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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教育探索·

形象载体在核医学 131I核素治疗学课件中的
设计及教学实践
李佳宁 傅宏亮

核医学是多数医学院本科教育阶段的必修课
程。 作为核医学分支的核素治疗学，尤其是甲状腺
疾病的核素（131I）治疗，在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和分化
型甲状腺癌的治疗中有很高的临床价值 [1]；两种疾
病在治疗方面均与临床其它科室密切相关或形成
交叉：对于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的治疗方案，内分泌
科的抗甲状腺药物治疗与 131I核素治疗同为当前主
流方法，一般选择其中一种治疗方式 [2]；对于分化型
甲状腺癌的治疗，需要手术、131I治疗、甲状腺激素三
者结合治疗。 而相比传统的内外科治疗方式，核素
治疗的知晓率最低， 也最容易被医师和患者忽视，
这一现象同样传递到医学院学生的教学现状，造成
课时少、学生不重视、学习单纯为应付考试的情况。
相比较于临床的不可或缺，核医学的理论教学
现状堪忧。 既往的核医学教学未能突显核素治疗的
重要性， 抽象理论的教学模式使得医学生学过即
忘，工作后遇到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和分化型甲状腺
癌患者，很难运用临床交叉学科的理念，全面考量
内外科和核素治疗的利弊。 为了强化甲状腺疾病核
素治疗的理念，使得处于边缘的核素治疗进入医学
生的临床理论架构，本次研究尝试应用形象载体进
行甲状腺疾病核素治疗的教学，以期让这一理论知
识以鲜明的形象进入学生的记忆模块，让学生在未
来的临床工作具备更大的视野，患者从中获益。
1 形象载体搭载理论知识的初步设想及课件设计
1.1 疾病形象的图片设计 正常的甲状腺位于颈
前正中，分为大体对称的两叶，部分甲状腺尚有位
于中间的锥体叶， 整个甲状腺的形态酷似蝴蝶，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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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这一蝴蝶的形象，分别设计甲状腺机能亢进症
和甲状腺癌两种疾病的形象载体。 表征甲状腺机能
亢进症的蝴蝶形象设计为单一的蓝色，以暗喻甲状
腺机能亢进症是一种弥漫性甲状腺病变的特点（见
封三图6）；甲状腺癌的蝴蝶形象设计为布满多种不
同色彩的花朵, 以提示肿瘤的结节灶及高增殖性的
特点（见封三图7）。 两种蝴蝶的图像都是比较色彩
鲜艳、外形优美的艺术化图片。
1.2 课件的设计 课件幻灯片分为三个部分：①首
张展示两种蝴蝶图像；②正文：同一种疾病（甲状腺
机能亢进症或甲状腺癌）的每张幻灯片的一角，都放
置该病种的蝴蝶形象， 串联起该疾病的系列幻灯
片，并以之作为内容区分。 ③最后一张幻灯片再次
出现两只蝴蝶的图像， 并加入一张动态的蝴蝶图，
配合结语强化记忆。
2 教学实施
201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新华临床医学
院五年制（课时45 min）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八年
制（课时40 min）两个班级中使用该课件幻灯片进行
教学。 教学流程如下：①导入阶段：首张幻灯片展示
蝴蝶图像，以“两只捣乱的蝴蝶”或“病蝶”开场，提出
该次课程将要讲解的两种疾病。 ②正文阶段：紧扣
理论教材的内容，分别讲解“两只病蝶”的131I核素治
疗理论知识，并补充讲解内科及外科对同一疾病的
多学科交叉治疗内容。 ③结语：最后一张幻灯片再
次展示两只蝴蝶形象， 并配以扇动翅膀的蝴蝶，强
调131Ⅰ核素治疗。
3 教学效果评价
3.1 主观评价 教师本人对两次教学效果进行主
观评估： 开场导入成功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随
后的集体提问能得到及时的回应；教学流程实施顺
利，对教学的整体能较好地把握；在图片的帮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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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最后的结语简洁有力；在艺术化图像的帮助下，
教师有感性的发挥空间，教学中情绪的饱满度高。
3.2 客观评价 在制课程结束后随机发放教学问
卷调查表，内容包括对课件形式的认可度、对课件
内容的认可度、教学形式的生动性、教学内容的理
解程度、理论知识的整体记忆效果，用0～10的评分
方式进行评分，评分的结果分别为：（9.12±0.54）分、
（8.76±1.03）分、（9.05±0.81）分 、（8.93±0.91）分、
（9.06±0.77）分，均高于8分，说明认可度较高。
4 讨论
在临床医学教学中，相比较临床内外妇儿等学
科，核医学教学仍处于弱势的地位，学生的重视程
度差。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极易造成学生学
过即忘，毕业后，较多医学生对该门学科只有模糊
印象，长期的记忆储存差。 核医学知识的欠缺直接
的后果是相关疾病的治疗决策不能得到全面的考
量。 国内的核医学专业工作者已经关注到目前该科
目在教学上的不足，并进行了较多的教改实践 [3～4]。
本次研究进行新教学模式实践的目的是为了强化
教学效果，把理论知识转化为生动的形象单元得到
最大化的记忆效率。 促使学生形成长效的知识记
忆，让专业知识能在临床工作中得以再现。 应用形
象化载体搭载理论知识的教学模式的效果颇好。
形象载体的设计并非刻意的创作，而是根据甲
状腺的天然直观形态， 选择了蝴蝶作为形象载体，
这使得所讲授的疾病与蝴蝶这一形象形成直接而
紧密的联系。 而分别选用单色和多色的蝴蝶，也有
效区分了两种甲状腺疾病。 采用形象载体的首要目
的是诱发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好奇心， 增加学习兴
趣。 依托图像的整体穿插及编排，将文字与图像结
合在一起，用以承载和传递理论信息，去创建与教
学内容相适应的理论架构，形成感性化、形象化的
记忆模块。 而且教学过程以艺术形象导入教学情
景，可以激发学生感情的参与，创造轻松、愉悦的学
习氛围，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动机；教学主体以
结构式的教学流程进行，同样也为教师发挥感性的
教学手段提供了稳定空间， 帮助教师教学生动表
达；融入感情的结语，目的是把搭载理论知识的形
象化模块印刻进学生的记忆。 本次研究将形象载体
融入核医学131I核素治疗学课件中的设计及教学中，
评价较高：由于教师准备了新颖的教学素材，在教
学中能始终保持兴奋度来推动教学实践，这样的积
极情绪富有感染力；而且学生对教学的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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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分均较高，说明学生充分认可这一较为“另类”
的教学方式。
但形象载体亦存在问题及不足：①形象载体有
待进一步优化及扩展。 131I是本节课所讲解的两种甲
状腺疾病的治疗药物，如果能把该药物设计为某一
特殊的图像，并借由动画技术，与蝴蝶形象形成互
动，将更能增加形象载体的生动性，但由于技术所
限，未能完成这一构想。 ②娱乐性与科学性的融合。
作为形象载体的图像应用过度可能看似吸引了学
生的兴趣，但难以避免“看热闹”的心态，并可能导
致抽象思维的惰性。 虽然一定的通俗元素的加入可
以更好地帮助学生识别并理解这一知识；授课的主
体仍然是传统的理论架构，如果引导得当，主次分
明，可以使得严肃的科学讲解不会受到削弱，相反，
借助于图像这一非智力因素的介入，智力因素在学
习中的运行动力将更为充沛。 ③图像与解说的契合
是图像得以真正成为疾病形象载体的关键。 在演示
图像的同时，既要使得疾病与图像相联系，又要突
出图像本身，因为太多的理论负载将使得图像的直
观记忆优势减弱。 所以教师在讲解技巧上掌握好理
论和图像载体的平衡和控制尤其重要，在本次教学
实践中，导入和结语中强调图像本身，在主体阶段
以理论讲解为主，取得的教学效果较为满意。 ④本
轮教学实践尚存在课时少及由此带来的互动不足
的问题。 课时少导致理论问题不能兼顾到每一个细
节，尤其在治疗的具体操作上不能深入；课前准备
的提问环节也未能充分实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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