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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内科学教学中病案教学法的应用及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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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内科学是一门临床学科，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在讲述不同病证时，通过典型病案教
学法，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中医药辨证思维能力，为其顺利进入临床奠定基础，进
而可以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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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Experience of Case System in Teaching Internal Medicine of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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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l medicine of TCM is a clinical course，has stronger practicalness． In process of teaching diverse diseases，typical case system can arouse students’learning interest，improve ideation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diseases of TCM，in order to lay foundation for clinical practice，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Keywords： Internal medicine of TCM； Case system
《中医内科学 》是运用中医学理论阐述内科所
属病证的病因病机、证治规律，并采用中医方药治疗
为主的一门临床学科，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传统教
学方法以课堂讲授内科临床理论内容为主 ，课程结
束后再进行集中临床见习，这样容易使教学与实践
脱节，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学习的积极性 。
针对此种情况，我们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针对性地
列举典型病例，并对其病因病机、证治方药进行点
评，收到了较好效果。
一、病案选择
病案教学首先是病案的选择，病案既要以教材
为中心，与所讲病证中相关的证型相符，又要能较好
地体现中医药的辩证思维过程，通过一个完整病案
辩证处方用药的学习，让学生体会中医药的博大精
深，认识中医药确切的临床疗效，激发其学习热情，
为完成教学任务发挥作用。例如，在淋证教学中，我
们选择岳美中老中医治疗石淋的典型病案 ，其临床
表现、辨证论治、处方用药与教材石淋的有关内容相
差不大，其良好的临床疗效，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热
情。这种方法使学生能主动、积极地学习，对所学内
容印象深、记得牢，还可以使学生逐渐学会推理和解
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对临床病案的分析和思考来掌
握临床推理的步骤，培养临床思维能力。 需要注意
的是，病案的选择，应由难到易，由简到繁； 同中有
异，生动易记，循序渐进。
二、应用时机

1． 讲授新课前应用
通常是在讲授新课前。 首先针对所讲病证，选
择典型病案分析讲解，再逐渐引导至新课的讲授中，
可以激发学生对这一病证的学习兴趣，进而达到专
心听课之目的。
2． 讲授内容中应用
把病案穿插在授课过程中。中医内科课程理论
内容大的内容重复较多，学生容易感到枯燥、乏味，
在讲授中插入一些病案，使之与所讲内容有机组合
起来，这样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3． 讲授理论后应用
一般在课堂结束前讲授。学生往往容易在一堂
课结束前出现注意力分散，昏昏欲睡等情形，这时通
过病案来结束一堂课，不仅可以重新提起学生的听
课兴趣，也可以通过病案来巩固所讲知识 ，起到提纲
挈领之效果，同时通过学生对病案的反应，可对课堂
教师的讲授效果作一评价，为下一节课的讲授奠定
基础。
三、体会
1． 病案教学的意义
中医内科教学中，病案本身是对教材的补充，而
病案教学更具有鲜明的真实性、直接性，这样可以使
学生产生专业的趣味性，由原来被动接受变为主动
探索，自主分析判断，因此可以极大激发学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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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应具备教育心理学知识、敏锐的思维分析能
力、对讨论课的把握能力和不断更新的教学观念。
四、结语
2005 年 7 月 29 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
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
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
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我国的传统高等学校教育
存在一些问题，如教学质量和效率下滑，陈旧的课程内
容不能适应人才的培养和社会的需要，教学方法落后，
课堂教学模式比较单一和死板等等。这些极大地抑制
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现代社会中受过教育的
人应是“学会了如何学习、如何适应和如何变化的人。
医学知识需要不断更新，以适应人们对医疗水平
逐渐提高的希望，因而医学本身是一门需要终身学习
的学科，PBL 正是一种“授人以渔”，培养学生养成终
身学习习惯的学习方法，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他们其他
方面的素质，如创新思维、团队精神、表达能力、人际交
流能力、个性心理素质等，这些都是当今高素质医学人
才所必需的条件。所以它必将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个
重要方向。
当然，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在本学科的范畴内进
行 PBL 教学最大限度的尝试，从长远来说，只有在整
个医学教育中打破学科界限，编制涉及多学科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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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对于课程做出着眼于总体的设计与研究，才能实
［10］
现真正意义上的 PBL 教学，充分体现其优越性 。并
需要逐步建立起一套与 PBL 相结合的科学评估体系，
这才是完全体现了 PBL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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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一个比较浅显的水平上进行，难于进一步深入
下去。由于练习过少，学生对中医特有的辨证思维
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病案分析能将学生
、
、
、
所学的中医基础 中医诊断 中药 方剂等知识有机
模式可以有所领悟，但尚不能形成独立而稳定的中
结合起来，融会贯通，真正使中医内科学成为一门临
医思维体系，不利于顺利进入临床实习见习。
床实用的学科。病案教学具有故事性、现实性，使理
另外，病案的选择对于教师而言也是比较困难
论形象化、具体化，可启发学生形象思维，激发、调动
的。图书馆各种临床案例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但适
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另外，中医临床学
合于初学者使用的尚属缺乏，而对于病案教学的质
［2］
科有别于其他自然学科。名老中医医案是其长期临
量控制又是十分必要的 ，另外，我们也从自己亲
床实践的经验总结，不但体现了他们的学术观点，而
身临床实例中选择。 因此，对于没有任何临床经验
且他们的临床经验又为以后的临床工作提供了很好
的医学生而言，选择什么难度的病例是一个棘手问
的思路。因此病案教学中精选一些名老中医医案让
题。如果所选病案太简单，令人乏味，没有吸引力，
学生分析，既能使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又能使学生感
就没有讨论的价值。反之，如果病案太复杂、难度太
受前辈诊病的风范，为今后阅读古医案打下一定基
高，就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启发学生思维 ，反而产
础。有研究证实病案教学法对培养学生中医思维是
生畏难情绪。同时，也要注意选择大纲要求的重点
十分有益的，经过 2 － 3 个月短期系统培训，对于比
内容，落实在常见病和多发病上。 因此如何建立有
80% 的学生能进行较为正确的诊断
较简单的病例，
相应难度，又与教材相配套的病案系列书籍 ，是下一
及鉴别诊断，中医诊疗思维基本清晰，处方用药等比
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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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应该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体系而存在 在中医内
科学教学中，由于课时所限，故这种病案教学法也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