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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对于在医学教育中开展反思性实践及其学术研究，国际上
从2000年之后逐渐深入系统，但在国内除少数学者有所涉猎之
外，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普遍重视。这一方面与国内医学教育研
究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与医学教育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有关。事
实上，无论是具体医疗实践中，还是医学教育实践中，反思一
直存在并伴随其中。比如，大家熟知的PBL教学、临床病例讨
论、自主学习模式等，都有反思性的思维与行为。
反思能力被认为是临床专业能力的一个重要特征，反思对
医疗行为的改善也已得到证实。对医学教育工作者来说，开展
反思性教学与指导学生反思性学习，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临床
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过去的经验设计教学活动，可以在教学
过程中灵活应用教学方法，还可以在课程结束后进行分析总结。
既可以反思成功，也可以反思失败，二者同样重要。对学生而
言，反思可能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通过反思，学生可以将新

的学习与已有知识和技能联系起来并加以整合。引导和监督是
反思的关键，也是有利于学习的因素，作为教育者，对学生提
供适当的指导是必需的。
反思能力如何发展？学生反思性思维如何评价？反思是如
何改变临床行为的？反思有何负面影响？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有
待我们深入研究、讨论和实践。

武汉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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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ature Article

反思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
——欧洲医学教育协会指南NO.44
JOHN SANDARS
何春燕 吴夏 译

文献来源：Medical Teacher, 2009;31:685-695
论文标题：The use of reflection in medical education:AMEE Guide No.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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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反思是一种元认知过程，可深化对自我和情境的理解，从而指导未来的实践。反思
是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发展医疗关系和专业知识的必要条件。在
本科、研究生和继续医学教育中，可采用若干教育方法促进反思，如基于文本的反思期刊、
关键事件报告、创造性地使用数字媒体和讲述故事等手段。选择何种方法因预期结果而异，
也应由使用者决定，因为风格偏好不一而同。有指导的反思来自于导师或引导者的支持性
挑战，往往可以破旧立新，重要性不可小觑。反馈对于促进反思也有重要作用。反思是否
可以提高医护质量并未得到充分证据支持，但的确可以改善医护过程。

概念介绍
在本科、研究生和继续医学教育中，反思的使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反思的性质和目
的往往是模糊的。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理解反思对于教育的益处。
从物理学到教育学，“反思或反射”一词广泛应用于不同语境，但所有语境都忠于其
拉丁词源：“弯曲”或“回头”。教育学中，反思被视作为一个可“回溯”思想的过程，
对思想进行解释或分析。该意义形成过程通常由某事件或情形触发，从而促进理解或增强
意识。当再次遭遇同样事件或情形时便可运用这些见解。“反思”有若干定义，如框1所示。
框1：反思的若干定义
反思(Dewey 1938)：
“反思是对任何信仰或假定知识形式的一种积极、持久和仔细的思考过程。该思考
往往具有支持依据且趋向于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反思(Boud et al. 1985)：
“反思是智力和情感活动的总称，个人通过这些活动探索经验从而得出新的见解或
评估。”
反思(Moon 2004)：
“反思是一种有目的性和/或预期结果的心理处理形式，适用于暂未得出明显解决方
案的相对复杂或无结构的想法”。

全文链接：http://wsm70.whu.edu.cn/info/1045/12772.htm

人类的生存得益于反思。举一个简单的
例子，我们的穴居人祖先很快意识到剑齿虎
会咬人，未来要远离它们。可将反思过程总
结为一个简单的三阶段模型，包括三个组成
部分：计划、执行和回顾（图1）。

· 告知未来的行动意味着反思是一个目的
明确的过程。理解情境并不能改善本次实践，
除非这些见解可以改变未来的反应。

反思在国际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
反思的概念已经被写入许多国家和国际
上关于医学本科、研究生和继续医学教育的
预期结果的表述中。对专业人士的定义中大
多数还包括关于反思或终身学习要求的表述。
然而，这些表述中通常很少讨论所使用的方
法和预期的结果。

图1 反思模式的三阶段
医学教育文献中，广泛提及“反思”的
概念，但通常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相似的
过程。反思是反思学习和反思实践的重要组
成部分。反思性学习的目的是改善学习。我
们将遇到定义不清问题时的专业实践称之为
反思性实践。预期“学习”往往也缺乏明确
的定义。
本指南中，建议采纳广义的反思概念，
以便涵盖一系列可能的用途、方法和预期结
果。
反思是一种元认知过程，它贯穿于情境
前期、中期和后期全过程，从而加深对自我
和情境的理解，并运用于未来情境。
· 元认知过程表明，元认知，或“有关思
考的思考”，是有效反思的必要条件。元认
知是一种自我调节过程，可选择、监控和评
估认知过程(Flavell 1979)。在该情景下，
认知过程是反思的途径。此概念十分重要，
它强调了反思是一个可控过程，可开发各种
训练策略来促进反思。
· 情境前期、中期和后期都可进行反思。
通常情况下，反思只发生在事件或情境后，
但行动前进行反思可以运用特定的学习目标
或感知可能的挑战，从而更好地处理事件，
在促进个人成长和学习方面展现了巨大潜力。

本指南旨在描述反思的概念，并为反思
在本科、研究生和继续医学教育中的有效实
施和评估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医学教育反思的三种主要途径
1.学习的反思
经验学习是通过获得经验进行学习的过
程。然而，仅凭经验并不足够，必须将经验
解释和整合到现有的知识结构，成为全新知
识或拓展知识。反思对于主动学习至关重要。
我们从日常生活和职业中经历的各种不同事
件和情景中学习，因此“经验”这一概念也
并不难理解。例如，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病人
服药后的反应来了解药物的副作用。
广泛引用的“经验学习圈”理论包含四
个主要阶段（图2）（Kolb 1984）。学习者
在第一阶段获得经验，在第二阶段进行反思，
促进第三阶段“抽象概念化”。学习者需要
在此阶段试图理解他们的行为或应对经验，
并辨识出一切学习需要，例如必须获得的新
信息或在未来面临类似情况前需要获得的新
技能。第四阶段则是应用新知识和技能，这
可以是一个循环过程，并可多次重复，每次
循环都会促进知识的积累。Kolb经验学习圈
理论可以应用于大量学习情景，如本科、研
究生和继续医学教育。

图2

经验学习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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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于简单获得新知识和技能，如了解
如何开展某一临床操作，了解自身和处境对
终身学习有更广泛的影响。医疗专业实践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治疗自我”，即认识
到潜在的个人价值观和信念，这些价值观和
信念代表着专业态度，如同理心和同情心。
发展重要的自我效能因素也需要了解“自
我”，这是成为一个自律的终身学习者所必
需的。

本指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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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医疗关系的反思
一个“优秀的”临床医生需要拥有丰富
的知识和精湛的技能，也需与患者及护理人
员 建 立 和 维 持 好 医 疗 关 系 (Freshwater
2002)。医疗关系指一段会对病人健康产生
有益影响的关系。心理治疗领域早已认识到
这种关系的重要性，近期以病人为中心的医
护受到的关注与日俱增，强调在患者满意度、
慢性疾病护理和协调等方面进行改善。
(Stewart et al. 2000)。
医疗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认识和理解
个体的个人信仰和价值体系，包括临床医生
和患者。体系之间的潜在差异会导致临床医
生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进而影响他们的决
策和后续治疗。最近的神经认知研究表明，
有效推理主要是一个潜意识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逻辑信息的处理会受到情绪的调节。
例如，如果病人对医生发怒，有同理心的医
生和无同理心的医生反应并不相同。
建立医疗关系是专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成为专业人士的关键特征。与导师
共同进行指导性反思十分有用，在此过程中
可以识别和挑战潜在的信念与假设。
反思医疗关系的建立对研究生和继续医
学教育尤其重要，也适用于本科教育，特别
是在临床阶段学习的本科生。
3.发展专业实践的反思
临床医生经常需要处理各种复杂且不确
定的情景。这种专业实践的“混乱性”是专
业知识的核心(Schon 1983)。专家往往能很
快做出恰当的决策应对这些情景。究其原因
在于，他们能够通过行动后的反思来建立一
系列心智模式, 并且迅速调用这些模式来有
效地解决问题。
形成专业知识不仅仅需要一系列知识和
技能 (Eraut 1994)。面临新情形时，专家
往往将知识、技能和所面临的具体情境进行
整合。反复接触复杂情景十分必要，指导性
反思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该反思方法的学习
机会。
专业实践发展的反思是研究生和继续医
学教育的必要条件。虽然这三种方法会产生
不同的预期结果，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深
思熟虑后彻底理解某一情境，从而指导将来
的行动。这就是反思的本质。

自主学习和反思
人们越来越关注自主学习这一概念。每
位医疗人员的核心特质便是成为自己终身学
习的主人。 自主学习者采取元认知过程来
选择、监控和评估他们完成任务的方式
(Zimmerman & Schunk 2001)。 对学术环境
中自主学习者的研究强调，自主学习是一种
深层次的学习方法，并可提高学习成绩。自
主学习也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可以改善心
理 健 康 和 个 人 效 能 (Baumeister & Vohs
2004)。
反思可视为一种自主学习方式，理解它
有助于我们了解反思如何发展，并将其广泛
应用于工作生活之中。

建立理解的过程
每个人都试图理解自身经历，这是通过
创造心理模型或个人理论来实现的。这些模
型或理论是主动创建的，并借鉴了以前遇到
的类似情景。例如，一个人会有某种信念，
认为某种特定的技能或信息将有助于他们处
理问题。这些人也可能对自己或他人怀有某
些信念。遇到新情景后，这些信念和假设就
会受到挑战，进而需要修正。有时，这个过
程是相当戏剧性的，导致了视角的重大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转化性学习”
(Mezirow 1981)。当基本信念，如自我意识
或世界观受到挑战时，强烈的学习或观点转
变就会随之发生。这种转变通常伴随着强烈
的情感和情绪反应，如悲伤、羞愧或愤怒。
建立理解前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察觉”。
Mezirow(1981)描述了当个体开始意识到他
们当前的行动(基于现有的心理模型或个人
理论)和有效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所需的行动
之间存在差异时的“迷失困境”。对个人而
言，这也许是显而易见的，但可能也需要提
示，如他人的反馈或关键事件回顾。“察觉”
可发生在反思的任何阶段，即反思前、反思
中和反思后。意识到反思是一种元认知过程
的重要性在于，个人必须意识到反思的必要
性，这需要察觉到“迷失困境”或迅速反思。
通常情况下它是情绪性的，即与情境相关的
不适或忧虑。可通过“正念练习”来发展这
种能力，每时每刻的意识都在不断发展
(Epstein 1999)。

另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将新知识应用到未
来情境之中(Johns & Freshwater 1998)。
反思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价值取决于行动、
反思和行动的重复循环。每次行动中，尤其
是类似行动，就可能增加理解的深度。这种
方法与教师继续专业发展中广泛推行的行动
研究和实践者研究十分类似，但很少使用于
继续医学教育中。采取批判性的反思立场或
应用双环和三环学习也可以加深理解深度。
Argyris和Schon(1994)首次提出单环和双环
学习的概念。当出现意外结果时，个人寻找
其他策略进行处理时，就产生了单环学习。
双环学习与质疑密切相关，即试图找出意外
结果产生的原因。
例如，临床医生可能不确定某种常见疾
病的最有效治疗方法。单环学习可以确定学
习需求，表现在寻求有效治疗的信息，比如
查找教科书或咨询同事。单环学习可以满足
具体的学习需求，而双环学习可揭示临床医
生为什么无法确定治疗方法：可能是过度依
赖机会主义学习，而非系统地识别其学习需
求。临床医生学习方法的结果远远超出了最
初肤浅的学习需要。如果继续深入，三环学
习 与 情 境 的 关 键 方 面 密 切 相 关 (Carr &
Kemmis 1986)。这涉及到影响所有行为的权
力和控制的根本体系。具体的问题是“我们
为什么要这样做?”在确定什么是“正确的”
做事方式上可能会存在冲突，但只有讨论行
动的潜在目的和意图才能破旧立新。这种类
型的学习具有高度的变革性，并可能改变个
人和社会。

有引导的反思
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帮助和支持，就无法
最大化实现个体反思的潜力。此处的“其他
人”可能是同辈，也可能是拥有特定角色的
人，如导师(Hawkins & Shohet 1989)，其
作用是促进反思，要使反思有效，就需要将
支持和挑战巧妙结合起来。

针对有改善医疗关系和专业实践意图的
反思而言，引导性反思尤其有用。长期以来，
引导都是心理治疗和咨询的关键。
Schon(1987)对反思性学习的描述也强调了
导师的作用。学生们往往对导师在促进反思
上的帮助心怀感恩，这是本文涉及的文献综
述里所能确定的一致主题。将引导性反思引
入任何课程都是一项巨大工程，有效的替代
途径包括群体督促(一位导师和一群学习者)
或同辈督促(学生轮流作为展示者和引导者，
共同提高)。同辈督促也可促进个人技能发
展，可更广泛地应用于临床接诊等情形。

反思的伦理方面
对经验的理解可能与强烈的情绪有关
（Boud et al. 1985）。当个体反思自己导
致了某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如病人的死亡，
这就十分显而易见。但是当涉及简单的信息
需求时，例如无法回忆某一个特定的事实时，
也可能会与强烈情绪密切相关，可能会生动
地回忆起以前的经历和相关的感受，如学生
时代会因为记不住某件事而被嘲笑。这时必
须创造一个安全的整体环境，促进个人反思
的发生。这一点对于所有的反思而言都很重
要，包括书面反思日记，而对于在小组环境
中或在促进者的帮助下进行的反思尤为重要。
（Henderson et al.2003）。
人们通常认为，通过反思提高自我意识
对个体是有益的，但一部分人的自我思考行
为可能会增加，他们会过于关注自己，这是
一种对自我的焦虑关注，他们可能会不断质
疑自己的动机，不确定自己的行为。关于保
密性的重要伦理考量包括哪些人能接触到反
思，以及出于什么目的。许多教育项目和专
业认证计划坚持要求个人保留反思性日记，
这些记录常常用作于评估。在这种情况下会
产生张力，因为评估通常需要"深刻"反思的
证据，但正是这种重要的经历展示了个体的
脆弱性。当评估者也是促进者或指导者时，
这一点尤其重要。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但需要仔细考虑。必须预料到，有些人在最
初的反应之后可能需要情感和心理支持。建
议向个人提供支持服务联系电话，并让促进
者了解现有的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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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的核心是挑战和随后的改变，这些
改变可为未来的行动提供信息。那些构成最
大挑战和改变的最重要的经历往往涉及强烈
的情绪，并产生一系列后果。首先，一个人
可能会有意识地，更有可能是无意识地，阻
止对这一重要经历的关注。其次，人们往往
不愿意讨论经历，也不愿意改变。支持者可
以提供必要的支持环境，个体进而能够注意
并理解其经验。支持者可以通过关键的咨询

和指导技能来提供这种支持，例如非判断性
的提问和接受差异。周围环境也很重要，要
确保讨论在私密情况下进行而不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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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在医学教育中的作用
对卫生保健专业教育和实践中的反思和
反思性实践的系统性综述强调，到目前为止，
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反思可以通过改变
临床实践或改善病人护理来提高能力(Mann
et al. 2007)。然而，作者指出，可能存在
潜在好处。有证据表明，反思与更深入的学
习方法有关，新的学习能与现有知识和技能
相结合。已确定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反思
可以改善对复杂和异常病例的诊断推理。
本指南对本科医学教育中的反思进行了
有限的文献回顾，发现21篇文章与本综述的
目的相关，包含各种促进反思的方法，但只
有一项研究比较了不同的方法（Baernstein
& Fryer-Edwards 2003）。这项研究的目的
是确定撰写关键事件报告、一对一会谈或两
者结合，哪一种方法对激发反思更为有效。
结论是与导师的会谈对反思职业精神最有效。
对于学生在院校期间的学习没有纵向研究，
也没有证据表明反思对其长期发展有好处，
特别是在未来的临床护理中。本科医学生的
反思增加了对自我意识、专业思维能力和私
密检查所需技能的自我报告。四项研究描述
了积极的客观结果，增加了反思和诊断思维
的技能（Sobral 2000）、专业认同（Niemi
1997）、医学人文主义能力的分数(Wiecha
et al. 2002) 和 妇 产 科 的 最 终 考 试 成 绩
(Lonka et al. 2001)。总之，学生认为反
思是有用的，反思提升了学习和专业发展方
面的自我报告和客观结果。

如何在医学教育中实施反思
有多种方法在医学教育中开展反思，这
些方法取决于预期的结果，也取决于反思发
生的环境，如学术课程的要求。

促进反思的教育策略
1.反思的动机
成功的反思需要个体认识到反思对个体
成长和职业发展至关重要。动机取决于设定
明确的目标、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如果未
设定明确的预期结果，则难以确定目标。通
常情况下，学习者被要求“反思”，但很少
告知其目的。最好在一开始便告知反思的性
质和结果，以及对专业实践和终身学习的重
要性。
内部动机的主要因素是自我效能感和对

任务的感知度。当学习者最开始接触反思时，
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可以通过鼓励和逐步增
加反思任务来增强动机，比如最开始只是
“察觉”，逐渐引入完整的反思过程。
整体外部教育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动机，
反思孕育于其中。评估在不断地推动着学习：
本科生需要参加考试，研究生需要获得证书
和认证，以及进行继续医学教育。在个人和
专业的反思性学习中使用评估档案与非正式
的日志或日记是不同的。
2.反思的元认知技能
重要的是，个体可以提升其元认知能力
来监控和评估反思的关键因素:察觉、处理
和改变行动。
（1）察觉
对于个体来说，第一步需要认识到他们
现有的心理模型和个人遵行的理论何时受到
特定事件或情境的经验的挑战。这可能发生
在事件或情境的任何时刻:之前，期间或之
后。如果最初无法察觉，就不会产生反思。
可通过几种方式来促进察觉。
（i）自我监督
不断地自我监督思想和情绪可以增强意
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并非易事，但可
以通过正念练习实现(Epstein 1999)。正念
植根于东方哲学和宗教传统，认为情感、记
忆和行为是相互依存的。通过正念练习，个
体不仅可以觉察到思想和情绪的瞬时变化，
也能够理解其组成部分，并通过洞察力来指
导行动。
个体需要对瞬时的思想和情感深入地、
非评判性地剖析，可通过定期的自我记录来
实现，例如书面或音频日记、日志、纸质记
事本等，但随着移动设备的出现，录音机、
移动电话或IPod的录音功能均可轻松记录口
头评论。事件发生即刻便将其记录下来，即
所谓的“捕捉思想”，该方法很有用但通常
很难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事件发生后应尽
快记录下来。即时记录想法可以更准确地反
映潜在信念，后期再进行记录会导致心理组
织的准确度下降。
这会导致事后偏见，常会揭示一个更积
极的自我认知。各种各样的事件都可能增强
意识，如与病人和同事的直接接触、观看电
影或阅读文学作品等(Hampshire & Avery

2001)。这是医学教育中人文学科的重要作
用，应该鼓励人们通过他人看法获取更多经
验。
自我监督在最开始可能会不太自然，但
大多数人很快就会逐渐适应，成为一种常规
和潜意识的过程。这是典型的认知教学策略。
（ii）来自他人的反馈
对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可以很容易地从行为观察到潜在信念，如讽
刺的评论，但非语言行为，如语调或面部表
情，往往更有说服力，且很容易察觉。可以
从多种渠道获得反馈，如同事或患者。反馈
通常是匿名提供的，但无法解释评论。导师
也可以提供有用的反馈。研究表明，自我评
价往往比他人更高、更积极(Gordon 1994)。
高效的、善于反思的学习者或实践者会积极
地寻找其他反馈。
（iii）关键事件和重要事件分析
当行动出乎意料地顺利或不顺利时，大
多数人都会经历“惊喜时刻”。这些时刻为
反思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尤其是在研究生和
继续医学教育中。个人可以以反思日记或日
志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或者作为组织工具
的一部分，比如重大或警训事件检查。本科
医学教育也采取了该方法(Henderson et al.
2002)。
（2）处理
反思的主要价值在于发展对自我和情境
的理解。只有通过这种感觉的形成过程，未
来的行为才能被改变。
（i）学习反思
这一目的的主要过程是确定学习需要，
尤其是关于需要获得的信息或需开发的新技
能。学习者可以询问自己各种简单的问题，
比如：
这种情况有什么让我惊讶的吗?
我是否具备处理这种情况的信息或技能?

这种方法是典型的个人和职业发展计划。
这种方法可能会很肤浅，而不能解决重大的
潜在问题，比如为什么医生没有及时了解最
新的抗生素。这类问题通常与潜在的信念有

（ii）发展医疗关系的反思
医疗关系是医学专业的基础，它将医患
关系的沟通与通过同情和关怀传达的积极的
自我给予结合起来。这是医疗实践的核心，
由个人信仰和价值观所决定。它还取决于对
他人想法和感受的深刻理解。这个话题与情
商密切相关，情商与个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密切相关。具有这种意图的反思旨在识别和
挑战当前的信仰体系和假设。通常，人们会
意识到与特定经历相关的强烈情感，从而引
发更深层次的质疑。这些问题包括：
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的情绪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在生活或与他人的接触中，还有其他情
况让我有同样的感觉吗?
我是否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这些情绪对我和其他人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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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专业实践发展的反思
该反思方法目的在于培养专业知识。对
专业知识本质的研究表明，专家的心理模型
较之新手更为复杂，因此在遇到新情境时专
家能够迅速调用该模型。该模型得益于反复
投身各类实践，且紧密相关。建立这些模型
并非是随机的，而是通过反复接触的各种经
历，这是专业知识的关键。
鼓励反复投身实践领域，并进一步从相
关电影和文学中获得经验来扩大该领域，由
此发展专业知识。对行动进行持续的反思是
发展专业知识的基本要求，也是典型的“探
究型思维”，这种思维探索并试图获得多种
视角，以丰富其世界观。书面反思通常并不
常见，但可以通过期刊俱乐部和会议与同事
进行讨论。一些医生也试图通过书面反思促
进理解，比如书写反思日记、反思故事或诗
歌。
（3）未来的行动
很容易假定反思只是内省，应用性不强。

01
专
题
报
道
A Feature Article

我是否需要更多的信息或技能来处理这
种情况，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关。解决这类问题需要双循环学习，进一步
进行提问。典型的问题包括：
信息或技能的缺乏是否因为缺乏如何解
决这种缺乏的信息或技能?(该问题旨在确定
学习者的信息搜寻和个人发展技能)
确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根本原因是
什么?(该问题旨在确定关于自我的信念，比
如自我效能，并进行更深入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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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反思目的在于为未来的行动提供信息,
使其更具目的性、更为成熟。需要确保行动
与其背景相适应，例如患者与原始研究的人
群不同，则基于证据的临床指南就无法得以
遵循。考虑到该决策的后果后，往往会引发
深入反思和行动循环。
3.反思性的讲故事和写作
大多数文明中，讲故事历史悠久而古老。
通过讲故事，个人来向他人传达其经验，这
些故事包括信息、观点和情感。将讲故事用
于反思性学习是一个自然的步骤，因为许多
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经验的反思，并形
成新的见解。讲述故事的过程，无论是书面
的还是口头的，都要求讲述者注意并理解一
段经历。故事的呈现，无论是私人形式还是
团体形式，似乎都有重要的治疗效果，学习
者可以释放情感，这是反思过程的一个重要
部分（Gersie 1997）。
讲故事已经被用来有效地吸引学生和医
护 人 员 进 行 反 思 和 反 省 实 践 （ McDrury &
Alterio 2003）。个人往往需要初步的培训
来提升其讲故事的技巧，结构化的方法是行
之有效的。故事的典型顺序是开头、中间和
结尾。通常，开头设置场景，故事在中间部
分展开，介绍和讨论故事主要部分。结尾通
常包含故事讲述者希望传达的重要信息。这
三阶段与有效思考的步骤十分相似。
已经讨论过本科医学生使用反思性写作
进行反思（DasGupta & Charon 2004），在
继续医学教育中也是如此（Bolton 1999）。
个人发展计划和学习档案。在研究生和
继续医学教育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结构化方
法来鼓励和评估反思学习(Rughani 2001)。
这些方法通常是培训、认证或再次认证的基
本组成部分。首先需要确定学习需求，然后
决定如何满足这些需求。反思是该过程的一
个基本方面，是结构化方法的一种。例如，
以下几个问题可以激发对当前知识或技能的
反思。
（i）识别学习需要。
大多数专业人士都有广泛的经验，这将
使他们能够确定自己的学习需求。包括他们
如何应对各种情况的自我意识，比如他们认
为哪些情况具有挑战性、重大事件、来自同
事和患者的反馈、处方和转诊审计，以及小
测验。

（ii）制定计划以满足已确定的学习需
要。
几种教育干预措施可被选择。例如，不
了解最新的糖尿病治疗方法。作为一个确定
的学习需求是，促使学习者寻求进一步的信
息，如参加培训课程或阅读文献。

评估反思
评估是一个需要对结果标准做出判断的
过程，医学教育中评估与反思十分相关。提
供反馈方面，形成性评估不可或缺，可以进
一步识别学习需求。 终结性评估发生在一
段时间的学习结束之后，可能需要反思，比
如本科课程。学生不喜欢评估其反思活动，
认为其作品是私人的，但他们也会质疑其效
度和信度。效度是指评估是否会测量它想要
测量的东西，而信度则指采用同样方法重复
测量的结果之间是否一致。学生们很容易意
识到，书面反思，比如反思日记，并未准确
描述作者的思想和情感。
除却学生的忧虑，反思评估目的也十分
多元，需要建立整体框架。大多数评估包含
“反思层次”，这种层次模型基于反思深度
这一概念。当只有对事件进行描述时才会产
生肤浅的反思，但更深层次的反思包括从具
有挑战的和可能改变的证据事件和行动“后
退”至现有的信念和观点。“转化性学习”
相当于发生在这个更深层次。
本文提供了两种对反思材料进行分类的
方法。第一种方法基于观察到的专业发展阶
段 （ 框 2 ）， 第 二种 方 法是 更 实 用的 方法
（框3）。
框2：根据专业发展阶段对反思性材料进
行分类(在Niemi 1997年之后)。
反思。讨论的内容是，我们学到了什么，
它如何影响到个人，以及他们如何感觉
自己已经改变了。
应该提供一些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
情感上的探索。有证据表明一段经历对
情感的影响，这包括对他们自己的信仰
和价值观的见解和讨论，包括这些信仰
和价值观是如何受到挑战的。
客观的报道。只有一个写实性的描述，
在经历中发生了什么，没有反思的证据，
或经验如何影响他们。
分散的报告。描述是没有重点或混乱的，
只包含对体验的描述。

框3：对反思材料进行分类的实用方法(在
2004年Moon之后)。
A级:经历事件改变了或证实了你经历事件
的方式。你可能希望改变你对未来类似事
件的反应方式。你提供解释，包括参考其
他文献(如文章或书籍)。
B级:包括判断——什么做得好，什么做得
不好以及为什么。
C级:描述一个事件——认识到它是如何影
响你的感觉、态度和信念的，以及/或质
疑已经学到的东西，并将它与以前的经验
进行比较。
D级:描述一个事件——认识到某件事很重
要，但不解释为什么。
E级:描述一个事件——重复事件的细节而
不提供任何解释。
F级:描述一个事件——对一个事件的糟糕
程度描述。

医学教育中反思的常见问题
反思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与以下几个问
题有关，接下来重点讨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
案。
1.反思参与度低
如何让个人参与反思似乎是所有教育工
作者面临的持久挑战。自主学习模式为我们
理解低参与度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思路。自主
学习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目标、意愿(动
机)和技能(监控策略)。因此，有效的反思
只有在这三个部分保持一致时才会发生。

自我监控的策略要求个体具备一种“执
行功能”，确保注意、处理和未来行动等

尽管一些作者注意到学生在反思中参与
度较低，但学生们表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
在这样做了，而且书面过程与他们的学习偏
好不一致(Grant et al. 2006)。最近一项
针对一年级医学学生的研究强调，“网络一
代”学习者更喜欢基于群体的创造性活动，
而不是使用基于书面文本的方法(Sandars &
Homer 2008)。使用多媒体(音频、照片和视
频)的经验及其在反思中的创造性使用，如
在数字讲故事中，似乎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参
与度，而且增加了反思的深度 (Sandars &
Homer 2008)。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表达思想
和情感的方式。这些包括素描、绘画、照片
和雕塑(Gauntlett 2007)。创造力可以解放
许多学习者，它可以超越语言带来的障碍，
如文化意义和难以用语言表达思想。当话题
与强烈的情绪有关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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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思阶段的困难
在反思过程的各个阶段可能都会有困难。
“察觉”阶段的困难通常与缺乏足够的反馈
有关。尽管学生们表示他们希望得到别人的
反馈，但他们不愿意给出反馈。这可能导致
学生要么得不到反馈，要么得不到有助于学
习者反思的反馈。提供反馈的有效技巧包括
用非评判的方式提供具体的例子(Westberg
& Jason, 2001)。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可能
会导致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从而阻碍其余
的反思过程。
在反思的“处理”阶段也可能会有困难。
一个常见的困难是学习者因某个事件产生了
强烈的情绪。通常最重要的事件（如误诊）、
激发强烈的情绪（如愤怒或悲伤）的相关事
件，可以刺激反思。重要的步骤是识别和释
放这些情绪，因为它们会阻碍进一步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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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能不清楚自己反思的总体目标，
如果他们的导师也不确定，情况就会更糟。
不幸的是，反思常常被看作是额外的“插
栓”，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尤其是在评
估的时候。以确定知识学习需求为目标的反
思的过程和结果与发展医疗关系所需要的是
不同的。动机是复杂的，包括内部和外部因
素。内部动机包括对活动的内在兴趣、自我
效能感(对能够完成任务的自信)和对任务难
度的感知。大多数人发现，反思能力似乎是
发展的，但如果没有定期的练习则很难。还
有一种常见的影响，即年轻的学习者倾向于
用更绝对的术语来思考事件，而不是考虑更
广泛的背景和可能的含义。外部因素包括组
织对个人学习和工作的支持和鼓励。

关键方面得到考虑。对学生有意识使用元认
知的研究发现，当他们试图提高对这一过程
的意识时，也存在类似的困难。这已经通过
具体的培训来解决，逐步向学习者介绍元认
知监控的使用。这些策略的目的是明确元认
知过程，包括鼓励学习者在反思的同时大声
说出反思的阶段，并记录“思考”日记，以
便识别和讨论不同的阶段。对反思的元认知
过程的初步介绍可能会提供一个有用的模板
和提示。如果能够鼓励学习者模仿他们自己
的元认知处理方法，那么辅导者或导师也是
非常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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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d et al. 1985)。这一过程可能导致学
习者产生防御心理，重要的潜在问题可能得
不到解决，比如害怕对病人说“不”。一位
训练有素的主管或导师是难得的。事后诸葛
亮也被认为是可能的困难，但这与更广泛的
回顾性问题有关，即试图弄清以前的情况和
事件(Jones 1995)。实验证据表明，人们对
过去事件的记忆往往很差，而强烈的情绪可
能会改变这种情况。此外，事件的归因在事
件发生后不断在心理分析。这个困境没有简
单的答案，因为所有的思考都是建立在对世
界的一种建构的观点之上的。反思的结构化
过程可能非常有用，有几种框架。这些框架
允许使用提示语来逐步深化反思。尽管反思
可能会增加对情况的理解，但重要的是，这
些见解可以为未来遇到类似情况提供参考。
当洞察力为未来的行动提供参考，并对该行
动的后果进行反思，这一过程就显得特别重
要。这是一个周期性过程的开始，可以进行
更深层次的反思。行动或实践者研究涉及到
一个循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理
解(和个人理论的发展)可以通过行动迭代地
发展。这一过程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专业实践，
但也可以满足其他意图，如当学习需求已确
定，新的信息或技能已获得，然后应用到现
实生活情况。在课堂上教授的内容和应用到
另一个环境中通常是有区别的。
3.教与学方法中缺乏整合性反思
反思通常是教学环节或课程的“插栓”。
其结果是导师和学习者都开始将反思视为一
个与教育过程脱节的过程。不仅是缺乏参与
性，而且形成一种文化，从而贬低反思。重
要的是，反思应成为每个课程和整个课程的
组成部分。该课程包括培养什么样的学习者
的基本理念、各种拟实施的方法和评估策略。
这对导师和课程开发人员具有启示意义。在
医学教育中，反思通常也被认为只与课程的
某些方面有关，如沟通技能或临床实习，但
实际上反思是有机会融入临床前教学的。

反思在医学教育中的展望
建议进一步的研究可以着眼于比较不同
的反思方法，包括支持的促进者和使用新技
术。评价态度和行为的主客观影响也很重要，
但教育者首先需要说明反思的预期目的，以
便能够使用或建立适当的结果衡量标准。
医学教育干预对临床医疗的影响越来越

受到教育者和资助机构的关注，而试图回答
这一重要问题的证据似乎很少。建议进行进
一步的研究，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临
床医生的怀疑态度会增加，反过来反思在医
学教育中的作用就会受到轻视。

本科生参与反思是一个重大挑战，将数
字多媒体（音频、照片和视频）与新技术相
结合，如博客、社交网站和播客，可能会提
高这部分学习者的积极性，也能促进更深入
的反思。建议进行深入研究。与书面反思性
作业相比，如何评估多媒体作品也是一个挑
战。
将反思理解为一个元认知过程，可以更
广泛地理解如何促进和研究反思。反思的一
个重要方面是觉察，其他教育背景下对冲动
的研究强调，冲动的增加会降低学习效果。
然而，当学习者意识到这种倾向并训练认知
策略以有意识地放慢学习速度时，可以扭转
这种情况。与这一概念密切相关的是情景意
识，在这一概念中，个人会意识到环境中的
各种线索，但最初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是觉
察。在航空领域针对情境意识开展了广泛的
研究，其重要性在病人安全工作中也日益得
到认可。建议进一步研究以确定是否与教育
和实践领域的元认知过程有关联。

结论
反思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会产
生多种预期效果和方法。经历前、经历中和
经历后的反思十分重要。个人可以开展反思，
与导师合作进行指导性反思也很重要，进而
挑战潜在的信念和假设。反思的途径因人而
异，不同个体偏好不尽相同，特别是对于医
学生而言。虽然并无证据表明反思能改善病
人的医疗，但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也可能
存在，因为医疗过程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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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tering novice students’diagnostic ability:
the value of guiding deliberate reflection
Sı´lvia Mamede,Taciana Figueiredo-Soares,Silvana M Elo´i Santos,Rosa M D de
Faria,Henk G Schmidt & Tamara van Gog
文献来源：MEDICAL EDUCATION,2019,53: 628–637
论文标题：培养医学新生的诊断能力:引导自觉反思的价值
内容概述：
医生的临床诊断能力是决定医疗服务质量的关键，也是医学教育的重点和难点。许多
学校开设的临床推理课程的核心内容是案例实践教学，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各不相同，但对
其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很少。有实验证据支持的为数不多的方法之一是自觉反思。作为一种
学习工具，自觉反思有助于提升医学生的诊断能力。该论文研究了提供指导是否可以增强
临床推理课程中学生自觉反思，进一步提升医学生对临床案例的诊断能力。
反思流程为比较一个病例的不同诊断，反思来自病例的证据是不是与诊断一致。反思
过程促进了相关知识的激活，以及与已有知识联系的建立和重组，丰富了疾病的心理表征，
使这些学生更容易在测试中辨识新的病例。相比于提供直接诊断或鉴别诊断的学生，经过
反思训练的医学生在后期测试中对相同或相关新病例的诊断准确率更高。
本研究将学生分为三组：自由反思组（学生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反思病例）、提
示反思组（学生被告知他们应该考虑哪些诊断）、模型反思组（给学生提供一个专家对案
例进行反思的完整示例，并要求学生研习这个范例）。研究表明，通过在实践中“聚焦”
反思，可消除学生反思不相关疾病或未能反思貌似合理的替代诊断的可能性，无效认知负
荷减少。研究显示，有指导的提示反思和模型反思比自由反思带来更有效率、更好的学习
效果。研究还发现提示反思和模型反思学习效果相似，尽管后者更有效率。这一发现可用
专业知识反转效应来解释，即学习实例虽然对新手有利，但随着专业知识的增加，效果会
变差。该研究结果可帮助临床教师在指导学生临床个案实习时选择更合适的教学方法。自
觉反思的应用已经被证明比传统的方法如作出鉴别诊断等更有效。
该研究表明，提供指导，如提示在反思时考虑哪些疾病，能有效提升新手学习效果。
提示反思所需教师额外的投入较少，而模型反思学生付出的努力较少，然而教师则需要花
费更多的精力准备相应的反思示范案例。

全文链接：http://wsm70.whu.edu.cn/info/1045/127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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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思维能力是医师岗位胜任能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案例教学被广泛用于临床课程的
教学活动，然而组织形式千差万别。案例教学中的反思活动本质上就是批判性思维在实践
中的应用，可以有效重组和激活原有知识体系，并促进理论知识和实践活动相结合。反思
活动是医学生或在培医师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有助于学生明确自身学习需求，提升其
内在驱动力。然而，在案例教学中的如何组织反思活动，缺乏实证性的比较研究。
本文作者通过严谨的实验设计发现，相比于没有任何指导的反思活动，教师提供线索
的反思活动具有更佳的教学效果。研究表明，自由反思需要学生付出更多的脑力劳动，教
学效果却弱于提示反思或模型反思；模型反思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努力，教学效果却并不
优于有线索的提示反思。基于反思活动对初学者知识框架的影响更为明显的考虑，作者选
择没有任何临床经验的三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学生被分为自由反思组、提示反思组和
模型反思组，在学习了9个标准书面案例后，开展不同形式的反思活动。为了评价教学效果，
研究者使用了包含已学习过和未学习过的病种的10个新病例测试学生诊断正确率。对于已
学习过的病种，开展提示反思训练的学生表现最优；对于未学习过的病种，接受不同形式
反思活动训练的学生表现并无明显差异，且评分低。研究显示，在案例教学中开展提示反
思，可以提升学习效率，这为优化临床案例教学的组织方式提供了参考依据。同时，文章
采用实证方式对临床案例教学中不同形式反思活动的教学效果和效率进行了客观数据评价，
其研究方法值得参考。

临床教学中的反思活动可以帮助学生将原有的知识、经验和感受进行联系，并学以致
用。案例教学中融入反思环节，有助于医学生把握自身的学习过程，定位自身优势和差距。
虽然反思活动本身不涉及新知识的学习，但这是一种基于原有知识体系的有效的批判性思
维能力训练。在低年级医学生中开展指导性的反思活动，帮助学生在学习临床知识和技能
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反馈与调整，将强化其关于反思性学习的观点，从而在未来职业生涯中
持续学习、成长并监督自己。

乐江（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教授 ）

Applications of the reflective practice
questionnaire in medical education
Shane L. Rogers, Lynn E. Priddis, Nicole Michels, Michael Tieman,Lon J. Van Winkle

文献来源：BMC Medical Education，https://doi.org/10.1186/s12909-019-1481-6
论文标题：反思性实践问卷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
内容概述:
本研究探讨了反思实践问卷(Reflective Practice Questionnaire，RPQ)是否能够可
靠地用于衡量医学生的反思能力及其相关特征。研究中应用的RPQ是2018年由Priddis和

Rogers首创的一种含有40个条目的自我报告问卷，其中包括一个多层面测量反思能力的子
量表和几个反思理论相关结构的子量表，如自信心、改善欲望、压力和工作满意度等。研
究分析了一所美国大学的98名四年级医学生的RPQ问卷结果，通过计算各分量表的Cronbach
alpha信度值，确定各分量表的信度，并应用方差分析和Bonferroni校正比较，将这些RPQ
分数与以前研究报道中的普通公众和心理健康医生样本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医学生报告的反思能力高于普通公众样本，但与心理健康医生样本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上
的区别。对医学生而言，反思能力与自信心、压力和改善欲望相关。工作满意度与与患者
沟通的信心呈正相关，与患者互动时的压力呈负相关。聚类分析显示，约19%的医学生在与

12

患者互动时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焦虑水平，23%的学生不太投入，5%的学生不满意，7%的学生
对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表现出过度自信。RPQ是衡量医学生反思能力(Cronbach’s alpha值=

0.84)和相关特征(Cronbach’s alpha值从0.75到0.83)的可靠指标。RPQ可作为医学教育计
划前评价的一部分，以补充课程中学生的自我反思活动，并确定哪些学生可能从有针对性
的干预中受益。

全文链接：http://wsm70.whu.edu.cn/info/1045/127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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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反思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许多医学课程的核心目标之一。反思能力是指学
生在学术学习和临床实践中进行反思思维的能力、愿望和倾向。反思能力的评估能提
升反思实践教育的有效性。通过对反思写作内容进行定性评价，或者对书面短文、视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频或半结构化反思练习的书面回答进行评分，可以评估一个人的反思能力。医学生和
执业医师反思能力的评估则常用自我报告问卷。目前针对医学教育不同的领域有几种
不同类型的问卷。有的评估学习中反思的程度，包括对学习内容的意义、目的以及学
习习惯的反思程度。有的问卷聚焦医疗诊断推理过程中的反思，有的则特别关注医疗
决 策 过 程 中 的 反 思 评 估 。 2007 年 Aukes 等 人 创 建 了 Groningen 反 思 能 力 量 表 (the
Groningen Reflection Ability Scale ，GRAS)，用于评估个人在医学上的反思能力。
在此基础上，2018年Priddis 和 Rogers提出一种新的自我报告问卷——反思实践问卷
(Reflective Practice Questionnaire，RPQ)。该问卷包含16项反思能力(RC)子量表，
从“行动中反思”、“行动后反思”、“与他人反思”和“自我评价”四个不同层面
测量反思能力。RPQ还包含了与反思实践相关的其他几个属性（整体自信、改善欲望、
压力和工作满意度）的子量表。相比于其他问卷，该问卷条目更易于解释，并且能更
广泛应用于不同的职业和对反思持不同观点的人群。

13

本篇文献首次评估了RPQ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该文详细分析了一所美国大学的98
名四年级医学生RPQ自我报告问卷的结果，并与先前研究报道中的普通公众和心理健康
医生样本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医学生报告的反思能力高于普通公众，但与心理健康
医生没有区别，并且医学生反思能力与自信心、压力和改善欲望相关。该文尝试进一
步分析反思能力测量的四个维度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反思能力子量表与反思实践相关
的其他几个属性之间的联系。这些严谨的分析与讨论揭示了该自我报告问卷在探究反
思思维和反思实践中更深层次的价值。该研究认为RPQ可作为医学教育的自我报告工具，
也适用于评估旨在提高执业医师反思能力的项目。此外，医学生和执业医师可以通过
完成RPQ问卷来进行自我反思和专业发展。最后，RPQ问卷可以用来识别焦虑、过度自
信或对医疗实践的不满/不投入的学生，以便教育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干预。该研究有一
定的局限性，采用的样本相对单一，因此尚需进一步积累与比较分析不同国家医学院
和跨行业的RPQ研究，以推动不同学科的反思实践教育。RPQ测量的自我报告性质可能
使得结果出现偏差，建议结合其他反思活动以及同伴和教师对反思能力的反馈等形式
一起应用。该反思实践问卷能够可靠地应用于衡量医学生的反思能力及其相关特征，
值得在医学教育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何春燕（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

Beyond the margins: reflective writing
and development of reflective capacity
in medical education
Hedy S. Wald，Shmuel P. Reis

文献来源：J Gen Intern Med.2010;25(7):746-749.DOI:10.1007/s11606-010-1347-4
论文标题：跨越边界：反思性写作与医学教育中反思能力的培养
内容概述:
反思能力是临床胜任力的必备特质之一，良好的反思可促进医学教育中反馈环节的
有效实施，并可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率。然而，如何切实提高并准确评价学生的反思能
力是医学教育中的一大难题。
作者所在的美国布朗大学Warren Alpert医学院在临床课程及家庭医学见习课中运用
了“互动式反思性写作”的教学方法，师生通过阅读并回复学生的反思叙述，引导学生
静下心来，明晰自身所处的临床情境，提高临床思维能力。本文探讨了实施这一过程所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医学教育中的反思进行了反思。
反思性写作是促进医学生自我反思、自主学习的有效工具，具体的实施形式包括反

14

思性写作小组、记日志、文档记录、视频文书及互动式反思性写作等。布朗大学Warren
Alpert医学院制定了详细的课程实施方案，要求教师对学生反思性写作的书面反馈中融
入诱导反思的提问、相关的个人及临床趣闻轶事、可选的研读分析及经验教训总结，引
导学生进一步的深入反思。为了促进“网络时代”学生的积极参与，课程组灵活利用多
媒体图片、社交网络、百科、博客、播客等多种互联网资源。针对学生反思能力的评价，
Warren Alpert医学院将书面评估方法与叙述格式塔及研读衍生的感悟进行整合，建立了
一套简明、可靠、有效、用户友好的评价体系。互动式反思性写作课程为学生在今后的
医学职业生涯中一步步成长为具有反思能力的专注实践者打下基础。
学生采用公式化的反思性写作，可能会降低反思能力评价的可靠性。随着反思专业
性的提升，学生分享私密话题的诚实度将受到影响。反思性写作是否能准确反映学生的

共情能力与胜任力？反思性写作是否能提高医患沟通能力？以上都是需要反思的问题。

性写作的理论、课程实施与结果评价，以促进反思性写作成为提高学生反思能力、提升
职业认同的有效工具，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专注力、共情力与职业胜任力的实践者。

全文链接：http://wsm70.whu.edu.cn/info/1045/127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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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有关反思性写作的超国界、跨学科研究的逐步深入，亟需进行相关的研究探讨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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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也叫“元认知”，是对思考本身的思考。古人有云“学而不思则罔”，“吾
日三省吾身”，自我反省会促使自己不断进步。医学教育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教育，其目
标是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健康守护者。医学教育中学生的反思性学习能提高学生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对自身学习需求的认识，使学习更具内在驱动力；有助于学生不断更新并沉淀所学知识，
形成广泛、多样、相互关联的知识体系；提高医学生对理解力及胜任力的认识，增强将
知识、技能与经验与之整合的意识；还能使学生不断检验自身的价值观，认识到成为一
名言行举止合格的医生还需要提升的能力。因此，良好的反思能力是临床胜任力的必备
特质之一，然而，如何切实提高并准确评价学生的反思能力是医学教育中的一大难题。
本文探讨了“互动式反思性写作”这一教学方法，同时也对“互动式反思性写作”
本身进行了反思。反思性写作属于叙事医学，是通过描述与疾病有关的场景、事件等，
在事实基础上加入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的分析性写作。
反思性写作可以帮助医生感知患者的情感，构建医生与患者情感沟通的桥梁，增加
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同时促使医生充分剖析和认识自我， 实现医生的职业反省。
反思性写作的实施首先需要患者的支持，患者愿意将相关信息传递给医生；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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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要体现对患者的关注，多进行换位思考，真正走进患者的世界；最后在良好的沟通
中，促进医患共同决策的形成，实现医患和谐。在此过程中，患者的依从性、医生对反
思性写作的热情和参与度、医生的叙事能力等都会影响最终的效果。作为医学教育者，
我们应不断总结和探索引导学生进行反思性学习的方式，培养仁心仁术的医学人才。

罗凤玲（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

Medical Student Schwartz Rounds: A Powerful
Medium for Medical Student Reflective
Practice
David Gleeson,James Arwyn-Jones
Mariam Awan,Isabel White,Omid Halse
文献来源：Advances in Medical Education and Practice.2020 Oct 19;11:775-780.
论文标题：医学生Schwartz分享会：医学生反思性实践的有力工具
内容概述：
反思是良好医学实践的核心组成部分，医学生应当尽早开始反思，以在未来的个人实
践中保持反思的习惯。常规书面反思的有效性广受质疑，且可能有沦为法律罪证的风险；

另一方面，医生及医学生的职业倦怠问题日渐凸显，因此亟需开展各类培训以激发医学生
的工作热情。Schwartz分享会（Schwartz Rounds）是一种基于团体的反思性实践模式。本
研究将Schwartz分享会作为反思性实践的工具，用于临床学习阶段第一年的医学生，对其
使用价值进行了探讨。
Schwartz分享会源于美国，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医护人员的工作热情。会上，多
学科的专业人士汇聚一堂，反思医疗工作中的情感问题。每一轮分享集中于一个特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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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或病例，每位与会者首先分享一个相关的故事并讨论其对自身的影响，然后全体与会者
开始讨论。已有研究显示，Schwartz分享会可显著改善定期参与者的心理健康、降低其精

神压力。
本研究在一年内于英国某大型教学医院进行了3场针对临床轮转阶段第一年医学生的
Schwartz分享会，主题为“我报名就是为了这个吗？”，每次持续1小时。会后，参与者需
要完成一份问卷调查。对问卷结果的分析显示，90%的学生认为分享会办得非常好，93%觉
得分享会开拓了思维和自我意识，90%表示会向同事推荐Schwartz分享会并计划未来再次参
会，90%认为Schwartz分享会是个人更喜欢的反思性实践方式（相较于书面反思）。
本研究的结果提示，团体反思比个体反思更有意义，分享个人经历可促进更强的归属
感，医学生对Schwartz分享会的评价明显高于反思性写作。医学生Schwartz分享会可被视

为反思性实践的有效方法。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全文链接：http://wsm70.whu.edu.cn/info/1045/127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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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性学习与实践已逐步应用于医学在校教育和毕业后教育，对于提升学生学习效果、
培养临床思维能力、促进职业发展有所裨益。目前常用的反思性学习与实践方法有反思性
写作、指导性反思、团体性反思等。反思性写作是比较常用的反思形式，通过写作反思某
一阶段学习经历或者所经历的事件，以加深对知识和实践的理解，可促进更深层次的批判
性思维和反思性思维。反思性写作有分析性写作和创意性写作两种形式。然而，反思性写
作尤其在最初阶段并不受到学生广泛欢迎，原因一是学生认为反思性写作是额外负担，二
是学生担心一些隐私甚至涉及伦理和法律等方面的问题暴露给他人。引导学生明确反思的
总体目标和有效训练写作技巧可以增加学生参与度。
指导性反思可以在导师与学生之间一对一进行，亦可在导师与共同学习的小组成员之
间进行。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导师和学生一起工作，了解学生的实践过程。导师则作为指
导者帮助学生，并对学生在实践中的表现提供适当的反馈。结束时，回顾学生的学习进展，
讨论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确定未来的学习和指导计划。这种场景类似于教师指导学生实习
和对学生的Mini-CEX评价。导师一对多的指导可以在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中进行。PBL为大
家熟知，其特点是学生在没有学习相关知识之前将问题查找出来，学习者确定他们需要了
解什么，然后积极寻找相关知识并将其反馈给同伴，导师则起引导作用。CBL与PBL相似，
主要区别是在CBL中，学生已掌握了一些相关知识，他们可以用这些知识来分析案例。这两
种学习方法与反思过程有诸多相似之处。PBL是从一个需要解决或探索的问题开始，以预期
结果展开学习。这个过程的核心是以批判性思维来确定问题的框架，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
并找到解决方案。PBL与反思性实践一样，旨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学习能力。
Schwartz分享会（Schwartz Rounds）是一种基于团体的反思性实践模式，该论文显
示，超过90%的学生认可这种反思模式，并从中受益，且有意愿再次参加这种反思活动。作
者据此认为，团体反思比个体反思更有意义，拓展了思维，促进了归属感。值得在实践中
进一步探讨。

余保平（武汉大学医学部副部长，二级教授）

Reflective practice in the teaching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Orit Karnieli-Miller

文献来源：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2020，Oct,103 (10),2166-2172
论文标题：沟通技能教学中的反思性实践
内容概述：
医学教育一贯推崇反思性实践，沟通技能的教学尤其如此。然而，虽然应用广泛，但
关于如何在沟通技能教学中促进反思能力的提高尚无指南可循。本文讨论了沟通技能教学
中反思性实践的组成要素，并通过实例说明了反思性实践对于提高学生沟通技能学习水平
的重要性。
作者对反思性实践的定义包含以下要素：
①加深对自身、他人及情境的理解：反思是一项“元认知”过程，其首先关注的是自
我意识和自我理解，这一过程可以帮助个人明确自己了解什么、不了解什么以及他们需要
了解的事物的重要性；对他人的理解，可以促进换位思考与共情沟通；对情境的理解，可
以帮助人们从不同角度看待临床遭遇，加强个人对遭遇的描述能力，了解环境的影响力，
理解不同临床情景下沟通方法的差异，提示未来面临相似情境时需要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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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注认知、情感与行为层面：反思性实践是探究提问、剖析经历的过程，涉及认知、
情感与行为三大层面。认知层面旨在对个人思维方式的进行深度理解；情感层面涉及个人
的情绪反应及其背后的原因；在行为层面上，个人审视自我行为与他人行为的相互影响，
强调在对既往经历的反思基础上来体验新的行为。
③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通过反思性实践，人们得以深化理解、明确态度，并能慎
重选择去接受那些积极有效的看法与行为，拒绝有问题的态度与行为，同时找出备选的行
为并在未来相似的情境下进行尝试。反思性实践可以指导将来的行为，使之更具有目的性。
在沟通技能教学中，有三个时间点可以进行反思性实践：行动前、行动中与行动后。
行动前，学生对任务进行思考，设定目标，设计策略，深化对自身、他人及情境的理解，
基于既往经验决定如何应对当前遭遇；当行为过程中突然出现不寻常或不恰当的情况，需
要予以注意时，就要实施行动中的反思：仔细分析情况，并基于分析结果调整行为，以助
于修复医患沟通中的误解；行动后的反思是沟通技能教学中运用最广泛的反思性实践，指
情况发生后，对其回顾、在脑海中重现、剖析并深化理解，常用的工具包括反思性写作等，
教师引导下的学生反馈可以提升行动后反思的效果。

在医学院校的沟通技能课程中，以下环节可促进学生提高反思能力：解释培养反思能
力的意义，阐明反思性实践的流程，鼓励学生通过提出“是什么”、“说明了什么”、
“现在要怎么做”等问题来培养反思能力，通过与他人交换观点、分享看法来完成反思，
创造适宜反思的安全环境，教师树立反思的榜样。

全文链接：http://wsm70.whu.edu.cn/info/1045/12777.ht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基于广泛的文献和教研经验，作者构建了反思能力的培养和评价体系，评价指标包括：
①对事件的全面观察和准确描述能力；②对自我情感、态度、行为的深度反思能力；③对
他人情感、态度、行为的分析能力；④对当前困境的识别能力；⑤对经验教训的总结能力。

02
国
际
视
野

02
国
际
视
野

---------- 评

论 ----------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反思性实践是医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是个人实现自我提升的宝贵机会。本篇论
文基于大量文献及作者个人的教研经历，对反思性实践的组成要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
思想来源于沟通技能教学研究与课堂实践，但应用价值不限于此，对医学领域内各专业的
教学均有指导意义。
作者对反思性实践的定义，强调了三大要素：一是对象要全面，包括自身、他人与情
境；二是层面要多维，涉及认知、情感与行为层面；三是时间要具有发展性，反思过去与
现在，指导未来。这一定义体系较为完善，反映了反思性实践的本质要求，不仅适用于沟
通技能的教学，也适用于内外妇儿等各科临床技能教学及其他医学课程，适用于本科生教
学，亦适用毕业后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
基于个人的沟通技能教学经历，作者对“行动前”、“行动中”及“行动后”的反思
性实践进行了细致阐述，并结合实例探讨，深具启发性。反思性实践是动态的过程，只有
在行动前、中、后均实施有效的反思，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闭环，方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反
思的效用，帮助学生获得学习内驱力，找到最适合的学习方法，从而达成既定的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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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能力的评价是医学教育的一大难点。作者基于广泛的文献阅读和教研经验，创造
性地构建了反思能力的评价体系。其中涉及多项评价指标，各指标亦进行了详细分级，具
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当然，这一评价体系可能更适用于沟通技能的教学，若想在其他课程
中运用，尚需根据不同的课程特点进行调整与优化。此外，作者还总结了促进反思能力提
高的多个教学环节，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目前，反思性实践是国内医学教育领域方兴未艾的主题。我们期待着，通过学习国内
外医学院校运用反思性实践的宝贵经验，教师们能利用好这一有效的工具，帮助医学生及
医生不断成长，实现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李孔玲（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外科教研室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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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型执业者”的培养
陆德梅

摘要：20世纪80年代，唐纳德.舍恩提出了“反思型执业者”这一概念，对美国专业学位教
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舍恩于1987年出版的《反思型执业者的教育》一书，本文在剖
析当时美国专业学位教育困局的基础上，介绍了“反思性实践”及其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
性，以及设置“反思性实践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行动中所知；行动中反思；反思性实践课
中图分类号：G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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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9)06-0031-05 DOI：10.13397/j.cnki.fef.2009.06.012
复旦教育论坛,2009(06)：31-35.

全文链接：http://wsm70.whu.edu.cn/info/1045/127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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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培养具有合格执业能力是临床医学教育的核心目
标。但当前我国临床医学教育面临着知识传授和课堂讲授比重高、重学术轻临床、临床医

Domestic Highlights

学生动手实践机会减少和执业能力下降等问题，近年来临床实习质量提升改革和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制度等，都是有关临床执业能力培养的教育改革措施。
此文从培养“执业者”（reflective practitioner）的角度，基于唐纳德.舍恩在
1987年出版的《反思型执业者的教育》一书，通过专业学位教育的困局、反思性实践理论、
设置反思性实践课三个方面，介绍了反思性实践理论及其在专业学位教育中的应用。其中
关于反思性实践理论的介绍，有助于更好理解和分析当前我国临床医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和教育改革方向。
“反思性实践”理论分为“行动中所知”（knowing-in-action）和“行动中反思”
（reflection-in-action）两个层次。“行动中所知”指需要通过动手实践过程才能体悟

到的模糊知识；“行动中反思”指通过对行动中产生的意料之外结果进行批判性思考，并
尝试用新方法进行检验，从而获得新知识。根据“反思性实践”理论，对临床医学教育的
教学方法和教学改革措施进行分析，其中提高临床实习时长和增加实践课程比例等措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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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行动中所知”层次，即增加学生在行动中学习的机会；运用医学模拟训练的“试错”
和引导性反馈等方法相当于“行动中反思”层次，即加强学生对行动的反思和体悟所学知
识；当前广泛应用的医学模拟教学课程则属于反思性实践课，即在相对较小的风险或安全
环境下，让学生接触比较真实的工作情境和进行模拟实践，并通过行动中反思学到更多东
西。
反思性实践对临床医学教育具有较好的理论指导意义，特别是强调临床医学教育不应
是低层次“手艺”的模仿和练习，必须通过在锻炼“手艺”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反思。因此，
不管是课堂教学和模拟教学，还是临床实践教学，都可以运用反思性实践理论，为学生提
供充足的实践机会，并积极引导学生对行动进行反思，通过在行动中反思实现学习效果的
最大化。

卢章洪（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教学办公室副主任）

基于临床反面案例分享的反思性教学研究和实践
陈韶华

陈蓬来

王权

沈晔

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临床反面案例分享的反思性教学在临床教学中的应用及可行性。方
法 通过在临床开展临床反面案例分享教学活动,探索反思性教学实施的具体策略和方法,
并进行系统性、结构化的分析总结,以完善该教学活动。结果 开展反思性教学需要师资做
好准备,掌握一定的技巧,采用的策略主要包括培养反思意识、撰写教学感想、分析典型案
例、收集反馈信息、交流反思策略,主要方法为教学日志法、教学审计法、角色模型法、同
伴观察法,以及头脑风暴法。结论 基于临床反面案例分享的反思性教学有利于培养反思意
识,提升教学质量,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广泛开展该反思性教学可以作为现有教学活动
模式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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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反思最早是一种哲人的工作方法，从“学而不思则罔”到“吾日三省吾身”，逐渐成
为经验学习的工具，越来越被普通人所使用。行动主体的自身经历必须经过反思才能升华

Domestic Highlights

为经验知识，从而解决更多的类似问题。在我们的住院医师临床教学活动中，反思性教学

正在不断修正我们的思维模式。本文正是以对临床反面案例的反思为契机，分享了这一研
究方法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运用。
本文作者自2019年11月起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开展针对住培医师群体的临
床反面案例分享（negative clinical case-based learning,NCCBL）,2020年在“住培高
峰论坛师资能力建设分论坛”上以此为题做了大会发言，本文即为最终发表的研究成果之
一。在文章中，作者详细解读了反思的含义以及对于提高岗位胜任力的意义；强调临床教
师要具有教育的敏感性，善于借助反思性教学成为学者型教师；指明反思将始终伴随着教
师的教育实践。

现代教学活动中的反思种类繁多，形式各异，但都是对临床问题的思考质疑与归纳总
结。为了这一反思过程在教学实践中得以顺利应用，作者首先列出了实施反思性教学的师
资准备。要求具有反思教学意识，掌握经验、分析、评价、策略、实践与沟通等六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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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的师资来执行教学任务。
其次阐明了反思性教学的主要策略、方法与实施步骤。教学日志法、教育审计法、角
色模型法、同伴观察法都是自我反思的形式，而头脑风暴法则是集体反思方法，将这5中策
略加以综合形成的NCCBL，是自我反思与集体反思的灵活运用。集体反思集聚集体的智慧，
让教师的个体反思如滴水之于大海，在教学培训与自我完善之间建立有效联系，从而推进
教师的专业发展。
最后以案例示范在临床教学中展示NCCBL。“弄清问题出处、找到解决方法、避免类似
问题再次发生” 是NCCBL的反思内容，连环三问是教师能捕捉的教学点，据此制定教学计
划、开展实施、评价与反馈，直至问题解决和临床服务能力提升。这一思维模式的培养与
质量管理学休哈特博士所倡导的PDCA循环不谋而合，都是策划-实施-检查-改进的过程，成
为“可教和可测量”的结构，弥补了现代医学教育结构化教学的不足。
正如科恩在《颂歌》中所言“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在医学的进步
同样会有林林总总的反面案例。如何将或是不完美，或是失败的反面案例（“裂痕”）变
成医学教育的经典案例，正是基于NCCBL的反思性教学意义所在。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
入，要求教师具有全新的教育理念、全面的教学能力和全新的教学方式，本文所展示的研
究成果将有助于师资的培养和教学质量的提升。

刘谦（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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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反映的实践者》
Educating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Toward a new Design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Professions

作者唐纳德.A.舍恩指出，律师、医生或工程师等专业实
践者面对的问题很少那么直截了当、清清楚楚，反而常常错综
复杂，没有“正确答案”。但是，大多数专业学院却只传授标
准的科学理论及其在确定问题中的应用。因而，未来的专业人
员往往无法掌握处理真实世界中的难题所必需的技能。
舍恩认为，富于技巧的专业实践更多依赖于专业人员在现
有成熟理论不起作用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之前的反映能力，而较
少依赖于事实性知识或是刻板的决策模式。舍恩主张，专业教
育应该聚焦于提升实践者“行动中反映”的能力。也就是说，
做中学以及发展持续学习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应该贯穿于专业人
员的整个职业生涯。
舍恩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和研究，探讨了反映性实践课的
特点和运作方式，为其他专业实践领域进行行动中反映能力和
专业技能的培养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

《反思性实践培养》
医学生、医生、教师指南
反思实践能力是有效医疗实践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本书提
供了如何获得必要的反思技能而成为一名成功医生的实用指导。
如果你是一名正在参加培训的医学生或医师，那么你阅读
本书很可能是因为被告知反思是当下学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且还需要在学习中证明自己践行了反思活动。本书旨在帮助
你更好地利用投入在反思活动中的时间。这对个人以及学习益
处颇多，也有利于夯实当下学习以及未来实操的技巧。本书还
适用于（希望能帮助到）对开展高效且有意义的反思实践感兴
趣的临床和学术教师们——无论你们的学生处于教育或培训的
哪个阶段。本书同样适用于为了不断提升专业能力而开展反思
活动的医师们——无论你们处于职业生涯的哪个阶段。在此之
前，作为本书背景介绍的一部分，每位作者均撰写了“反思的
反思”，讨论将反思实践纳入课程的挑战以及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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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整合课程教材示例
武汉大学与芝加哥大学开展国际医学教育合作，建立了整合式模块化课程体系，并致力
于编写适应整合课程教学的教材。整合课程首先出版了教材《细胞、分子与基因》《损
伤与反应》《医学神经科学》《医学伦理学》《社区医学》等，其他如《组织与功能》
《临床病理、病理生理及治疗学1-4》等教材已编写完成，正在出版之中。现将其中的
几本推介给大家，期待与同行交流研讨。

《细胞、分子与基因》
参照芝加哥大学的整合模式，根据我国医师执照考试的
大纲要求做了相应的改动。全文共分三篇：第一篇为细胞的
结构与功能，首先介绍单个细胞的结构与功能然后介绍细胞
与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采取明暗两条主线有机地整合细胞
生物学、生物化学、医学遗传学与分子生物学。第二篇为细
胞的新陈代谢，主要讲解细胞生命活动中三大营养物质以及
能量的代谢。第三篇为分子细胞生物学技术及应用，详细讲
述显微镜、染色体、基因一般操作及蛋白质等与临床应用紧
密相关的方法学。
（主编 武军驻）

《损伤与反应 》
本教材是以免疫学为基础，整合了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等基础学科的相关知识。以免疫系统为主线，研究损伤后人
体免疫应答的发生机制、规律和效应，形态和功能代谢改变，
发病机制及免疫学诊断和防治，在基础知识和临床疾病之间
建立桥梁，为临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提供理论依据。该书不
仅适合学习整合课程的学习，同样可以帮助学习传统课程的
学生构建知识框架，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主编 张秋萍 魏蕾 陈洪雷）

《医学神经科学》
本教材主要由四门学科的相关内容整合而成，包括神经
解剖、神经生理、神经病理生理、神经病学，分别从结构、
功能、机制、疾病等方面介绍人体神经系统，此外还涉及神
经发育、神经药理、心理行为等内容。教材编写顺序遵循"
从结构到功能""从生理状态到病理状态""从理论到实验再到
临床"的原则，以中枢神经结构和功能为主线，穿插介绍病
理生理机制，辅以临床病例作为知识回顾与应用，注重知识
的系统性和连贯性。
(主编 尹君 何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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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模块化整合课程经验
根据卓越医生知识能力素质要求，更加强调人文与医学、基础与临床、临床技能
与思维、科学方法课程与科研能力训练、临床实践与疾病预防等方面的整合，注重培
养学生职业素养、临床综合能力、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意
识等。
1.整合人文与医学，将人文与职业精神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学生高
尚的医德素养
发挥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优势，指导学生选修《人文科学经典导引》《自然科学经

典导引》，要求学生更广泛涉猎“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科学精神与生命关怀、社会
科学与现代社会、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在低年级讲授生物医学伦理，在临床阶段
选取临床伦理相关热点、难点问题，结合案例讨论的方式授课，增强医学伦理学对医
疗实践的指导性。《卫生法规》组织卫生部门负责人、医院管理者参与授课，结合临
床实践介绍医疗卫生法规知识的应用。利用暑期开展健康宣教等社会实践活动，培养
学生职业素养、综合素质与人文情怀。
2.整合基础与临床，建立人体结构、功能、病理生理与疾病之间的整体认识，培
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传统医学以学科为基础，强调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但学科之间知识联系不密切，
基础与临床知识相对脱节。整合课程注重不同学科间的知识联系，兼顾学科知识体系
的相对完整性，“以临床为导向，基础医学注重结构与功能知识的整合，临床医学注
重与基础知识相结合”，突出相关学科的相通相融之处，建立学生对人体结构、功能、
病理生理与疾病之间的整体认识。
整合基础与临床，彻底打破学科界限，形成《人体结构学》《组织与功能》《细
胞、分子与基因》《损伤与反应》《病原生物学》《神经科学》《临床病理、病理生
理及治疗学》等课程，促进学生构建医学“整体观”，更好地理解和形成人体结构、

功能、病理生理、疾病之间有机联系的医学知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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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与临床课程整合内容对应表

Experience Sharing

整合课程
人体结构学
组织与功能
细胞、分子与基因
损伤与反应
神经科学
病原生物学
临床病理、病理生理及
治疗学

传统学科内容
解剖学、部分影像学、部分手术学、胚胎学总论
组织学、生理学
医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免疫学、病理学总论、病理生理学总论
神经解剖、神经生理、医学心理学
免疫学总论、医学微生物学、医学寄生虫学
病理学各论、病理生理学各论、部分药理学、内科
学、部分妇产科、部分外科、传染、神经病学

3.整合临床技能、临床思维与临床实践，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与实践能力

学生第一学年学习生命体症的检查方法和心肺复苏，具备初步的临床技能，
在《早期接触临床》中以“实习生助手”的身份接触病人，增加对职业的感性认
识。开设《临床技能学》课程，临床技能训练和临床见习与理论授课同步进行，
训练学生的临床基本技能和综合技能。在临床实习阶段，开设《临床思维》课程，
以常见的临床症状入手，使学生掌握提炼并分析临床信息的技巧和诊断与鉴别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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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方法，从而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4.整合科学方法课程与科研能力训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
将科研训练纳入课程体系之中，《学术与研究》采用理论讲授、课堂讨论及

科研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学生在课程结束后，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科研
课题设计与答辩。《循证医学实践》在实习阶段开设，针对临床真实病例查找相
关资料，利用循证医学原理指导学生分析疾病的诊断、治疗、预后和预防。
建立国家级、校级、医学部级多层次科研项目资助体系，使所有临床医学本
科生都能参与科研项目研究。
5.整合临床实践与疾病预防，培养学生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的意识和能力
新开设《社区医学》《全科医学》《全球健康学概论》，培养学生公共卫生

意识、群体保健知识和技能。在社区医学理论与实践中，由临床医生和公共卫生
老师一起带教，提升疾病预防群体保健、健康促进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大
健康”理念。实施跨专业学习（IPE），在《社区医学》理论与实习教学中，临床
医学、公共卫生、护理专业学生相互学习，优势互补。
6.整合医学与其他学科，发挥学校理学、信息科学、工学、人文社科等优势，
实施“医学+X”培养方案，开设医学人工智能、大数据、新材料等理论和实验课
程，在实践中探索“新医科”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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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医学部
武汉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是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武汉大学以谋求人类福祉、

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国家富强为己任，全面开启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
新征程。
医学部源于1943年成立的湖北省省立医学院，现在是武汉大学六大学部之
一。含基础医学院、第一临床学院、第二临床学院、口腔医学院、公共卫生学
院、护理学院、药学院、动物实验中心/A3实验室、医学研究院；有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武汉大学附属同仁医院、
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设有临床医学（八年制、“5+3”一体化、五年
制）、医学检验技术、口腔医学（八年制，“5+3”一体化、五年制）、预防
医学、全球健康学、药学、生物制药、护理学、基础医学等招生专业。
医学部“拔尖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改革试点”、“五年制临床医学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试点”和“5+3”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被列入教育部、卫生部
“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项目”。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生物制药、预防
医学、药学等５个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基础医学专业纳入教
育部强基计划。有国家精品开放课程6门、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2门、国家
级精品视频公开课1门；有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室教学中心1个、国家级临床教
学培训示范中心２个；有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１人，国家级教学团队2个；
３名教师获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
医学部坚持以“创造、创新、创业”教育为核心，鼓励本科生参加科研与
创新训练项目。本科生创业团队获“挑战杯”中国大学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
1项、银奖1项。在第五届、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获全国
金奖３项，银奖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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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部有一支教学、医疗、科研水平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1744名教
职工具有高级职称，其中博士生导师352人。有中科院院士2人，国家级教学名
师奖获得者2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9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9人。
口腔基础医学为国家重点学科，内科学（心血管病）为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口腔医学列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有一级学科博士点6个，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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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科研流动站5个。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免疫
学、农业科学、生物与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等8个学科
进入ESI全球学科排名前1%，其中临床医学进入ESI前1‰，药理学与毒理学、
生物与生物化学2个学科进入ESI前5‰。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22个（其中11个
位居国内前十名），有教育部前沿科学中心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个，A3实
验室是全国首家通过国家认可的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
医学部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一直活跃。2001年，与法国洛林大学共同创办
“七年制中法医学实验班”，2013年开办“八年制中法医学实验班”；2009年
与美国芝加哥大学联合开办了“临床医学教学改革试点班”，聘请芝加哥大学
管理团队及教授参与教学及管理工作，2014年，新课程体系推广到临床医学专
业各层次。与世界健康基金会合办护理学专业，2011年开始开设“护理学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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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2019年，与哈佛医学院签署协议，在学生实习、教师培训、研究生培养、
临床及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正式开启合作，并共建武汉大学哈佛医学教育中心、
武汉大学哈佛医学创新中心。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医学中心、法国蒙彼利埃大
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开展师生互访、住院医培训、科学研
究等方面的合作。
医学部坚持“教育为本、立德树人、服务健康、面向世界”的办学宗旨，
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完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推进医学+多学科
交叉融合，加强公共平台建设，培养具有坚定民族精神和开阔国际视野、强烈
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适应国家医药卫生需要、引领国家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
各类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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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高等医学院校联合发起的学术团体组织，正式成立于2019年5月16
日。联盟挂靠并依托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开展工作，旨在凝聚各
高等院校医学教育研究力量，推动中国医学教育研究的专业化、科
学化与可持续发展，促进医学教育研究成果转化与实践推广，引领
和推动中国医学教育发展。
联盟工作任务包括：聚焦国内外医学教育热点问题，合作开展
医学教育相关课题研究；搭建医学教育研究交流平台，举办医学教
育学术会议，组织开展医学教育国际交流活动；开展医学教育研究
人员及教师教学研究能力培训，提升医学教育研究规范化和科学化
水平；推进医学教育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构建医学教育话语
体系和理论体系。
现公开招募理事单位及合作单位，具体要求及程序详见联盟网
页。
全国高等院校医学教育研究联盟
2019年5月16日
全文链接：http://medu.bjmu.edu.cn/cms/show.action?code=publish_4028801e6bf38f
43016c2d4f6f46038a&siteid=100000&newsid=1c8e6cc1e208480f9616c4f0589
5dd59&channelid=0000000053

学术简报
主办单位：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

2021年 第4期
主

编：唐其柱 （武汉大学 ）

策

划：余保平

曾德军（武汉大学）

轮值单位：武汉大学

编

辑：何春燕

李孔玲（武汉大学 ）

校审单位：北京大学

校

对：吴红斌

沈子曰（北京大学）

全国高等院校医学教育研究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