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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及项目负责人、项目组简况

项

目

简

况

项目名称

基于培养创新思维及解决复杂问题综合能力的

病理实验金课的研究和应用

项目类别 一般教改类项目

起止年月 2020-1 至 2022-12

项

目

申

请

人

姓名 胡新荣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2 年 8 月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教授/所长 最终学位/授予国家 博士/瑞典

所在

学校

学校名称 广东医科大学 手机号码 15814396571

通讯地址 东莞松山湖科技园区新城大道 1号

主要教学

工作简历

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学时 所在单位

2019 上半

年

病理学、病理

学与病理生

理学

临床、口腔、

法医、预防、

药学、护理专

业本科

200/

半年
广东医科大学

2018 学年

病理学、病理

学与病理生

理学、基础医

学概论（3门

课程）

临床、口腔、

法医、预防、

药学、护理专

业本科

300/

年
广东医科大学

2017 学年

病理学、病理

学与病理生

理学（2门课

程）

临床、口腔、

法医、预防、

药学、护理专

业本科

220/

年
广东医科大学

2016 学年

病理学、病理

学与病理生

理学（2门课

程）

临床、口腔、

法医、预防、

药学、护理专

业本科

200/

年
广东医科大学

2015 学年

病理学、病理

学与病理生

理学（2门课

程）

临床、口腔、

法医、预防、

药学、护理专

业本科

200/

年 广东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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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学

改革和科

学研究工

作简历

时间 项目名称 获奖情况

2016-2019

潜在抑癌基因 eIF4E3 二重调

控 Snail/E-cad 轴的翻译表

达抑制宫颈癌 EMT 和侵袭转

移(8157256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6-2018

蛋白翻译水平的分子网络对

鼻咽癌 EMT 和侵袭转移的调

控及其靶向干预

(2015A030313519)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2019
“三”要素教学质量监控模式

在医学院校的探索与实践

广东医科大学第九届教

育教学成果获奖二等奖

2017

影响五年制高等医学院校教

学质量的要素和测控方法研

究与实践

广东医科大学第八届教

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7

利用高校教学督导机制全面

快速并不断提高青年教师的

教学能力

广东医科大学第八届教

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4
《基础医学概论》，人民卫生

出版社，第 1版，2014
广东医学院精品教材奖

2012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势，构建

混合型病理学教学模式

广东医学院第七届教育

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2
医学院校非医学专业本科课

程体系设置的研究与实践

广东医学院第七届教育

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2
高等医学院校关键教学环节

教学督导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广东医学院第七届教育

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1
病理学网络课程的建设与应

用

广东医学院教学技术研

究成果二等奖

2011
远距离多校区教学质量控制

的探讨

广东医学院教育教学研

究优秀论文奖

2008 病理学课程建设和教学
广东医学院第六届教育

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8
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提高

教学质量的深入研究与实践

广东医学院第六届教育

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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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项依据（项目意义、现状分析）

（一）研究意义（研究背景、学术价值、应用价值）

打造金课，淘汰水课，是当下教育领域的热词。教育部教育司吴岩司长（第十一届中

国大学论坛 PPT，2018 年 11 月 23-25 日，广州）定义金课是高阶性、创新性、挑战性，其

核心内容是使学生的知识与能力有机融合，从而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而解

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取决于创新思维（能力）的形成。

病理学是医学主干课程，是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课程，在医学体系中不可替代，

也是最适合打造金课的课程之一。但可惜的是，百多年来传统病理实验课采用典型的 LBL

(Lessons—Based Learning，LBL)教学法，老师主导，学生被动观察病理标本，借以验证

和巩固理论课知识，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综合能力方面效果不佳，不符合

当代金课标准。本项目根据 PBL (Problem-Based leaning，PBL)教学法的原理，对 PBL 教

学过程进行改革、优化并创建一套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综

合能力为核心的病理实验金课，为在全省甚至在全国培养更多具有较强创新思维和解决复

杂问题综合能力的高等医学人才，促进我国医疗事业的科学发展打下基础。

传统的 LBL 教学法以教师讲解为主，学生被动地接收知识，不能主动地将知识融会贯

通【1】，思维陈旧单一，解决复杂问题综合能力难以提升。PBL 教学法以问题为核心，以

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2】，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综合

能力具有优势。但是，传统 PBL 教学法有两大明显的固有缺点。其一是消耗学生时间和精

力太多，它要求学生带着问题（由老师布置）在课前查找文献和看资料，做好发言准备，

在课中分组讨论，每次 2-3 小时，有时需要多次讨论，直至问题解决【1,2】。每次 PBL 课

学生都付出比平常多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当一门课程有多次PBL课或若干课程同时开设PBL

课，学生难以应付；其二是教学内容零碎，效率不高。每次 PBL 课只能学习部分内容，不

能涵盖全部，打乱教学计划。有时候几分钟就能讲透的问题却要花上几小时来 PBL，对课

业繁重的医学生来说显然得不偿失。因此，用传统 PBL 教学法来培养医学生创新思维和解

决复杂问题综合能力不现实。

针对高等医学课程多，内容丰富，医学生学习压力大的特点，本项目将利用病理学实

验课具有 200 多个病变标本（每一个病理标本都含有一个病例）的便利进行 PBL 教学的改

革和优化，以打造病理实验金课。病理实验金课的基本做法是：老师布置实习任务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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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己或自由组成小组观察标本，然后全班集中，老师随机点名学生讲解，每次每生一个

标本，其他同学听完后提问题（包括病因、发病机制、大体病变、显微镜下改变、病变转

归、临床表现、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原则等方面），主讲学生解答，老师分别对主讲、

提问、主答分别进行点评及评分。全课在正常教学时间内完成。期末根据题目分类的考试

成绩及学生调查意见进行分析、反馈、改进、优化。病理实验金课既利用传统 PBL 教学法

培养创新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综合能力的优点，又避免其耗时耗精及教学内容零碎教学效

率不高的缺点。经在 4个小班共 144 名学生试用，效果显著。本项目将在更多班级（3个

年级 57 个班 2051 人）应用该教学法并设立严格对照组(3 个年级 105 个班 3780 人)，预期

建立一套新的适用于有效提高大学医学生创新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综合能力的病理实验金

课，为在全省甚至在全国培养更多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综合能力的高等医学

人才，促进我国医疗事业的科学发展打下基础。

（二）本项目的研究现状

2018 年 11 月 23-25 日教育部教育司吴岩司长在广州第十一届中国大学论坛上提出“两

性一度”的金课标准。“两性一度”，即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高阶性就是知识能力素质

的有机融合，是要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创新性是课程内容反映

前沿性和时代性，教学形式呈现先进性和互动性，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所挑战

度，是指课程有一定难度，需要跳一跳才能够得着，老师备课和学生课下有较高要求。相

反，“水课”是低阶性、陈旧性和不用心的课。

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有赖于创新思维（能力）。目前关于大学生创新思维的内涵

仍不够明确。用关键词“大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培养”在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上可模糊查到 4195 篇中文论文（年限从 1989 年至 2019 年 9 月 18 日）。最早一篇发表在

1983 年,可见国人对大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的研究热情高涨，也说明国家高度重视。但非常

奇怪的是至今对大学生创新思维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用关键词“大学生”+“创新思维/能

力”+“定义”/“概念”/“标准”等在“维普”模糊查阅有关文献，发现国人对大学生创

新思维的理解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研究完全不管大学生创新思维的定义是什么，

只管在文章中反复强调大学生创新思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教

学设施，加强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加强教学管理等【3】。试想，连大学生创新思维是什么

都不清楚，如何培养？第二种研究也不太管大学生创新思维的定义，开篇即喊用 PBL、C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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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翻转课堂（Inverted Classroom）等流

行教学口号代替传统 LBL 教学法来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1，2，4，5】。确实，与传统的

LBL 教学法相比，这些教学法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对

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有利。但是，缺点也是比较显著，比如教学系统性和完整性欠缺，学

生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教学效率不高，积极学生和不活跃学生的学习效果差异太大

等，因而不适于课业繁重的医学生。第三种研究认为大学医学生的创新思维是运用已有的

知识和理论，在医学实践活动领域中不断提供具有社会价值 、生态价值的新思想 、新理

论 、新方法和新发明的能力，能更好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5】。这应该是一个医生的创

新能力，被张冠李戴到医学生的头上。这当然不适当，因为医学生还在学习医学基础知识

中，如何能够提供医疗服务？第四种研究是把培养医学本科生的科学研究能力等同培养创

新思维了【6-9】。科学研究能力当然与创新思维有关，但是本科生正在学习基础知识，如

何有足够时间、精力和知识参与科学研究（不排除个别学有余力者）。科学研究能力应该

在研究生阶段培养，本科阶段培养科学研究能力纯属拔苗助长，违反教学规律，实在不宜

提倡。

我们从众多的文献信息中提炼出大学医学生的核心创新思维（能力）是：“掌握扎实

的专业基础知识并灵活运用，在教学内容中敏锐地发现新问题或针对其中未解决的问题，

提出新见解，预测发展趋势，预设解决方案”。本项目将以此为培养大学医学生创新思维

和解决复杂问题综合能力的具体指标。

传统 PBL 教学法有两个明显的固有缺点。它以问题为核心，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学生

主观能动性，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2，10】。但是，传统 PBL 教学法消耗学生时间和

精力太多，且教学内容零碎，效率不高。它要求学生带着问题（由老师布置）在课前查找

文献和看资料，做好发言准备，在课中分组讨论，每次 2-3 小时，有时需要多次讨论，直

至问题解决【1,2】。每次 PBL 课学生都付出比平常多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当一门课程有多

次 PBL 课或若干课程同时开设 PBL 课，学生根本不能应付。每次 PBL 课只能学习部分内容，

不能涵盖全部，打乱教学计划。有时候几分钟就能讲透的问题却要花上几小时来 PBL，对

课业繁重的医学生来说显然得不偿失。如果要使用 PBL 教学法有效地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必须进行改良和创新。

病理学十分适合进行 PBL 教学。病理学是临床医学的主干课和桥梁学科，基础性和应

用性都很强【11】。广东医科大学病理实验课有 200 多种病变标本，每一个标本都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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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包含许多医学问题如病因、发病机制、大体病变、显微镜下改变、病变转归、

临床表现、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原则等，十分适合进行 PBL 教学。但非常可惜的是，传

统病理实验课是以老师为主，老师布置实习任务后巡场指导学生观察大体和显微镜下标本，

最后老师讲解和归纳小结。实验课被简单当成验证和巩固理论课的手段，没有起到培养学

生创新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综合能力的作用。事实上，有人曾在病理实验课中使用传统 PBL

教学法【11】，但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和优化，不可避免地携带传统 PBL 教学法的两

个固有缺点，即费时费精及教学内容零碎效率不高。

基于改革和优化 PBL 教学法的病理实验金课的科学假说。我们对 2016 级 4 个小班共

144 名学生进行改良 PBL 教学的尝试。基本做法是：小班（36 人）上课，老师布置实习任

务后，学生自己或自由组成小组观察标本 2节课，随后 2节课全班集中，老师随机点名学

生讲解标本，每次每生负责一个标本，其他同学听完后提问题，主讲学生回答，老师分别

对主讲、提问、主答进行点评和评分。期末根据题目分类的考试成绩及学生调查意见进行

分析、反馈、改进、优化。我们惊喜地发现，开始时学生只能提一些简单问题，主讲学生

也只能简单回答，几次课后学生踊跃提问和解答，待到第 15 次实验课即将结束时，学生可

以对针一个标本从病因、发病机制、大体病变、显微镜下改变、病变转归、临床表现甚至

诊断和鉴别诊断及治疗原则等方面提出问题，更可喜的是有的还可以提出许多科学问题，

其中不乏疾病研究的前沿性问题，而主讲学生的解答也相当精彩。经问卷调查学生认为自

己的病理学习能力显著提高，考试显示这 4个班比其他班的平均成绩提高 5.3 分，综合分

析的题目表现尤为突出。因此，我们提出科学假说：利用改革和优化 PBL 教学法，在病理

实验金课中可以大力培养大学医学生创新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这个基于优改

PBL 教学法的病理实验金课无需提前提前查找资料，在正常教学时间内完成，教学内容完

整且不多占学生时间和精力，既保留了传统 PBL 的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综合

能力的优点又克服了其费时费精及教学内容零碎效率不高的固有缺点。

为了验证假说，我们计划利用改革和优化 PBL 教学法的病理学实验金课进行 3 届学生

的培养，把这种教学扩大到东莞校区的 57 个班 2052 名学生，以湛江校区的 105 个班 3780

名学生为对照（使用传统实验教学法），编写更适合 PBL 教学的实验教材，收集或购买更

多典型病理标本及其案例以支持 PBL 实验教学。然后根据设定的评价指标，对比评价病理

学实验金课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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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祖年，刘梦青.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与药理学教学改革.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08，

181-182.

【8】刘克敏，孙艺平，徐 静，孔 英，周万春.医学机能学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探索与

实践.实验室科学 2016， 19（1）：135-137， 141.

【9】刘朝奇，赵 云，韩 莉，沈雪莲. 医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实践与探索. 2015，26（20）：

3089-3091.

【10】梁毓琳，李 兰，李云川. 综合运用 PBL 和 SBL 教学法提高眼科带教质量的探索. 中

国高等医学教育 2017，（5）：118，130.

【11】王 莉，郭斌，李青. 如何在病理学实验教学中培养学员的创新能力. 山西医科大学

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 2003，5(4)：396-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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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方案及实施计划

1.具体改革内容、改革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改革内容

①建立大学医学生的核心创新思维（能力）及解决复杂问题综合能力的标准及考核指标，

作为建设病理实验金课的具体指标。在期中和期末考试中，设置基础医学知识类、分析

问题与解决问题类、预测疾病发展与转归类、提出新型诊断及治疗思路类等四类题目，

分别计算考试成绩，用后三类题目的成绩衡量其核心创新思维（能力）及解决复杂问题

综合能力，以总成绩来衡量病理学金课的教学效果。此外，用学生问卷调查的意见和病

理学后置课程考试成绩来进一步观察病理学金课培养创新思维及解决复杂问题综合能力

的教学效果。当然，可以利用从业后 10 年或 20 年的专业工作的进步程度来衡量学生的

终身学习能力，但此指标需要观察时间太长，不适合用在本项目中。

②建立既能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及解决复杂问题综合能力又适用于大学医学生的病理实

验金课。实行小班（36 人）上课，老师布置实习任务后，学生自己或自由组成小组观察

标本 2节课，后 2节课全班集中，老师随机点名学生讲解标本，每次每生负责一个标本，

其他同学听完后提问题（从病因、发病机制、大体病变、显微镜下改变、病变发展与转

归、临床表现甚至诊断和鉴别诊断及治疗原则等方面），主讲学生回答，老师分别对主

讲、提问、主答进行点评及评分。其中和期末根据题目分类的考试成绩及学生调查意见

进行分析、反馈、改进、优化。

③用改革和优化的 PBL 教学法进行 3 届学生（2019 级、2020 级、2021 级）的病理实验

课教学。

④把病理实验金课扩大到东莞校区的 19 个班 684 名学生，以湛江校区的 24 个班 864 名

学生为对照组（使用传统实验教学法），分析两组结果差异。

⑤编写更适合 PBL 教学的病理实验金课教材。

⑥收集或购买更多典型病理标本及其案例以支持病理实验金课的教学。

（2）改革目标

①建立被广泛认可的大学生创新思维及解决复杂问题综合能力标准。

②建立适合培养大学医学生核心创新思维及解决复杂问题综合能力的病理实验金课。

③形成一个完整的教学改革成果-基于改革和优化 PBL 教学法的病理实验金课，争取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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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全国兄弟院校相关单位交流和推广。

（3）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①病理实验金课能否扎实提高医学生的学习和创新思维（能力）？这关系到本项目的价

值和意义，因此是关键问题。根据我们的 4个小班小范围的前期试验，初步表明病理实

验金课能够显著提高学生总体成绩和综合分析能力，本项目可以解决此关键问题。

②病理实验金课能否正确实施？这关系到病理实验金课能否产生效果，需要有热情有经

验的教师来组织。广东医科大学东莞校区病理教研室是一个优秀的教学团队，长期承担

省级精品课程、省级共享课程、省级教学改革项目，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正确的创新 PBL

教学。

2.实施方案、实施方法、具体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及可行性分析

（1）2020 年 1 月至 6月：查阅更多文献并进行实地调研和广泛交流，建立并优化大

学医学生的核心创新思维及解决复杂问题综合能力的标准及考核指标。我们已经建立了

大学生创新思维的标准：“掌握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并灵活运用，在教学内容中敏锐地

发现新问题或针对其中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新见解，预测发展趋势，预设解决方案的思

维能力，从而形成终身学习的能力”。这个标准充分考虑了学生的学习成长规律和教学

规律，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在期中和期末考试中，设置基础医学知识类、分析问题与解

决问题类、预测疾病发展与转归类、提出新型诊断及治疗思路类等四类题目，分别计算

考试成绩，用后三类题目的成绩衡量其核心创新思维及解决复杂问题综合能力，以总成

绩来衡量病理学金课的教学效果。此外，用学生问卷调查的意见和病理学后置课程考试

成绩来进一步观察病理学金课培养创新思维及解决复杂问题综合能力的教学效果。我们

设置的标准和指标客观具体、科学可行。

（2）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通过对广东医科大学东莞校区 3届学生（2019 级、

2020 级、2021 级，共 57 个班 2052 人）进行病理实验金课的 PBL 教学，建立并不断优化

既能提高大学生创新思维及解决复杂问题综合能力又适用于大学医学生的优改 PBL 教学

法。本项目前期对 2016 级 4 个小班 144 人进行了病理实验金课的优改 PBL 教学，初步结

果表明效果显著，因此是可行的。

（3）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以东莞校区 57 个班 2052 名学生进行病理实验的

优改 PBL 教学，以湛江校区的 105 个班 3780 名学生进行传统病理实验教学（对照组），

用期末病理标本考试和理论考试成绩为主要指标进行统计分析两组结果差异。广东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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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东莞校区和湛江校区有相同的临床专业学生，在同一学期开设病理课，可以配对成

标准的对照组，因此是可行的。

（4）2020 年 1 月至 12 月：组织东莞校区病理教学团队的老师分工合作编写更适合

优改 PBL 教学的实验教材。我们有现成的病理学实验指导教材，只需增加更多的培养创

新思维的元素即可，因此可行。

（5）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通过申请项目经费或学校教学经费，收集或购买

更多典型病理标本以支持优改 PBL 实验教学。我们有病理科，社会上也有部分病理标本

提供，只要经费到位即可购买。即使有困难，我们目前 200 余件病理标本也能满足本项

目的改革要求，因此可行。

3.项目预期成果及其实践运用预期（包括成果形式，预期推广、应用范围、受益面等）

（1）预期形成教学改革成果 1项：“基于培养核心创新思维及解决发展问题综合能力

的病理实验金课的建设、研究和应用”。可以在全省全国兄弟院校有关单位交流和推广，

主要在病理教研室应用，但也可以在形态学如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及临床学科教研单位

应用。广东医科大学每年招生 5000 多名，成果的初期即使在本校使用，其收益人群也有

5000 人/每年。

（2）完成相关教研论文 3-5 篇，与全国同行进行大会或期刊交流。

4.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点

(1) 基于改革和优化 PBL 教学法的病理实验金课基本程序。传统 PBL 教学法要求学

生带着问题（由老师布置）在课前查找文献和看资料，做好发言准备，在课中分组讨论，

每次 2-3 小时，有时需要多次讨论，直至问题解决。病理实验金课的基本做法是：实行

小班（36 人）上课，老师布置实习任务后，学生自己或自由组成小组观察标本 2节课，

后 2节课全班集中，老师随机点名学生讲解标本，每次每生负责一个标本，其他同学听

完后提问题（从病因、发病机制、大体病变、显微镜下改变、病变发展与转归、临床表

现甚至诊断和鉴别诊断及治疗原则等方面），主讲学生回答，老师分别对主讲、提问、

主答进行点评及评分，期中和期末根据题目分类的考试成绩及学生调查意见进行分析、

反馈、改进、优化。病理实验金课既利用传统 PBL 教学法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及解决发

展问题综合能力的优点，又避免其耗时耗精及教学内容零碎效率不高的缺点。至今未查

到相关的教学改革研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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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出明确的大学生创新思维及解决发展问题综合能力的概念：“掌握扎实的专

业基础知识并灵活运用，在教学内容中敏锐地发现新问题或针对其中未解决的问题，提

出新见解，预测发展趋势，预设解决方案的能力，从而形成终身学习的能力”。至今未

查到相关的改革研究报道。

四、项目建设基础

1.与本项目有关的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工作成绩

(1) 项目前期试验：我们对2016级 4个小班共144名学生进行优改PBL教学的尝试。

基本做法是：实行小班（36 人）上课，老师布置实习任务后，学生自己或自由组成小

组观察标本 2节课，后 2节课全班集中，老师随机点名学生讲解标本，每次每生负责一

个标本，其他同学听完后提问题，主讲学生回答，老师分别对主讲、提问、主答进行点

评及评分。我们惊喜地发现，开始时学生只能提一些简单问题，主讲学生也只能简单回

答，几次课后学生踊跃提问和解答，待到第 15 次实验课即将结束时，学生可以对针一

个标本从病因、发病机制、大体病变、显微镜下改变、病变转归、临床表现甚至诊断和

鉴别诊断及治疗原则等方面提出问题，更可喜的是有的还可以提出许多科学问题，其中

不乏疾病研究的前沿性问题，而主讲学生的解答也相当精彩。经问卷调查学生认为自己

的病理学习能力显著提高，考试显示这 4个班比其他班的平均成绩提高 5.3 分，综合分

析的题目表现尤为突出。

（2）作为广东省省级精品课程和省级资源共享课程，病理实验教学条件优越,师资

队伍力量雄厚,教学研究气氛活跃。近期已完成相关教研论文 5篇：

①姚运红,秦恩杰,成 莹,胡新荣.CBL 联合 PBL 在局部循环障碍教学中的应用［J］.

基础医学教育,2018,20(9):340-342.

②姚运红，唐加步，赖文秀，熊晖，唐泽立，胡新荣.医学生自学能力的调查及提

高方法探讨［J］.高教学刊 2018；75（3）:55-56

③姚运红,赖文秀,熊 晖,唐泽立,胡新荣.在病理实验教学中提高医学生的临床思

维能力调查及对策［J］.高教学刊 2018，78（6）:97-98，101.

④姚运红,唐加步，唐泽立,成 莹,胡新荣.多元评价模式在病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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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科教导刊,2019，370（10）:83-84.

⑤姚运红,唐泽立,敖秋月,成 莹,胡新荣.CBL结合 PBL教学模式在肿瘤病理教学中

的应用 高教学刊 2019，104（8）:114-118

2.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含有关政策、经费及其使用管理机制、保障条件等，可附有

关文件），尚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1）学校政策支持及鼓励开展教学研究。《广东医科大学教育教学研究管理办法（修

订），校医教〔2017〕1 号》规定对获得省级立项和资助的项目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严格

管理，并且提供人员、设备、场所、经费配套及奖励政策。

（2）开展“基于培养创新思维及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病理实验金课的研究和应用”

的条件完全具备：

①教师队伍：教师 25 人，教辅 5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10 人，博士学位 10 人，

教学经验丰富，教研热情高。本课题组近期承担了 12余项省部级及校级教学研究课题，

发表了相关教育教学研究论文 32余篇。

②实验场地和设备：本学科拥有设备完善的病理实验教学实验室 8间约 1000平方

米，每位实验的学生有电脑、数码照相、显微镜、数码投影等设施等。

③典型的病理大体标本 200余件，切片 3000余张，每例标本都有一个案例故事，

十分适合做创新 PBL教学。这些标本十分难得宝贵。

④东莞校区每年临床专业学生 19个班（实验班），湛江校区 36个班（对照班）。

（3）病理学获得广东省精品课程和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资助并已完成建设，如教学

大纲、教案或演示文稿、重点难点指导、病例讨论集、作业、参考资料目录和课程全程

教学录像等已按课程的章和节课程模块建设，教学资源可相对独立，可以被单独使用。

为 PBL 教学模式提供了充足的参考教学资源，学生可以利用病理学系的网上资源进行自

主学习。

(4)缺少条件：经费，详细见“五、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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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所承担的教学改革和科研项目情况

（1）胡新荣、王森、李旻、康海仙、庞天云、孙丽萍、张叶、陈泓臻。潜在抑癌基

因eIF4E3二重调控Snail/E-cad轴的翻译表达抑制宫颈癌EMT和侵袭转移(81572566)。

2016-201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胡新荣、姚运红、赵毅、康海仙、唐泽立、陈泓臻。蛋白翻译水平的分子网络

对鼻咽癌 EMT 和侵袭转移的调控及其靶向干预(2015A030313519)。2015-2018，广东省

自然科学基金。

（3）胡新荣、姚运红、雷光和、杨劲松、钟遂平.五年制高等医学院校英汉双语教

学师资队伍建设的研究（07SYJ07-03），2007-2018，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

（4）钟遂平、沈玉洁、胡新荣.高校多校区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建立与实践

(07JG09-03)，2007-2018，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

（5）丁元林、唐湘涓、施建明、胡新荣、陈军、谢翔天、黄然、沈玉洁、钟遂平.

高等医学院校非直属附属医院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及监控体系的研究，2007-2018，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

（6）胡新荣、姚运红、谢翔天、钟遂平、戴忠、邹振宁.以教学关键环节为着眼点的

教学督导体系的研究与实践(BKJZZ2008044)，2009-2010，广东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

学研究和改革项目。

（7）胡新荣、沈玉洁、姚运红、施建明、谢翔天、杨永丽、钟遂萍、彭立乾、张瑜、

段其伟.医学院校关键教学环节教学督导体系的研究与实践，2010-2011，教育教学研究

成果培育项目，教育厅粤教高函[2011]55 号。

（8）沈玉洁、胡新荣、万崇华、唐湘涓、杨永丽、谢翔天、朱朱、张瑜.五年制高等

医学院校教学质量要素和测控方法的理论与实践，2012-2013, 广东省教育厅，高等教

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

（9）胡新荣、姚运红、谢翔天、沈玉洁、赵毅、王森、朱伟、康海仙、丁伟斌、曾

超、姜恩平。利用高校教学督导机制全面快速并不断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

（2012JK152）。2013-2015，教育厅（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科学研究

项目。

（10）沈玉洁、张瑜、胡新荣、罗敏、谢翔天。医学院校教学质量内部保障体系存

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014-2016，教育厅，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改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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