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９８·

生堡匿堂熬直拯室盘查！Ｑ！！生兰旦筮！！鲞筮！塑堡！ｉ！』堂丛！ｉ垦盘旦望：垒Ｐ巫！！！！！：！！！：！！：堕！：堡

·教学改革·

病理专业实用型人才培养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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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病理专业人才。南通大学从２００６年起开

办病理学本科专业，通过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建设“双师型”教学队伍，将教学与临床紧密结合，
丰富学生的学习资源，拓展教学平台，优化教学条件及确定科学的评价方式，为学生营造个性化
学习环境。使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具备病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其知识结构和
职业能力等方面较好地适应了临床病理工作的需要。
【关键词】病理学；实用型人才；培养

【中国图书分类法分类号】

Ｒ３６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ＷＡＮＧ

Ｇｕｉ—ｌａｎ，ＨＥ岛甥，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ｂｉｎｇ，ｒＡＮＧ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Ｍｅｄｉｃａｌ

ｍｅｎｔ

Ｓｈｕ－ｙｕｎ，ＣＨＥＮ

ＣＨＥＮ Ｌｉ，ＺＨＯＵ Ｊｉａ—ｍｉｎｇ，

Ｘｕ一面增，ＧＵＯ

Ｙａｎ．Ｄｅｐａｒ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Ｎａｎ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ｔｏｎｇ ２２６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以ｈｏｒ：ＣＨＥＮ Ｌｉ，Ｅｍａｉｌ：ｂｌｌ＠ｎｔｕ．ｅｄｕ．ｃ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ａｌｅｎｔｓ．Ｗｅ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６．Ｗｅ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ｄａｐｔ ｔｈｅｉ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ｄｅ

ｏｕ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病理学是基础医学的主干学科。病理诊断被

断。在肿瘤个体化治疗过程中，伴随出现的异常、

认为是临床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特别是随着肿瘤个

副作用以及耐药性等现象，病理医生需要确定这些

体化治疗和靶向性治疗的发展，相关诊疗需要临床

变化背后的遗传或分子背景，凭借对肿瘤生物学行

医生和病理医生共同完成。在实际临床诊疗过程

为的敏锐洞察，协助临床确定最合理的治疗、应对

中，病理医生以传统的肿瘤形态学为基础，将基因

方案，以及提供预测及预后信息。但是我国目前各

组学、蛋白质组学以及表观遗传学资料进行整合，
对肿瘤标志物“表达、缺失、差异性表达”进行分析，

级医院临床病理科专业医师严重缺编，既影响疾病
基因诊断的开展，又影响临床其他诊疗科室的发

对“伴随诊断”和相关的生物学标志物提出综合判

展，各地医院急需补充具有专业技能的病理医师。
针对这一情况，学校自２００６年开始面向江苏省招收
病理学专业方向的五年制本科学生，到目前连续招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１４８５．２０１３．０４．０２３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苏政办发
［２０１１］６号）；江苏省精品课程（１１２０１０５２）

生６届，已有２届学生毕业。病理专业学生无论是
在实习医院，还是在工作医院均受到好评和欢迎。６

莉、王桂兰），杏林学院病理学科（陈莉、周家名），附属

年来，在病理学专业课程建设中，通过优化教学内
容，拓展教学视野；教学与临床紧密结合，建设“双

南通肿瘤医院病理科（何松、张建兵、扬书云、陈续东、

师型”教学队伍；改进教学方法，确定科学人才评价

郭燕）

方式；增加教学资源，优化教学条件等措施培养实
用型病理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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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陈莉，Ｅｍａｉｌ：ｂｌｌ＠ｎｔｕ．ｅｄｕ．ｃｎ

万方数据

主垡匡堂麴宣拯塞盘查！Ｑ！！生兰旦箜！！鲞箜兰塑曼！也』！！丛塑垦垫壁塑：垒Ｐ巫！！！！！：！尘：！！：堕！：兰

１优化教学内容，拓展教学视野。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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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率为１００％，考研录取率为６０％。病理专业学生
动手能力强、基础知识扎实、岗位适应能力强，许多
医院慕名来校招聘毕业生和实习生。该专业的办

根据临床病理医师职业岗位的要求，以培养具
有三高（高标准、高起点、高要求）和三基（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病理专业人才为目标。
重点设计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选用刘彤华主编的
《诊断病理学》作为专业教材，在本科大病理学习的
基础上针对性地突出和细化组织损伤、局部血液循

环障碍、炎症、肿瘤的病理学总论的基本理论。在

学水平在省内、国内享有较高声誉。
２坚持“课程负责人”制，建设“双师型”教学队伍，
抓住教学质量的关键
在教学中，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临

床相结合；坚持医教结合、医教相长的发展方向。
在专业教学队伍建设中，坚持“课程负责人”制，课

临床病理诊断教学中删除与本科大病理教学中重
复的内容，着重讲授常见疾病的诊断基础内容，如

程负责人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教学方法的设计

各种黏膜损伤性病变、常见脏器的炎症与肿瘤性病

制订与实施及注重保持与国内外同行间的交流与

变，增加了超微病理、相应疾病的基因组学、蛋白组
学及表观遗传学的相关内容。在该专业开设病理

合作，使专业教学充满活力。围绕优秀的课程负责
人，凝聚起一支高素质的专业教学队伍和高水平的

与临床进展专题讲座，与学生一起探讨当今临床病

学科团队。在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中，积极组织本

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让学生了解学科在医学中的
地位、作用、发展方向、发展前景、未解问题，激发学

地区临床病理讨论会并为基层医院进行病理会诊，
指导医疗实践，帮助其申报科研课题，推动相关科

生探索未知领域的好奇心。对少量超出教学内容
的知识，引导学生自学。在进入临床病理诊断教学

学研究的开展。最终形成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相
互推动、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目前，病理专业专

之前开设病理专业英文阅读训练选修课，选用自编
的双语病理学教材∞Ｊ，为学生学习打好基础，有利

职教师共有７人，全部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其中

于其掌握常见疾病的英文名称和常用的英文病理

师，其中６人具有临床执业医师执照。其课程负责

专业词汇‘４Ｉ。

人兼任南通大学附属南通肿瘤医院病理科学科带

与示范、教学质量的评估与提高、课程建设规划的

博士学位２人，硕士学位５人；均为硕士研究生导

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将理论课与实践课按１：１学

头人，该院病理科在２００９年成为江苏省卫生厅重点

时安排，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制作４００种常见病的
教学病理切片，构建包括６００种疾病病理变化的数

临床专科建设单位，２０１０年被批准为江苏省重点临
床专科。南通大学附属南通肿瘤医院病理科专业

字化教学病理切片库，满足了专业教学需要。在专

兼职教师中有８人获得教师资格证书，２人被我校

业教学中注重专业技能的培训，努力做到“教、学、
做”一体化，培养学生的基本病理技能、良好的临床

聘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学校定期举行集体
备课、示范教学、各级听课和教案评比等教学活动，

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引导学生早期

实行考教分离，重视实践操作与读片考核，以保证

接触临床，将第四学年专业教学课堂设在南通大学

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附属南通肿瘤医院，有利于学生见习实践，使其更
好地了解专业定位、发展，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３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确定科学评价

第五学年的临床实习均安排在三级甲等医院，１年

方式

实习期中有１／４的时间在医院病理科，必须进行进

要培养学生成为创新性、实用性人才，教师必

科和出科考试，毕业时需要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和参

须更新教学观念，以学生为中心，深入分析课程内

加毕业考试，才能获得临床医学专业和病理学专业
的学位证书。学生在完成专业学习后除了具备临

容，将学生已学过的病理学知识与诊断病理学内容

床医学基本能力外，还能够掌握３００种常见疾病的

根据教学内容与要求采用小班上课、小组训练、个

基本病理诊断，掌握病理图像分析的基本技能，了

别指导的教学方式。在课堂教学中帮助学生掌握

解学科发展的新进展，其知识结构、职业能力等方

疾病的病理特点、诊断要领，让其通过自己的实践
来验证理论教学内容，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

面均能较好适应临床病理专业需要。
据统计，学校２００６、２００７级病理专业毕业生就

万方数据

联系起来；将疾病静态的表现与动态演变相结合；

的。教师应把孤立凌乱的知识点综合起来，帮助学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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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系统地掌握病理知识，使其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

监控。使教学达到师生双向交流、实时互动，活跃

进行记忆。在教学中，把新的知识点设计成学生通

课堂氛围，提高了教学质量的目的。现代化教学设

过思考自学才能找到答案的问题，如细胞死亡的方

备丰富了教学内容，拓宽教学平台和学生的学习空

式有几种、生物信号传导不同途径的生理和病理学
意义等，使学生学会综合应用各种学习方法获取新
知识。

间，实现图像资源共享，提高了教学质量。在学校

延长开放实验室时间，在学校病理学系和临床
医院病理科专门安排教师值班带教，学生随到随
教，营造个性化学习环境。在专业教学中实行专任

督导组的检查中获得好评。
综上所述，在病理学专业课程教学中，将对学
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作为本学科制定教
学计划、内容和方法的目标，依托南通大学附属南
通肿瘤医院病理专业临床教学基地，走产、学、研密

导师制，一对一，手把手，把病理诊断的经验传授给
学生，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和提高学生对专

切结合的道路；将课堂教学、临床教学作为实施提

业的兴趣。在诊断病理教学中，根据课程特点采用
科学的评价方法。例如，采用传统的笔试与平时成

的专业教学体系，积极探索培养创新型、实用型病

高学生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主渠道。形成完善
理学专业人才，并取得显著效果。

绩、实践成绩相结合的考评方式，平时成绩由作业

成绩、个性化作业成绩、小组作业成绩共同组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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