽怎贼燥则 带教指南曰第
四章院栽怎贼燥则 应该观察的项目曰 第五章院栽怎贼燥则 应遵守
的规则曰第六章院如何做个称职的小组讨论主席遥 带

现的问题袁进行梳理归纳袁最终汇总成野孕月蕴 教学常
拍摄成 野孕月蕴 教学中常见问题的教学视频冶袁 用于

栽怎贼燥则 培训遥 虞栽怎贼燥则 评价与反馈表袁 包括学生对
栽怎贼燥则 评价表尧孕月蕴 专家对 栽怎贼燥则 评价表尧栽怎贼燥则 自评

和互评表袁用于 栽怎贼燥则 的评价与反馈袁以便根据评价
与反馈情况及时调整培训方案遥

渊二冤制定并实施培训计划阶段
此阶段又分野集中培训尧实践与提高冶圆 个步骤
对 栽怎贼燥则 进行全面系统地培训遥 在集中培训阶段袁主
要通过开设培训班的方式进行集中培训袁 包括理论
培训与实践培训单元渊表 圆冤袁全程积极参与培训并
通过考核的老师最终获得培训合格证书遥 在实践与

教指南的编写目的是让接受培训的老师充分认识到

提高培训阶段袁 通常有以下四种方式院 随堂听课观

栽怎贼燥则 和教师渊栽藻葬糟澡藻则冤的不同曰及时转变教学观念袁

摩曰栽怎贼燥则 皂藻藻贼蚤灶早曰一对一指导曰教学督导与反馈遥

课程名称
专题讲座
理论
培训
单元
实践环节
实践
培训
单元

表圆

栽怎贼燥则 集中培训阶段计划

主要内容

学时

孕月蕴 教育理念
孕月蕴 案例
栽怎贼燥则 的角色与任务
栽怎贼燥则 带教

介绍何为 孕月蕴袁如何转变教学理念
介绍 孕月蕴 案例的作用及重要性尧撰写 孕月蕴 案例的原则
介绍 孕月蕴 中 栽怎贼燥则 角色与任务袁教师如何进行合适的转变
以视频方式展示规范化的 栽怎贼燥则 带教过程及常见问题

圆
圆
圆
圆

孕月蕴 评价与反馈
案例撰写实践
案例带教实践
孕月蕴 教学观摩实践

介绍 孕月蕴 评价与反馈的原则尧方法及我院 孕月蕴 评估体系
分组撰写案例尧交换评改案例尧介绍案例设计思路尧专家点评
解读案例尧分组 孕月蕴 案例导学尧专家观摩指导及点评带教情况
进入观摩教室观摩优秀 栽怎贼燥则 导学尧专家进行现场点评

圆
源
源
圆

渊三冤栽怎贼燥则 培训效果的调查

热烈袁课堂气氛活跃曰善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尧

每一次 孕月蕴 课程结束后袁栽怎贼燥则 与学生都需要

团队协作意识和沟通技巧曰孕月蕴 教学的小班化也使

进行网上评价袁 评价内容主要涉及 野合理安排 孕月蕴

老师能够尊重每位学生袁平等对待每位学生袁关注每

小组成员冶尧野把控讨论进程冶尧野充分熟悉并理解案

位学生的课堂表现曰也能够虚心接受反馈意见袁不断

例冶尧野有效调动积极性冶尧野正确评价与引导冶尧野发现

改进尧提高带教水平遥

问题的能力冶尧野课堂观察能力冶尧野课堂组织能力冶尧

此外袁栽怎贼燥则 培训带来的教学理念改变不仅仅体

通过对近 缘

现在 孕月蕴 教学改革本身袁同时也体现在医学教育的

培训的老师往往热爱 孕月蕴 教学袁能正确理解 孕月蕴 精

精髓理念的老师在教学方式上会更注重调动学生的

野自我评价与反馈能力冶 等几个方面遥

年网上评价结果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袁接受过 栽怎贼燥则

神袁富有激情袁善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袁课堂讨论

方方面面遥 如在传统的理论课堂教学中袁 领会 孕月蕴
积极性尧主动性尧参与性曰教学内容也更注重临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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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结合以及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曰学科考核也
更注重考核学生们的临床分析能力遥 此外袁教师还
将 孕月蕴 教学理念拓展至科研尧 实验教学等方面袁开
展了多项基于教师科研的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
渊杂砸栽孕冤项目及创新实验课程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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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者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 孕月蕴 的所有相关环节袁接

受过初期培训的教师在正式独立担任 栽怎贼燥则 之前袁
还有多次观摩和实习的机会去体验做 栽怎贼燥则 的感
受遥 此阶段的培训与现有 孕月蕴 课程的安排同步袁并
持续 猿耀怨 周遥 于在每次 孕月蕴 课后袁及时召开 栽怎贼燥则 会
议遥 在会上交流心得体会袁就本次 孕月蕴 课的开展情

三尧栽怎贼燥则 培训工作的特色与体会

况进行讨论渊内容涵盖 栽怎贼燥则 引导技巧尧学生参与讨

渊一冤个性化培训计划

论情况及反馈评价方式等冤袁并就各方面出现的问题

医学 孕月蕴 课程是基础与临床知识跨学科横向

进行总结袁提出改进意见遥 通过这种讨论袁帮助 栽怎贼燥则

好地在 孕月蕴 课程中实施导学袁我们根据老师不同的

教过程中遇到的困惑或棘手问题袁 都可以通过这种

整合尧跨时间纵向整合袁对 栽怎贼燥则 要求较高袁为了更

在引导技巧上得以丰富和完善遥 每一个 栽怎贼燥则 在带

学术背景袁建立了三支 栽怎贼燥则 队伍遥 一是具有医学背

交流互动从经验丰富的引导教师那里得到解答和指

背景袁同时也有一定临床知识背景遥 但由于不在临

深导师进行一对一指导袁通过全程旁听和观察袁给出

景的基础教师 栽怎贼燥则袁这些教师往往具备较好的专业

导遥 盂在新 栽怎贼燥则 的早期带教过程中袁学院会指派资

床一线工作袁无法深入了解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袁培训

积极的尧 具有建设性的改进意见遥 榆教学督导与反

时要适当增加相关疾病的诊断治疗进展案例遥

这

些教师的导学对象主要是二三年级的医学生袁导学的
孕月蕴 案例内容为野以医学基础知识分析疾病发生发展
过程尧机制及临床救治原则冶遥 二是没有医学背景的基

馈遥在现有教学督导组基础上袁学院专门成立了 孕月蕴

教学督导组袁由受过 孕月蕴 系列训练的教师担任遥 每
一位 孕月蕴 教学督导组成员每学期需听 猿耀源 位 栽怎贼燥则

的课程袁并且为全程听课袁以切实掌握并了解每一位

础教师 栽怎贼燥则袁 这些教师通常是生物或药学的专业背

栽怎贼燥则 的课堂引导情况袁 填写 孕月蕴 督导听课表袁对

适当增加相关医学知识的普及案例遥导学主要针对一

判断袁及时指出 栽怎贼燥则 在带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遥 为

景袁未经过系统的临床知识的学习或训练袁培训时要
年级的医学生袁导学的 孕月蕴 案例内容为野 探索生命的
奥秘袁激发了解生命功能的兴趣袁从而尊重生命袁热爱

生命冶遥 三是临床教师 栽怎贼燥则袁这些教师具备很好的临
床知识袁但导学过程中往往只注重疾病的诊断尧鉴别

栽怎贼燥则 表现以及整个 孕月蕴 课程进行情况作出正确的
了更好地开展工作袁在经历了一轮渊缘 年冤的 孕月蕴 教
学实践活动后袁在全院范围内进行医学院 孕月蕴 教学

实施情况的调查袁完成医学院 孕月蕴 教学实施情况的
调查报告袁并根据调查情况修正完善培训体系遥
渊四冤将医学教育理念融合于培训工作中

诊断尧治疗与预后袁缺乏与基础知识的衔接遥 因此在培

栽怎贼燥则 培训不仅仅服务于 孕月蕴 教学改革袁 还将

训时要强调知识的跨学科横向整合尧 跨时间纵向整
合遥依据临床教师在临床诊断与治疗上的优势进行培

其作为教师职业发展与学术提升的重要手段袁 使教

训袁主要面向高年级医学生进行 孕月蕴 课程导学遥 鉴于

师能及时接受教育教学新思想袁 在教学活动中始终

训袁使更多的临床专科医生进入 栽怎贼燥则 带教遥

入点袁整体推动医学教育改革遥全面贯彻研讨型教学

临床教师临床工作较忙袁我们深入到临床科室进行培
渊二冤培训学生 栽怎贼燥则

孕月蕴 课程是小班化袁自我导向式尧互动式学习袁

每个讨论小组 愿耀员园 人袁 根据目前在 孕月蕴 课程要求

的师生比比较高袁而医学院师资还相对缺乏袁师资结

保持活力袁不断改进和提高遥 即将 孕月蕴 改革作为切
的精神内涵袁逐步转变师生医学教育的理念尧医学教
学的方法袁 并让广大师生将研讨型教学改革的获益
逐渐辐射尧拓展到其他教学活动中去渊如教师的课堂
授课尧学生的学习方法等冤遥

构不合理等情况袁我们创新性采取临床医学七年制
学生助教制袁从临床医学七年制的六年级学生中招

参考文献

募综合素质高的学生袁经过系统的 孕月蕴 培训后成为

咱员暂

学生 栽怎贼燥则遥学生 栽怎贼燥则 的优势在于基础知识较扎实袁

于学生在讨论中的发挥遥
渊三冤将培训工作贯穿 栽怎贼燥则 带教全程

将 栽怎贼燥则 培训工作贯穿于 栽怎贼燥则 带教的全过程袁

通常有以下 源 种方式院淤随堂听课观摩遥 为了让受

念的卓越医生培养模式的思考与探索咱允暂援 中国高等医
学教育袁圆园员缘渊怨冤院员远原员苑袁员猿源

同时又正在临床实习袁基础与临床结合得较好袁了解
学生本身的学习情况袁在导学中和学生容易沟通袁便

王立新袁李新荣袁董榕袁等援 基于野蕴葬凿凿藻则 贼燥 栽燥责冶教育理

咱圆暂

咱猿暂

李翠兰袁戴惠如袁邓依凡袁等援 孕月蕴 教学模式在我国医学

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探讨钥 咱允暂援 基础医学教育袁圆园员源
渊员圆冤院员员园远原员员园愿

孙丹凤袁 房静远援 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 孕月蕴 授课教师
咱允暂援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袁圆园员猿袁员圆渊源冤院猿缘怨原猿远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