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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教育探索·

PBL结合CBL在留学生骨科学教学中的应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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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化合作与交流正在不断深入和日渐
广泛，教育作为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源泉，亦是
全球化协作的一个重要平台。 每年慕名至我国高校
进行交流学习的留学生数量正在呈逐年递增的趋

学习，学生为了解决案例提出的问题，需要自己搜

势，因此，留学生教学已然成为目前高校教学中的
重要且特殊的组成部分。 临床医学是专业性极强的
学科，学习难度大、曲线长，而骨科学又是临床医学
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内容多，知识点较分散，
是临床教学尤其留学生教学中的较为棘手的一部分。
故本次研究探讨问题式学习教学法（problem-based

由教师讲解，临床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成为
具有缜密临床思维，能够综合考虑并解决实际问题
的临床医生。 所以在临床教学中，没有必要将两者
分割，综合使用CBL模式与PBL模式不失为一种可探
索的教学手段。 以下将详细介绍在骨科学留学生教
学过程中结合采用PBL和CBL教学新模式的方法及

learning，PBL）结 合 案 例 教 学（case-based learning，
CBL）在留学生骨科学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现报道如下。
1 PBL与CBL
PBL是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1]，1969年由美国的
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在麦克马斯特大学首创，并得
到医学教育界的认可，此教学模式目前已成为国际
上较流行的一种教学方法，也已逐渐成为我国教学
模式改革的新方向。 CBL是在可控环境中对现实世
界的部分模拟，是强调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
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小组讨论式教
学法[2]。 这两种教学方法都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同时结合和模拟临床实践，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加深印象，提高学习效率。
CBL与PBL教学有许多共同之处。 PBL的核心问
题，也主要以案例的形式体现，两者都强调发挥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并且寓理论于实例之中，但是两
者在教学目的、教学方法上不尽相同。 从教学目的
看，CBL侧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分析及决策能力，一般
需要先对理论进行讲解。 PBL则是更为彻底的自主

积累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2 教学实施方法
2.1 教师课前准备 根据教学大纲，教师选取教学
大纲要求掌握的重点章节内容，引入案例或病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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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素材，学习相关的理论内容。 从教学方法看，CBL
如果因条件所限，可以在课上完成；而PBL必须由学
生在课外搜集有关的资料，在课堂上针对具体问题

提出问题。 教师提前1周将需讨论的病例资料发给
学生，课前学生查阅资料并讨论：每小组同学根据
案例或病例提出的问题通过网络、图书馆、教科书
或文献数据库等查阅、搜集资料，在小组内进行讨
论、分析，并制作成PPT。
2.2 陈述讨论阶段 安排在课堂上进行，时间控制
在80 min。 每组推荐1名同学代表小组展示PPT并作
中心发言，讲解病例并回答问题，允许1名组内同学
进行补充发言；其后，学生可就共同存在的疑问进
行广泛性讨论。 若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比较难，学生
自己解决不了，教师可作适当启发和引导，如果仍
不能解决，则由教师解答。 讨论过程中教师适时控
制场面，启发、引导学生主动发现、解决问题。
2.3 点评思考阶段 讨论结束后，教师利用20 min
左右的时间进行点评。 主要根据课堂讨论结果及学
生回答问题时存在的问题， 系统梳理教材内容，重
点强化大纲要求掌握的部分，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反
思问题解决的过程和思路。 对学生在讨论过程中的
不足及错误之处以问题的形式提出，引起学生的注
意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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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验与体会
3.1 如何进行病例准备 病例准备是实施“PBL、
CBL结合教学法”的第一步，案例的质量和案例中提
出的相关问题决定了后续教学的质量和基调。 一般
而言，结合教学大纲，病例一般选取临床较为典型
常见的病例，但是在典型的基础上再穿插一些不典
型的个案特色，将能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比如“腰
椎间盘突出”的病例，不一定都表现为腰痛及一侧
肢体放射痛、麻木，有些患者可能仅表现为臀部疼
痛；不一定都有直腿抬高试验阳性，有些人可能为
阴性。 学生需要在病例里寻找其他线索来确立诊断
依据，同时更能让他们理解临床鉴别诊断的意义。
同时案例问题的设置应该灵活， 最好不要拘泥
于教科书中的常见问题，要发散思维，让学生从问题
中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等过程的机理，加深
印象。 比如：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腰腿痛症状为什么
一般会在坐、立或咳嗽、喷嚏后加重，卧床休息后缓
解；或者，基于留学生大多数为黑色人种，提问，为什
么黑色人种中腰椎滑脱的发病率要高于黄色人种？
3.2 陈述讨论阶段 与中国学生相比，留学生有自
己鲜明的特点 [3，4]，他们往往来自多个不同的国家，
本身文化、教育背景、医学知识基础可能存在较大
的差异，如果采用传统的授课方式，可能就无法兼
顾所有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和学习水平。 而采用PBL、
CBL结合教学法， 则可以让学生从自己的实际情况
出发，提出自己的理解，自主探索，提高学习效率。
尤其是在陈述和问题讨论阶段，学生通过直接而广
泛的交流，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教师通过学生的反
馈也能更好地了解不同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程度，从而能更加精准地设计后续的课程。
另一方面，由于留学生往往较中国学生更加活
跃，思维更加发散，他们尤其喜欢问题讨论的环节，
课堂气氛非常活跃。 这时候也要求教师能适度的控
制场面，适度引导。 对意见分歧较大的问题，不能无
限制的让学生争论，要进行适当的点拨总结，及时
过渡到下一个问题。 期间，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补
充一些额外的问题来引导学生得出正确的结论。
3.3 点评与思考阶段 讨论结束后的教师点评总
结是十分重要的教学环节，针对讨论中存在普遍疑
问或分歧较大的问题进行解答，梳理整个课程的逻
辑思路。 让学生从临床案例和零散的问题中回归到
疾病发病机理、临床表现、诊断、治疗的轴线中来。
对于一些临床实践性较强，学生暂时无法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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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部分要适当的增加篇幅去介绍，诱发学生的
兴趣。 比如对于骨科学而言，影像学检查是十分重
要的诊断工具，而影像诊断水平则需在不断的临床
实践中积累经验，这就需要教师多花一些时间来教
授一些影像学诊断的基本知识、技巧等，让学生意
识到基础知识的临床应用价值，将有助于激发他们的
学习热情。 另外骨科手术方式，包括手术适应证，手
术过程等也往往是学生们暂时难以理解但又充满
兴趣的部分。 教师可以额外添加一些临床案例以及
手术视频等， 帮助学生理解知识点并增加学习的趣
味性。
4 总结与展望
在上述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可以发现：PBL结合
CBL是以临床案例为核心和轴线，以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为学习切入点，应用灵活，趣味性强。 针对留学
生思想活跃、喜爱交流互动、基础知识水平参差不
齐的若干特点，其可以带来很好的教学效果。 而骨
科学又是临床实践性很强，知识点比较分散的临床
学科， 设置临床案例可以大大增加学生的学习兴
趣， 意识到基础知识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价值，同
时案例的串联也让原本分散的知识点有了更直观
的逻辑关联，培养了临床思维能力。
在后续的教学质量问卷调查中也发现学生对
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反应热烈，评价很高。 因此在
以后的研究中，可以继续在中国学生中推广和应用
这种PBL、CBL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并且可以设立中
外学生混合班级授课， 加强中外学生之间的交流，
互相取长补短，迸发新的学习兴趣和灵感，从而探
索最适合中外学生临床课程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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