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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争鸣·

问题导向学习法在临床医学科研型
研究生教育中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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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问题导向学习法已成为目前西方医学教育的主流模式之一，其在培养学
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以及自我学习能力等方面有极大促进作用。本文结合自身实
践，就问题导向学习法在临床医学科研型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应用及相关问题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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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blem-based learning has been widely employed in medical educa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it is considered to promote students analytical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and foster independent learning. In this article, we have reflected on our experience and
discussed some relevant problems related to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academic postgraduate
clinical medicin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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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生教育在我国经过近 30 年的实践，

习”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

无论在规模还是培养质量上都已取得了长足进

导向学习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是以

步。研究生教育属于精英教育，而医学又是一门

问题为起点，以学生为主体，旨在培养学生独立

实践学科，这就要求各专业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

解决问题及获取相关知识能力的一种教学模式 [1]。

程中不单传授知识，更应注重培养学生“自我学

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实践，PBL 已广泛应用于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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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各层次的教学中。本文结合自身实践，就 PBL

有固定教材，从而也就摆脱了对学生掌握固定知

在临床医学科研型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应用及相

识点的限制；再者，目前国内临床医学研究生尤

关问题进行论述，以期对今后临床医学科研型研

其是科研型研究生培养仍多以课题为中心，而研

究生的培养提供经验借鉴。

究生在课题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
遍性，这就为导师进行 PBL 教学提供了基本思

1 PBL理论与实施模式

路——即以问题为起点，引导学生自我学习，逐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神经病学教授 Howard

步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Barrows 秉持教育家 John Dewey 对于学术知识的

已就 PBL 教学包括在研究生层次教育中进行了较

认知过程理念，结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创建了

多实践。杨肖军等报道 PBL 联合标准化患者可显

PBL 并将其首先应用于医学教育

[2-3]

。经过半个多

著提高医学规培生（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诊断技

世纪的发展，PBL 已呈现出多种不同的教学模式，

巧和临床思维能力 [8]。蒋佳志等研究也显示结合

但其基本特征包括：一是以问题作为学习与教学

循证医学思维的 PBL 教学模式可显著增强专业学

的起点 ; 二是使学习者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学习

位研究生的临床分析能力 [9]。

新的知识 [4]。

问题是 PBL 教学的起点和基础，因而问题

PBL 的实施模式有多种，视教学内容与课程

设计在 PBL 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5]。对

目标而变化。1985 年，Barrows 教授将 PBL 的实

于研究生层次的教育，这些问题首先要有一定的

施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问题分析阶段、资

深度和广度，应对学习者有一定的挑战性和启发

料收集阶段、综合阶段、摘要阶段及省思阶段

[4-5]

。

性，具有足够的复杂度，可以引导学生有效思维；

后来 Cooke 等多位学者对 PBL 的实施模式进行了

其次应是开放性的，没有固定答案，能够允许学

补充与发展，但其基本过程仍遵循于 Barrows 教

生自由探索，可综合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概念，并

授所划分的五个阶段。

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归纳分析，总结出解决问题的

2 PBL在临床医学科研型研究生教育
中的实践

思路；再次应具有可实践性，从而使学习者获取
的新知识和能力可以在随后的工作实践中得到应
用和检验。依据以上几点要求，我们针对不同培

医学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有着本质的不

养阶段的临床医学科研型研究生设计了相应的问

同。医学本科教育尚属基础教育，注重培养学生

题。比如，对于已结束课程学习初进入科研训练

的理论基础知识，教育模式以课程教学为主。医

阶段的硕士生，其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即是进行课

学研究生教育则是我国医学教育结构中的高层次

题论证和开题报告，对此，导师可提出相应的学

教育，培养的是专才，要求毕业研究生掌握独立

习议题如科学猜想验证、实验分组设计原则、数

学习、科研及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因而其

据统计学处理及结果分析等。而在问题的具体设

培养模式不能单纯延续本科教育的路线。经多年

置上，导师可结合自身在研课题，围绕学习议题

的实践，PBL 已逐渐成为我国医学教育模式改革

如科学猜想验证，引导学生独立进行具体的实验

的趋势。但就现实条件而言，PBL 在国内医学本

方案设计。

科层次教育中并未得到充分推广

[6-7]

，客观上，

基于研究生培养的现实情况，我们在 PBL 教

PBL 教学所需的教师数量数倍于传统教学模式，

学实践中采取的教学模式主要是专职教师模式，

且没有可供选择的教材；主观上，传统教育模式

导师或辅导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着引领者的

下成长起来的教师缺乏切实可行的教学思路与经

角色。PBL 教育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主体，这就要

验，限制了对 PBL 教学实践的热情。但对于医学

求导师或辅导教师需十分注意自己的引领策略，

研究生教育，PBL 教学实践主客观因素上的限制

适时改变，以适应 PBL 的需要。医学研究生尤其

大为减弱。一方面，研究生教育是导师制，而多

是科研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多与导师课题研究相结

数导师辅导研究生数量不超过十名，符合 PBL 小

合，由于现实的需要，在课题选择等方面，导师

组教学的要求；其次，研究生教育在科研训练及

往往充当决策者的角色，但在随后的课题实施过

临床实践阶段本身即没有特定的教学计划，也没

程中，导师应给学生提供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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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空间，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

模式之一，国外长期的实践表明，其对医学生解

性。在实践中，我们主动引导研究生进行角色转

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有着独特的优势 [11-12]。医

变，确定方向后由研究生制定具体的研究路线和

学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的主要

实施方案，促使其由本科阶段的被动学习者转变

手段，然而，面对新的时代，原有的医学研究生

为主动的、建构的和反思的学习者；在研究过程

教育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改

中，我们也尽量避免对研究生实验操作等细节问

革传统的教育模式，探索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理论、

题进行干涉，避免其角色被简化为实验员，主动

新模式是摆在医学研究生教育工作者面前不能不

培养其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思考的问题 [13]。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尝试把 PBL

由于每个研究生所处的学习阶段不尽相同，

引入临床医学科研型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经过

有些处于课程学习阶段，有些处于科研训练阶段，

实践我们发现，PBL 的实施并非要求导师彻底抛

而有些已经结束科研工作进入论文撰写阶段，因

弃原有的教学理念，而只是加强引导，通过为研

此，在 PBL 教学中，我们也注重发挥有一定经验

究生独立进行探究性学习提供更多机会培养学生

的高年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的带教作用，

独立学习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我们的实际

由其负责对低年资研究生做具体的引导并给予适

经验来看，PBL 教育模式对研究生能力培养的促

时的修正，从这个角度，我们采用的教学模式又

进作用十分显著，其实施也较容易，可予以推广

部分属于同僚助教模式

[10]

。至于 PBL 的实施模式，

和应用。

我们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方式，由辅导教师在每周
一次的学术例会上提出问题，明确学习者及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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