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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医生培养背景下医学院校医学人文课程设置研究

陈明华1,张武丽2,孟笑飞1,闫摇 志3,邱摇 燕1

[摘要]目的:进一步探明医学院校医学人文课程设置现状,改革医学人文课程设置,深化医学人文教育改革,提高医学人才培

养质量。 方法:项目组对安徽省 4 所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医学人文课程设置现状展开实地访谈及电话邮件咨

询,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医学人文课程设置存在随意性较大、零散不成体系、课程比重偏低、结构不够合理、核
心课程不突出以及未能围绕岗位胜任力而展开等问题。 结论:通过增强医学人文课程设置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优化课程结

构、凸显核心课程、构建基于岗位胜任力的医学人文课程体系等对策改进医学人文课程设置,推进卓越医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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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edical humanities curriculum setting in medical colle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ivating prominent doctors

CHEN Ming鄄hua1,ZHANG Wu鄄li2,MENG Xiao鄄fei1,YAN Zhi3,QIU Yan1

(1. School of Marxism,2. School of Nursing,3. 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further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dical humanities curriculum in medical college,reform the medical
humanities curriculum,deepen medical humanistic education reform,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edical talent cultivation. Methods:
The field interview and telephone and email consultation were carried out for investigat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dical humanities
curriculum setting for five鄄year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in 4 medical colleges in Anhui province,and the survey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The problems of great randomness,scattered disorganization, low proportion of curriculum,
unreasonable structure,weak core curriculum and failure to focus on post competence were identified in medical humanities curriculum
setting. Conclusions:Strengthening the unity and standardization of medical humanities curriculum setting,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highlighting the core curriculum,and building a medical humanities curriculum system based on post competence should be
emphasized for improving the cultivation of prominent doctors.
[Key words] medical education;medical college;medical humanity;curriculum setting;cultivation of prominent doctors

摇 摇 2012 年 5 月,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发布《关于实

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确定开展五年

制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要求强化医学

生医德素养和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更新教育教学

理念,改革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与课程体系,将医德

教育贯穿医学教育全过程,全面提高医学人才培养

质量。 2014 年 6 月,教育部、国家卫计委等六部门

联合印发了《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

改革的意见》,强调医学教育要全面适应医药卫生

事业发展需要,深化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临床医

学五年制本科人才培养改革,加大教学改革力度,加

强医学人文教育和临床基本能力、职业素质培养。
这些都显示了当前针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和医学岗

位胜任力要求,强化医学人文教育改革,推进卓越医

生培养的重要现实意义。 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人

文教育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进

展,但现有的教育效果欠佳,存在医生素质不能满足

岗位胜任力要求和社会需要的情况,迫切需要以岗

位胜任力为导向,深化医学人文教育改革研究与实

践,探索行之有效的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人文教育路

径。 课程教学是医学人文教育的主渠道,医学人文

课程设置在人文教育中发挥着基础和中心环节作

用,开展医学人文课程设置研究,深化课程体系改

革,成为深化医学人文教育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调查对象摇 以安徽省 4 所本科医学院校即安

徽医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皖南医学院、蚌埠医

学院为调查对象,主要了解 4 所学校五年制临床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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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专业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设置现况、相关数据,对比

四校在医学人文课程设置上的异同点,探明目前我

省医学院校医学人文课程体系建设现状及存在问

题,并对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探讨目前在卓越医生教

育培养背景下,开展基于岗位胜任力的医学人文课

程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为有针对性地研究

提出改革方案、构建规范系统的医学人文课程体系、
深化医学人文教育改革打下基础。
1. 2摇 调查方法摇 项目组根据项目研究目标设计出

访谈提纲,于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2 月,以安徽

省 4 所本科医学院校医学人文教师、教务管理人员

为访谈对象,开展实地访谈及电话邮件咨询,了解学

校医学人文教育教学模式、临床医学专业医学人文

课程设置现况、存在问题,获得相关资料数据,并对

上述资料数据进行整理对比、统计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医学人文课程开设总体情况摇 调查显示,4 所

学校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目前开设的医学人文必修

课程为 3 ~ 4 门,专业限选或建议选修课程 1 ~ 2 门,
医学人文公共选修课程最多 15 门,最少 5 门。 医学

人文必修课学时占必修总学时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

为 4. 12% 、3. 56% 、3. 20% 、2. 64% 。 医学人文选修

课程(包括公选、限选或建议选修)占选修总学时的

比例从高到低分别为 16. 74% 、16. 62% 、14. 85% 和

11. 26% (见表 1、表 2)。

表 1摇 4 所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医学人文必修课程开设情况

学校代号
必修

课程门数

必修课程

学时数

占必修课

总学时比例 / %

1 3 90 2. 64

2 3 112 4. 12

3 4 122 3. 56

4 4 106 3. 20

表 2摇 4 所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医学人文选修课程开设情况

学校代号
选修课程门数

(公选 + 限选 / 建议选修)
选修课程学时数

(公选 + 限选 / 建议选修)
占选修课

总学时比例 / %

1 16(15 + 1) 432(414 + 18) 16. 62

2 7(5 + 2) 224(160 + 64) 14. 85

3 8(7 + 1) 160(140 + 20) 11. 26

4 14(12 + 2) 336(288 + 48) 16. 74

2. 2摇 医学人文核心课程设置情况摇 2015 年 6 月全

国医学院校医学人文学院(系)负责人联席会议审

议通过的《人文医学教育教学改革纲要》中,将医学

伦理学、卫生法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哲学、医学心理

学、医学史、医患沟通学确定为人文医学 7 门核心课

程。 本次调研就四校医学人文核心课程设置情况做

出考察了解,结果显示,目前 7 门核心课程并未开

全,有两校开设 6 门,另两校开设 5 门。 四校医学哲

学课程全部未开设,医学伦理学、卫生法学、医学心

理学均设置为必修课,但在学时数、开设学期、课程

名称上存在差异,医学伦理学学时数分别为 18、32、
20、30,开设学期一校为 10,其余为 2;卫生法学有的

放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有的课程名

称为医疗卫生法规,学时数分别为 18、48、30、18,开
设学期为 10、1、2、10;有三校将医学心理学与心理

健康教育合并为一门课,学时分别为 54、32、48、34,
开设学期为 3、4、1 ~ 2、5;医患沟通学是目前亟需重

视和加强的医学人文重要课程,四校中有一校将医

患沟通学列为必修,其余三校分别为限选、公共选修

和建议选修,学时数分别为 18、32、24、24,集中在 2、
4、6 学期;医学社会学课程有一校未开设,三校以

“社会医学冶名称开设,其中两校设置为公共选修

课,一校设为必修课,只有一校以“医学社会学冶名

称开设,但是列为公共选修课。 医学史作为一门重

要的医学人文基础课程,有一校未开设,其余三校全

为选修课,开设名称分别为医学史、中外医学史、医
学发展史,学时数分别为 18、32、24。 两校医学人文

核心课程有少量的实践或指导自学课时,大部分人

文核心课程无实践学时。 所开医学人文核心课程均

为考查课,且主要集中在实习前,在实习中未见开设

医学人文教育训练课程。
2. 3摇 医学人文选修课程开设门类情况摇 目前四校

医学人文选修课程开设门数最多 16 门,最少 7 门,
占选修课总门数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 15. 73% 、
14. 55% 、12. 96% 、11. 27% ,门类主要集中在管理、
社会、心理、法律等方面,开设门数较十年前有所增

加,如某校十年前仅开设 5 门医学人文选修课,占选

修课总门数 7. 46% ,目前开设门数增加到 14 门,占
比也增加到 15. 73% 。 四校普遍开设的医学人文选

修课有:医患沟通技巧、卫生事业管理、医学史、社会

医学;较有特点的选修课为:性格与时间管理、行为

医学、走进医学经典、创意思维训练、中国生命科学

史等(见表 3)。

3摇 讨论

3. 1摇 加强顶层设计,增强医学院校医学人文课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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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统一性和规范性摇 从上述调查结果可以看出,4
所院校医学人文课程设置在学时数、开设时间、课程

性质,甚至课程名称上都存在较明显差异。 有的医

学人文课程的内容被合并到其他课程,没有设置为

独立课程,反映出医学人文课程设置的随意性。 此

外,医学人文课程课时所占比例明显偏小,门数偏

少。 四校所开医学人文必修课程仅 3 ~ 4 门,学时数

最多 122 学时,最少 90 学时,占必修课总学时比例

最高 4. 12% ,最少为 2. 64% 。 医学人文选修课程

中,临床医学专业限选课只有 1 ~ 2 门,加上公共选

修课,最多 16 门,最少 7 门,占选修学时的比例最多

16. 74% ,最少 11. 26% ,选修课程门数占选修课总

门数的比例最高 15. 73% ,最少为 11. 27% 。 文献研

究显示,北美国家医学人文课程占总课时比例约为

1 / 4[1],欧美国家医学院校的人文课程种类占总数

比例为 20% ~ 30% [2],我国《人文医学教育教学改

革纲要》要求医学人文教学不低于 180 学时[3]。 目

前四校医学人文课程设置离此标准还有不小差距,
因此,优化医学人文课程设置,首先,教育主管部门

和医学院校应进一步提高对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视

度,深刻认识医学人文课程在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当前加强医学人文教育的

现实紧迫性,加强顶层设计,给予人文教学部门以独

立建制,并组织人力展开深入研究和论证,结合临床

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及医学人文课程

设置规律,借鉴发达国家医学院较好的做法,尽快出

台统一、规范的医学人文课程设置方案,研究构建系

统、科学的医学人文课程体系。 同时,适当增加医学

人文课时比重和课程门数。 鉴于目前不少医学院校

临床医学专业必修课时量几近饱和的现状,建议加

强人文课程内容的整合研究,避免重复,并考虑增设

专业限选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对学生获得医学人

文选修课程最低学分做出规定,以保证医学人文课

程开设的学时饱和度[4]。

表 3摇 4 所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医学人文选修课程开设门类情况

学校代号 医学人文选修课程名称
选修课程门数

占选修课总门数比例 / %

1 医患沟通技巧 社会医学 医学史 吟卫生管理学概论 心理危机干预 病案管理 死亡教育与临终关怀 医

学生生命教育 医事法学概论 逻辑学 性格与时间管理 医院管理 卫生事业管理 卫生经济学 卫生法

中国生命科学史

摇 摇 摇 摇 14. 55

2 淫医患沟通技巧淫中外医学史 走进医学经典 医学文化通识教育 普通逻辑学 医学科研设计与论文写

作 危机干预

摇 摇 摇 摇 12. 96

3 吟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社会医学 医学社会学 行为医学 医学伦理学与卫生法学 健康管理学 医

学科研设计与论文撰写 创意思维训练

摇 摇 摇 摇 11. 27

4 吟医患沟通学吟医院管理学概论 医学发展史 卫生事业管理 健康管理学 医学美学 社会医学 人文医

学 生命伦理学 医疗纠纷的处理与防范 卫生政策概论 医学人文素质修养 健康管理学 生命伦理学

摇 摇 摇 摇 15. 73

摇 摇 注:淫示临床专业建议选修;吟示临床专业限定选修;其余均为公共选修;为了模糊学校指向,个别课程名称与实际略有不同。

3. 2摇 优化课程结构,进一步凸显医学人文核心课程

摇 核心课程在医学人文课程体系中居于突出位置,
对于提高医学生人文素养具有重要作用,医学院校

应普遍开设人文核心课程,且既要有理论教学,又要

有实践技能培训,并贯穿于院校医学教育全过程。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四校 7 门核心课程皆未开

全,在已开设的核心课程中,均设置为考查课,只有

三门课程普遍列为必修,其余课程多数列为选修课,
且没有医学人文课程选修最低学分要求,无法保证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都能学习到这些核心课程。 大部

分医学人文课程无实践学时,且主要集中在实习前。
已开课程还存在内容重复和过于理论化现象,也未

能体现出相互之间以及与专业、基础课程之间的衔

接和呼应。 以上数据反映出目前医学人文课程设置

未能形成横向整合、纵向序贯的规范体系,课程门类

不全,类型较单一,核心课程不突出,结构不够清晰

合理,有些课程设置时间不科学。 以科学的课程理

论为指导,依据重点突出、主辅相承的课程设置原

则,并力求适应学生心理发展水平,反映人文知识体

系内在的逻辑联系,建议除了医学伦理学、卫生法

学、医学心理学外,将作为核心课程的医学史、医患

沟通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哲学也统一列为必修课或

临床医学专业限选课,并增加核心课程的实践学时,
进一步突出核心课程。 另外,在大一上学期,可以开

设《医学人文导论》,作为医学人文基础课程,让学

生初入校门即了解和思考医学的人文本质,为后面

学好核心课程打下基础。 在见习、实习阶段,应结合

实际增加医学人文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如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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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医学伦理问题观察与分析、卫生法律法规问题

观察与分析、医患沟通问题观察与分析等,这样使医

学人文教育贯穿医学人才培养全过程。 同时,加强

课程内容整合,增强人文课程内容上的良性互动,并
且注意将相关内容融入到基础医学及专业课教学

中。 此外,把握学生认知规律及课程内容特点,科学

确定各门医学人文核心课程的开设时间及顺序,建
议在大一、大二开设医学人文导论、医学史、医学社

会学等人文基础课程,大三及实习前后可开设医学

伦理学、卫生法学、医患沟通学等课程,明晰医学人

文课程体系结构及层次。
3. 3摇 适应社会需求,构建基于岗位胜任力的医学人

文课程体系摇 临床医生岗位人文胜任力是临床医生

岗位胜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团队通过前期的深

入研究,将其内涵定义为:临床医生岗位人文胜任力

是指能使医生胜任临床诊疗工作并取得优秀工作绩

效的医学人文知识、技能、态度、特质的总和。 并总

结归纳出临床医生岗位人文胜任力构成包括医学人

文知识结构、医生职业精神与素质、人际沟通与合作

能力、综合管理能力、学习与批判能力等五项核心要

素及 19 项二级指标[5]。 提示出医学伦理学、卫生法

学、医患沟通学、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职
业精神、人文关怀、团队合作、矛盾冲突管理、创新与

批判性思维等方面知识、能力和素质培养对提升临

床医生岗位人文胜任力非常重要。
从上述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目前四校开设医学

人文课程门类较以前有所增多,但总体来说设置仍

缺乏整体规划,零散未成体系,没有围绕亟需加强的

医生岗位人文胜任力培养而展开。 在医学人文选修

课开设门类中,哲学、文学、艺术等门类一些重要课

程尚未覆盖,如普遍未开设医学哲学、叙事医学、医
学人类学等。 近年来四校向学生提供了以通识人文

教育课程为主的网络选修课程,但一般人文课程并

不能替代旨在提高岗位胜任力的医学人文课程。 医

学人文选修课开设门数最多 16 门,加必修课最多

19 门,而国外医学院校开设的医学人文及其相关课

程多达 50 余门,且已构成较完整的医学人文课程体

系[6]。 四校医学人文课程设置中,医生职业精神与

素质、综合管理能力、学习与批判能力等课程模块较

为薄弱,只有两所学校公选课中有逻辑学,有一所学

校开设了性格与时间管理,无一校开设矛盾冲突管

理、信息管理、团队合作能力、批判性思维训练等课

程。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按照传统模式,更多地注重

医学人文理论和知识的传授,而不是按照胜任力导

向模式,依据为社会提供优质医疗服务所需要的能

力素质来确立教育目标,进而确定课程体系。
3. 3. 1摇 确立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医学人文教育

目标摇 把握国际医学教育改革趋势,落实国家教育

部、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关于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

养计划的意见》 《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

培养改革的意见》 《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

医学专业(2016 版)》等重要文件,以“服务需求,提
高质量冶为主线,依据为社会提供优质医疗服务所

需要的医生岗位人文胜任力要求确立医学人文教育

目标,围绕促进医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一中心,以岗位

胜任力为导向,按需施教,着力提高其在医疗实践中

所需要的人文关怀与执业能力,培养卓越医学人才。
3. 3. 2摇 设置基于岗位胜任力的医学人文课程群摇
围绕医学人文知识结构、医生职业精神与素质、人际

沟通与合作能力、综合管理能力、学习与批判能力等

医生岗位人文胜任力的核心要素,构建医学人文课

程群,分为相互呼应的医学人文知识、医学人文精神

与素质、医学人文技能三大课程模块,将传授知识、
提高素质、培养能力融为一体,相互协同发展。 每一

模块根据其核心要素要求,设置相应的医学人文课

程群。 医学人文知识课程模块的核心要素包括医学

伦理与法律知识建构、人际关系与沟通知识建构、医
学文化与社会知识建构,其相应的课程群由医学伦

理学、卫生法学、医学心理学、医患关系学、医患沟通

学、医学社会学、卫生管理学、医学哲学、医学史、医
学美学、叙事医学、医学人类学等课程组成;医师职

业精神与素质课程模块的核心要素包括职业理想态

度、利他精神、富有责任心、卓越的技术、尊重病人权

利,其相应的课程群由医师职业精神培育、医师责任

与服务意识、医师职业规划、医学人文关怀、健康教

育、患者安全与医疗风险防控、医师职业礼仪与形象

等课程组成;医学人文技能课程模块的核心要素包

括交流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信息管理、时间管

理、情绪管理、矛盾冲突管理、探索精神、创新能力、
批判性思维,其相应的课程群由医患沟通技巧、团队

合作、应急事件处理、健康管理学、医院管理、信息管

理、时间管理、情绪管理、医学创造学、医学逻辑学、
批判性思维训练等课程组成。 再按照核心要素中最

重要、基础性要素,从课程群中遴选确定医学人文核

心课程,将它们设置为临床医学专业必修课或专业

限选课程,保证其达到一定的学分和学时数,并将医

学伦理学、卫生法学、医学心理学等列为考试课程,
凸显核心课程的重要作用。 同时,在现有选修课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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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中增加叙事医学、医学人类学、医生职业精神培

育、医学人文关怀、矛盾冲突管理、信息管理、团队合

作、创新与批判能力培养等课程,形成涵盖哲学、伦
理、法律、文学、艺术、社会、历史、管理等领域的多样

化人文课程。
3. 3. 3摇 推进分层次的医学人文课程教育摇 遵循学

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结合学科、社会、学生

的特点和需要,从医学人文基础、医学人文综合、医
学人文应用三个层次,依次推进医学人文教育。 医

学人文基础层面包括医学人文导论、医学史、医学人

类学、叙事医学等课程,设置在一、二年级;医学人文

综合层面包括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

学、医学哲学、医学创新与批判能力培训等课程,设
置在三、四年级;临床教学是培养医学人才临床岗位

胜任力的关键阶段[7],在见习实习期间,应结合临

床实践设置医学人文应用层面课程及技能训练,包
括医患沟通学、医学人文关怀、卫生法学、矛盾冲突

管理、团队合作、临床实践中的伦理问题专题等,将
医学人文教育贯穿于五年学习全过程。 三个层面不

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和渗透,并在一定时间

和空间上有所侧重。 通过系统规划,努力构建出基

于岗位胜任力的、由功能上互相补充配合、结构上层

次分明、重点突出的课程模块构成的、与医学研究生

教育和继续教育相衔接的本科阶段医学人文课程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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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生理学》微课嵌入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黄摇 丽1,王摇 春2,赵士弟1,葛荣靖1

[摘要]目的:对微课嵌入式教学模式在病理生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进行评价。 方法:选择蚌埠医学院 2016 级临床医学

专业两个班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一个班为实验班,采用微课嵌入式教学模式进行病理生理学教学;另一班为对照班,采用传统

教学模式教学。 课程结束后对两个班学生进行阶段性理论测试、临床病例分析能力测试及学习满意度问卷调查,评价教学效

果。 结果:与对照班比较,实验班理论考试成绩和病例分析测试成绩均得到显著提升(P < 0. 01) ,课程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

实验班学生对微课嵌入式教学模式各项指标的满意度均达 90%以上。 结论:微课嵌入式教学模式对病理生理学的教学效果

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医学教育;微课;嵌入式教学;病理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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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病理生理学是临床医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
在临床医学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连

接基础医学课程和临床课程的桥梁课程。 该门课程

的主要任务是探讨患病机体的功能、代谢变化和机

制,在揭示疾病的本质的同时,它更能够为如何预防

和诊疗某一种疾病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 学生通过

该门课程第一次系统学习各种疾病的概念、分类、发
病机制等知识,因而造成学生理解和掌握病理生理

学相关理论知识比较困难。 本课题组在临床医学专

业本科的病理生理教学中,将微课作为灵活的组件

嵌入相对应的教学环节中,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现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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