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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认证过程中提到的自主学习的教
学理念可以让同学们转变学习理念， 培养自
主学习的能力。“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
觉得学会学习的方法比单纯的学会知识更重
要。 只有学会自主学习才能懂得获取知识的
方法， 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能够不断地自我
充实、自我更新、自我提高。现在提倡的是“活
到老，学到老”，学校为同学们提供了广阔的
自主学习平台，比如“病案讨论”，增强学生的
自主思考能力；鼓励同学们自己去讲课，能够
让同学们更好地掌握知识；实验室对外开放，
鼓励同学们自己动手增强动手能力； 鼓励同
学们申请各项科研项目， 独立思考， 创新思
想。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有独立思考能力、高
质量、为社会做贡献的合格人才。

PBL（基于问题的学习 Problem-Based�Learning）是基
于现实问题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强调以学生主动
学习为主，通过自主探究和小组合作，使学习者建构起灵
活而宽厚的知识基础，发展有效的问题解决技能，成为有
效的合作者。 这种模式，被誉为国外教学改革中“最引人注
目的”教学模式，国内近几年来也纷纷以此教学模式为主
开展教学改革。

10 月 26 日， 我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邀请上海中医药

大学徐平教授一行 6 位专家，对我校教师进行为期一天的
PBL 教学法专题培训。培训以讲座、教学示范和分组研讨等
形式进行。 徐平教授从 PBL 的理念和实践、教学设计、案例
编写、如何当好 PBL 指导者和 PBL 教学的学生评价等内容
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讲座培训。 随后，我校临床医学院中医
内科教研室石颖副教授以“烦人的咳嗽”为例，对 8 位同学
进行 PBL 教学演示。 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组一行和我校的
教师分别给予点评和指导。 我校举办 PBL 教学法培训活

动，目的是为培养一批能在各课程领域组织开展 PBL 教学
的师资队伍，为在我校推广应用 PBL 教学法奠定基础。

PBL 教学与传统教学有何区别？有何优势？对老师和学
生有何要求？大家是如何看待 PBL 教学模式？带着问题，校
报记者走访了护理学院院长陈祖琨老师、基础医学院中医
临床基础教研室主任王寅老师、基础医学院医古文张文昊
老师，以及部分同学，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是怎么看的。

陈祖琨：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现代教育理念的变革之一就是提倡自主学习，鼓励
同学主动学习。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自主学习不是“放野
马”、不是老师卸负担，其实自主学习对老师的要求更为
严格，要求老师花更多的时间来备课、查阅资料、设计并
组织实施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 还要注意与学生沟通。
培养学生的能力，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一个好老师是
不能区分课堂内外的，所以课堂外还要继续与同学们沟
通、交流，除了门诊带部分同学外，还要注意利用现代传
媒沟通方式，如微信，QQ 等，搭建传播知识的平台，为同
学提供专业、人生百科等全方位的咨询。 我始终记得 15
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过的一句话：“人，只有通过
教育才能成其为人”。 我们老师希望通过自主学习，能够
挖掘、激发同学们的潜力，使同学们由传统的被动学习
转变为主动思考、主动学习。 如果同学们具备了这些能
力，对今后的发展会有一个巨大的支撑作用，简而言之，
一生受用。

这种称之为 PBL 的教学方法被引进课堂，最主要的就是把这一方
法与自己所授课程有机地结合，把 PBL 教学方法落到实处。 PBL 教学
方法是一种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提倡学生自主学习，将学
生培养成终身学习者为目标的教学模式。 现刚推行，需要教师和同学
积极改变，适应配合。 从教师方面来看，要改变过去传统的教学模式，
不能全部进行传教，要提出问题并且放手让学生自行探讨。 在此过程
中，教师不仅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准备资料和安排课程、精心
设计模式，而且还需要教师了解学生认知结构和兴趣爱好等。 就我所
上的《医古文》课程而言，采取的方法主要是选取其中难度适中的段
落，让学生下去自己进行查阅资料自学，再随机抽取同学上讲台扮演
老师角色，向同学授课，授课过程中进行提问、讨论。 同学方面，需要
老师把模式设计好，并且让其做准备，调动其积极性，转变观念适应
新的教学方法。 我对此教学方法十分看好， 我认为待推广长时间之
后，会使学生积极性大幅提升，甚至形成争先恐后进行讲课的风气。
同时，学校有必要提供必要的条件，以利于自主学习的开展。

2011 级中西医临床专业 2 班罗同学：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习
需要兴趣才能主动，这样的自主学习才会有更大的收益。 现在
的大学生应该讲究自主学习，这也要求我们更加自律，更加了
解自己，更清楚知道自己需要些什么。 现在是个信息时代，学
习型社会，我们需要终身学习。 同时，以后的工作也同样需要
我们有自我充实的能力。 所以，重视中医学专业认证中的自主
学习是必要而且是必须的。

2012 级中西医临床专业 2 班高同学： 我们专业现在的一些课
程已经加入了 PBL 教学方法中关于自主学习理念的一些元
素，比如说以小组为单位收集感兴趣的方剂进行整理研究，在
课堂上向老师、同学展示成果，开展课堂探讨等，效果都很好。
它无形中培养了大家的思维能力，也丰富了我们自己的知识。

2012 级中医专业张同学： 我们现在的一些课程需要自己准备
资料，或者是和同学们一起合作来讲演课题，比如说《内经》
等，大家觉得很有意思。

2013 级中药专业王同学： 对于你所说的 PBL 自主学习我不是
很了解，不知道英语自主学习算不算。 但是就英语自主学习来
说，我觉得它的题型太集中，很难达到综合性训练的目的，而
且是制定了任务让我们去完成的，我觉得那样被迫“自主”让
我们在学习前就有一定的逆反心理，学习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2011 级药学专业刘同学： 我认为学校可以再增加一些好的基
础设施，比如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看标本。 同时，更合
理地开放实验室，让我们有更多自己动手操作的机会，这样学
习效果应该会更好，同学们的参与度也会更高。

2012 级中西医临床专业 5 班吴同学： 我觉得自主学习可以提
高学习效率。 建立一个讨论平台，让同学们可以通过自主学习
然后发现问题，并相互交流，在共同学习的方式下进步。 建立
一个师生平台，在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让老师以
开课的方式来为同学们解答。 老师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同学
们可以自己学习解答。

（本报记者 蒋玉倩 刘高 毕春燕 赵子珺）

世界上，有两件事情不能等，
一是行孝，二是行善。大多数人都
懂，却依然在等待。 不过，还是有
一些人秉持信念，面对至孝至善，
自始至终拒绝等待。比如陈诚宣。

陈诚宣，1976 年出生于西马
来西亚，是一名土木工程师，信仰
佛教，任职于慈济基金会，现为我
校 2011 级留学生。他年幼时，父亲
罹患尿毒症， 在吉隆坡的医院接
受治疗， 家庭经济条件因此陷入
贫困。 亲朋好友帮他们刊登了求
助的消息， 受到各界的关注与帮
助。 他的母亲将帮助他们的人的
名单保存起来，告诉陈诚宣，将来
要回报这些好心人。 这样的经历
在他内心种下了感恩和乐善好施
的种子。

大学期间， 陈诚宣加入了名
为 Kong�Kong�Night 的社团，开始
了慈善事业， 并坚持到现在。
Kong�Kong�Night 恪守这样的信
念：“行善积德不是在等待中得到
践行， 做好事并不需要太强大的
能力，只需要一颗想做好事的心，
欲行善则行之。 投入的金钱也不

需要太多， 只要每天将一元钱投
入桶中（Kong�Kong 即“桶”之
意），便是行善。 一人之力势单，一
日之行力薄， 每一个人日积月累
便能汇成良善的海洋。 ” 直至今
日， 他还在每天向桶中投入一枚
硬币。 在 Kong�Kong�Night 社团
中，陈诚宣不仅付出，也收到了来
自同伴的关心和开导。 他坚持每
周都去敬老院做志愿活动， 直到
毕业。 这样的生活改变了陈诚宣，
他从有一颗乐善好施的心到有一
双帮助众人的手， 他的价值观也
因此得以升华。 也是在此期间，他
开始接触到慈济。 慈济基金会，
是台湾的佛教慈善团体， 致力于
社会服务、医疗、教育，被誉为“台
湾的良心”。 大学毕业后，陈诚宣
利用贷学金去往台湾， 继续坚持
他钟爱的慈善。

采访中， 陈诚宣和我们一起
聊人生、聊理想、聊经历、还有聊
慈善。 台湾证严法师曾经说过，慈
善并非是富裕阶级的垄断。 如果
有钱人帮助没钱人可以看做一种
理所应当， 那没钱人帮助没钱人

则是难能可贵。 这种难能可贵的
名字，叫舍得。 这种舍，正是出于
我们希望人间更美好、 充满爱的
愿望。 这样的教诲和启示决定
了陈诚宣的人生选择。 他曾和大
学好友相约，一边工作赚钱，一边
周游世界。 在家庭困难的情况下，
面对高薪的工程师和工资不高的
慈济，他陷入了纠结，最终他还是
选择了慈济，这是他的人生追求。
通过在慈济的工作， 他的脚步踏
过了南北半球许多国家。 当被问
到身为土木工程师的他怎么会来
中国学中医时，他说，中医本身是
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自己是怀
着一颗敬畏的心在一点一点的了
解中国的古老文化。 他认为，学中
医不仅丰富了他的知识， 也陶冶
了他的情操。

陈诚宣， 怀着对他人和世界
的善意， 践行着人类本性中最可
贵的善。 对待朋友，他从不苛求，
但却要求自己的态度要自始至终
坦诚真挚。 他觉得自己很多时候，
只是做好分内的事。

善心善行
———访 2011 级中医学专业 2 班马来西亚留学生 陈诚宣 茫茫人群，他可能不是最耀眼的那一位，但走近他后，你就会被他

儒雅的气质吸引。 眉宇间英气勃发，高挺的鼻梁上架着副简约的黑框
眼镜，短发、圆脸，处处透着灵气与憨厚。 谈吐间不自觉流露出的与世
无争，透着佛家出尘超然的清澄气质。 他，就是来自 2011 级针推 4 班、
针灸推拿协会会长———王振宇。

中医是中国古老的智慧精华。他接触到中医是一次偶然听到广播
里有关《黄帝内经》的讲解。 出于好奇，便自己找了本《内经》来读。“余
闻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中医中的奥秘与智
慧便也在那时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 此后，中医的文化内蕴便像一颗
种子，深深的埋在了他的心里，直至生根发芽。

高考后， 王振宇如愿以偿地来到了云南中医学院学习针灸推拿。
因为有了兴趣的支撑，他一直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愿虚度
年华。 于是他利用课余时间，广泛阅读中医的相关书籍，课下也积极与
老师交流讨论，他畅游在中医知识的海洋里 -- 刘力红的《思考中医》，
李可的《圆运动中的古中医学》……他不断接收吸取新的中医思想和
观点。 在思想火花的碰撞中，王振宇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中医独特的看
法。

懵懂中，他加入了针推协会。 在这里，他勤勤恳恳学习，结识了许
多学长学姐，交流彼此的心得体会。 当然，机会也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的，通过协会，他认识了许多身怀绝技的民间中医———昆明正骨手法
的道教传人，宣威自学成才的校友……王振宇在向他们学习的同时也
深深地为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和精湛的医术所打动。

无疑，中医智慧源远流长，其中的奥秘更是博大精深。他始终觉得
自己现有的知识和临床实际还有很大差距。 仰望着大师们的技能、经
验、知识，他渴望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够像他们一样，不为名利所困，深
受患者的信任与爱戴，真正为现今紧张的医患关系做些什么。

接下来的时间里，王振宇凭借自己的努力与才能被推选为针推协
会会长，将惯例中的义诊活动更加频繁地提上日程，继而发展成为针
推协会的定期活动。 义诊期间，他结识的民间高手们也时常会来帮忙。
义诊地点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繁华地段， 基本都在学校附近的下庄
村，但是同学们却都做得很开心。 从前期宣传、组织人员、培养具有基
本针推技能的同学，到为村民们答疑解惑，义诊就在他带领下有条不
紊地开展起来。 如今，村民们大都接受了这些未来的医护工作者，很是
欢迎这群年轻有活力的“医生”。 甚至有村民直接说：“希望他们能经常
来” 。 虽然还不是具有职业资格的执照医师，但是对于医疗条件极其
落后的无助村民来说， 他们的义诊不仅解决了村民们常见病症的治
疗，也让村民们更加了解中医药的价值与重要性。 与此同时，定期的义
诊帮扶也提高了同学们自身的临床经验，让课本上的知识鲜活地展现
在生活当中。

当问及他经常组织义诊是否会感觉很累， 是否会耽误学业时，王
振宇说，“帮助别人本就是件快乐的事情，排解村民疾苦获得肯定的同
时自己也丰富了知识，收获了成就 。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这样的锻炼他乐此不疲。 义诊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一个学习
巩固课堂知识的好机会。 如果善于把握自己的课余时间，能有效率安
排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社团活动和学业也可以很好的
兼顾。

当然，王振宇也诚恳地坦言了现在义诊存在的问题，比如，参加义
诊的基本都是在校大学生，难免技术生疏，经验欠缺，不能有效的解决
义诊中出现的病症。所以，他希望学校能给予更多的支持。他说：“如果
能够得到老师的支持与帮助，义诊不仅解决村民的常见病问题，也能
使同学们学到更多的临床经验。 ”

学无止境，医无止境。 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 医术不精，反增其
害，医者难辞其咎。医者仁心，大医精诚，廉洁自律。我们有理由相信王
振宇的中医之路也将越走越宽。 赤诚的他在未来将会是一个受人尊敬
的好医生。 我们也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中医药人才传大医精诚，行
济世之道，真正拾起中医内涵智慧造福世人。 我们坚信着、期待着、等
待着，那一天，中医药的真正复兴与崛起！

他不是生长在华夏土地上的
中国人， 却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倾
注给了中医学； 他不是受过专业
训练的运动员， 却用自己的坚持
和付出练就了堪比专业球员的优
异水平。 他就是 2011 级研究生班
的杜尹心， 一个与中医有着不解
之缘的越南籍留学生。

杜尹心从小生活在越南，或
许他本该与许多同龄人一样，顺
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平淡地走下
去， 而在他选择学医这条道路开
始， 冥冥之中就注定了要与中医
结缘。 当他在越南完成了自己的
本科西医学习并试着把自己的所
学运用于临床实践当中时， 却发
现了知识和经验的欠缺， 他不愿
意这样停滞不前。就在这时，他了
解到了中医，通过查阅一些书籍，
发现了中医理论在许多临床实践
中的实用性，他渐渐被吸引了，毅
然来到中国。然而这时，各种挫折

也就随之而来。 刚来中国的他完
全不会说中文，但是困难面前，他
没有选择放弃， 仅用了六个月的
时间， 便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
用汉语和别人交谈。 而作为一个
留学生， 如何适应两国不同的教
学模式也是对他的考验。他说，越
南的大学教学方式十分活泼，教
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很多， 很注
重贴近社会。而在中国，教学模式
则十分严谨， 老师更注重的是传
授专业知识。 他在转换身份的同
时也学会了找寻最合适自己的学
习方法，从而更好地学习中医。

杜尹心始终相信， 人生永远
不该有满足于现状的想法。 他总
是在不断追求更好， 以更高的标
准要求自己。来到中国以后，他对
羽毛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于是
他开始自学，查阅各种书籍，自己
学习各种基本功。 就是这样一个
业余爱好者， 却通过自己的努力

达到了能与专业球员比肩的水
平， 在各类羽毛球的比赛中得到
优异的成绩。对他而言，羽毛球不
仅是一种锻炼身体的运动方式，
更是在课余生活中调节心情、释
放压力的最好途径。提起羽毛球，
他幽默地说：“我总是跟人家说，
我是中医学院羽毛球专业的！ ”

来到中国近八年时间， 他走
遍了很多地方， 看过了许多的风
景，经历了丰富的人生，也深深被
中国文化所感染。 他说：“我身体
里流动着中国的血液！ ”带着提高
自己的医学水平、 为更多患者减
轻痛苦的理想， 他来到中国走上
了学习中医的道路， 也在一步步
的成长中懂得了“人的一生不能
没有梦想， 更不能一味沉浸在梦
想中”。坚定地为实现最初的梦想
而行走在路上，他不曾迟疑，更不
曾退缩！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医
———访 2011级研究生中医 1班 杜尹心

（本报记者 李慧婷 谭政 张棋泓）

（本报记者 谭政 李娟）

拳拳赤子，精诚致学
———访针灸推拿协会会长 王振宇

（本报记者 谭政 吕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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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的 PBL 教学模式

时尚云中

陈诚宣（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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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师不分课内课外

（编者注：在校生义务为村民诊疗，因无行医资格，必须注意规避法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