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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教学模式在骨科教学中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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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PBL教学模式在骨科教学中的实践与应用。方法 针对80名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八年制）在南方医院骨科
实习的学生采用PBL教学模式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76份，其中72名（94.7%）认为PBL教学模式是非常必要
的，71名（93.4%）认为PBL教学模式吸引力强，69名（90.7%）认可其有效性。大多数学生认为PBL教学模式具有多方面的优势，
包括培养学习兴趣和主动学习能力、提高临床思维和综合运用能力、提高表达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激发创新性思维
等。结论 PBL教学模式在骨科教学的应用取得良好的效果和显著的优势；但在国内目前的医学教学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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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BL model in orthoped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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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model in orthopedics teaching. Method 80
medical students from Nanfang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who have participated in orthopedics practice with
PBL teaching model were included, and the result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nalyzed.Results 76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necessity, attractive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model were confirmed by 72 (94.7%), 71 (93.4%) and 69
(90.7%) students respectively.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thought PBL teaching model had multifarious advantages, including
arousing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improving clinical thinking and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ability, enhancing
communication and team-work skills, stimulating creative thinking.Conclusion PBL teaching model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in orthopedics teaching. Nevertheless, it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when applied in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
Keywords: problem-based learning; medical education; orthopedics teaching

PBL是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教学模式，由加拿
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1-2]首次提
出。有别于传统的以授课为基础的医学教育模式
（LBL），PBL教学模式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
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在指导老师的参与下，围绕临床
的具体病例或医学某一专题等进行研究学习[3-5]。近
30年来，世界各国陆续在医学教育改革中引进并实
践了PBL教学模式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6-7]。在我国，
也有不少医学院校在某些医学课程的教学中应用和
实践PBL教学方式，包括临床见习教学、院前急救教
学、普通外科教学、药理学教学、影像医学教学等多
方面，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改进[8-13]。目前国内关于
PBL教学模式在骨科教学中的实践运用的相关研究
甚少。鉴于此，我们对在我院骨科进行临床实习的学
生进行了以PBL教学模式为基础的教学探索。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八年制）在南方医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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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包含创伤骨科、脊柱骨科及关节与骨病外科）的实
习学生80名。这些学生已经通过传统教学方法系统
学习了相关的基础医学课程（如系统解剖学、生理
学、病理学、药理学、病理生理学等）、部分临床医学
课程（如临床诊断学、实验诊断学等）及一些应用课程
（医学文献信息检索、临床流行病学等）。
1.2 研究方法
1.2.1 PBL教学模式的教学内容 多名副主任医师及
其以上职称的教师根据实习医生的骨科教学大纲要
求，在骨科病房内寻找相对典型、合适病种的患者进
行PBL教学。PBL教学病例的讨论流程：（1）以主诉为
切入点，进行病史采集和重点查体的讨论，在此基础
上进行可能疾病的思考；（2）提出所需要的辅助检查
（如血常规、感染指标等相关检验，X片、磁共振等相
关检查），结合临床症状、重要体征及检查结果，提出
诊断及鉴别诊断；（3）针对诊断，进行治疗原则及手术
指证的讨论（若条件允许，进行手术的观摩）；（4）系统
总结病例疾病的诊断依据、鉴别诊断及治疗原则。
1.2.2 PBL教学模式的具体实施 10名学生组成1个
讨论小组。每次课程轮流由1名学生负责主持，主要
包括准备病例，提前将准备讨论的内容和问题发给
组内成员。每名同学在相应课程开始前根据即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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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内容和问题进行预习，并查阅相关书籍和搜索
相关文献，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回答。在课程讨论过程
中，以学生为主体，组内成员踊跃发言，在讨论中加
深对课程所涉及的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PBL教学
模式中的教师在整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
作用：在课程准备方面，挑选合适的教学案例，提出
相应的讨论主题及问题，同时随时跟进学生的准备
情况；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
位，鼓励每名学生踊跃发言，对于学生解读不明确的
知识点进行引导和讲解，并对每名学生的表现进行
评分。

决能力。最后，PBL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主体，充分

1.2.3 PBL教学模式的反馈及评价 80名实习学生在

学模式持中立或否定立场的学生，进一步调查其原

结束PBL教学模式为主导的骨科课程后，参与无记名
的问卷调查。

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教学模式，鼓励并引导学生
在讨论中收获和学习。因此，学生在沟通和表达能
力、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创新性思维的启发等方面
得到了提升和锻炼。
3 讨论
PBL教学模式已在我国医学教育的多个课程中
进行实践和应用，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8-13]。本研
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学生认为PBL教学模式是非常
有必要和迫切的。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PBL教学模
式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以提高教学效果。 对于PBL教
因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课前准备耗时较长，所
涉及的学科较多，相关的理论知识较薄弱（较难适应
PBL教学模式的要求）等等。

2 结果

3.1 PBL教学模式的优势

参与PBL教学模式为主导的骨科实习课程的学

3.1.1 提高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 PBL教学模式

生共80名，回收有效问卷76份，回收合格率为95%。

是以问题为基础，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在整个过

针对PBL教学模式的必要性评价结果详见表1。在骨

程中，要求学生自主学习，通过教材、录像、模型、视

科实习中引入PBL教学模式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一

频、文献检索、网络、图书馆等多种形式进行相关知

致好评。绝大多数学生认为PBL教学模式是必要的

识的学习和相关问题的探索[14-15]。传统教学模式中，

（94.7%），吸引性强（93.4%），并认为PBL教学模式是

以教师为主体、以讲课为中心，学生更多扮演的是被

有效的（90.7%）。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PBL教学模

动学习的角色[3-5, 16]。PBL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自主

式为基础的骨科教学更受学生欢迎和接受。

学习及组内讨论来进行学习和解决问题，充分调动

表1 PBL教学模式的优势评价
评价内容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提高对骨科实习的兴趣

71 （93.4%）

3 （4.0%）

2 （2.6%）

培养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68 （89.4%）

4 （5.3%）

4 （5.3%）

巩固和扩展理论知识

72 （94.7%）

3 （4.0%）

1 （1.3%）

提高临床思维能力

71 （93.4%）

5 （6.6%）

0

提高疾病的分析、诊断和解决能力

70 （92.1%）

4 （5.3%）

2 （2.6%）

提升沟通和表达能力

69 （90.8%）

5 （6.6%）

2 （2.6%）

激发创新性思维

67 （88.1%）

6 （7.9%）

3 （4.0%）

增强团队合作意识

68 （89.5%）

7 （9.2%）

1 （1.3%）

针对PBL教学模式的优势评价结果详见表1。参
与以PBL教学模式为主的骨科实习学生，普遍认为
PBL教学模式具有多方面的优势。首先，在课程准备
过程中，主动预习、翻阅相关知识及查阅相关文献，

其积极性，提高了学习兴趣。
3.1.2 提供临床思维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 传统教学
模式是按照解剖、生理、病理生理、病例、诊断、内外
科等临床各个学科进行专题式的教学，学科界限分
明，缺乏有机地整合和联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相
对较差。PBL教学模式是以一个具体问题为基础，在
本研究中以一个具体病例为基础展开，将其涉及的
临床诊断学、解剖结构、检验结果、影像学结果、药理
学、外科学等多个学科相关的知识点融会贯通，各个
学科相互交叉渗透。PBL教学模式打破了学科的界
限，有助于横向和纵向地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和综合运用能力。在具体问题中进行知识的学习，同
时也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印象更为深刻[17-18]。
3.1.3 提升沟通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PBL教学
模式是以学生为主体，鼓励并要求学生在小组讨论
过程中提出自己的思考，为学生沟通表达能力提供
了 一 个 很 好 的 平 台[19]。 同 时 ， PBL教 学 模 式 是 以

自身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6~10人为1个单位进行运转的，那么学生之间需要团

和提升，同时对骨科的学习兴趣也随之提高了。其

队合作、互相讨论才能更好地完成相应课程的学

次，在以具体病例为主线的讨论过程中，更好地巩固

习[20]。在相互切磋和学习过程中，如何更有效地将自

和扩展了理论知识（尤其是相关的解剖结构、诊断依

己的意见明确表达出来，如何更好地分工合作、相互

据和鉴别诊断思路、治疗原则和手术方式等），极大

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医疗并不是个人工作，它需要

地提高了临床思维能力以及疾病的分析、诊断和解

团队的合作（医生、护士、技师、药师等）。那么PBL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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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有助于学生建立团结-协作的集体观念，这对
于1名合格医生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21]。
3.1.4 对于毕业后的职业发展影响深远 采用PBL教
学模式的毕业生在职业技能、交流能力及团队合作
能力明显优于非PBL教学模式的毕业生 [22]。有研究
针对820名来自采用PBL教学模式的荷兰马斯特里赫
特大学毕业生进行调查发现，PBL教学模式培养出来
的毕业生对与职业相关的技能（包括问题解决、独立
工作、交际能力等方面）更为满意[23]。
3.2 PBL教学模式在国内实践的困境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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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based learning curriculum[J]. Indian J Pharmacol, 2015,
47(3): 3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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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curriculum[J]. Med Education, 2000, 34(8): 6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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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教学模式在我国医学教育的进一步推广仍
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PBL教学模式要求跨学科

problem-based learning of preventive medicine education in

进行纵向地讨论和学习，要求医学生的相关理论知
识储备比较扎实，同时需要学生花费更多的时间去

[11] 马振华, 马清涌, 刘青光, 等. PBL模式在普通外科教学实践中的

进行预习、准备和查阅相关的资料。这对于原本学习
负担相对繁重的医学生来说，可能会导致其积极性
受到影响。其次，PBL教学模式对于师资队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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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让学生很好地掌握相关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另外，目前关于PBL教学模式在医学教育中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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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为进一步推进PBL教学模式在我国
医学教育中的应用和实践，为争取PBL教学模式更好
的教学效果和教学效率，我们需要在学生素质培养
和观念的扭转、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学大纲和考核方
式的规范化、学习资源设备的完善等方面进行加强
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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