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育论坛 2012 年第 10 卷第 3 期

·医

Fudan Education Forum 2012． Vol．10，
No．3

苑·

“从基因到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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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因到社会”，其目的在
摘要：2009 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实施了一项全新的课程体系——
于：更为宽泛地重构健康与疾病的相互关系，鼓励学生们在一个包含社会、文化、心理和环境等多维变量的
综合系统中探索与患者的健康状况相关的生物学特性。本文描述了新课程的设计理念及其五年规划过程，
包括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的构建、新教学楼的建造、学生自身能力及教师发展的促进、横向和纵向结构的
建立等。应对新课程挑战的关键因素在于：领导的支持、与教职员工的对话和沟通、不同群体和层面的广泛
参与、
避免井蛙之见、
通过课程试点来测试教学理念和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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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s to Society" - The Logic and Process of the New Curriculum
for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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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2009,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mplemented a new curriculum, "
Genes to Society" (GTS), aimed at reframing the context of health and illness more broadly,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biologic properties of a patient's health within a larger, integrated system including social,
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design concept of the new
curriculum, and the five-year planning process that included the definition of objectives,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urriculum, commission of a new education building, addition of enhancements in student life and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creation of a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structure. Critical ingredients in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implementing GTS were leadership support, dialogue with faculty, broad engage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community, avoidance of tunnel vision, and the use of pilot courses to test concepts and methods.
Key words: Med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Educational Refor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发表于 1910 年的《弗莱克斯纳报告》强调科学知

境下，随着基因组学的发展，生物医学研究经历了脱

识对于医学的重要性，促成了医学教育领域的一场革

胎换骨的变革。许多人认为，目前已经到了展开另一

命。一个世纪之后，
在社会、
经济状况飞速变化的大环

场医学教育革命的时候了。有鉴于此，
约翰·霍普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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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JHU）医学院在生物学的原理和环境的个体性的

纵向结构的建立等，对于希望进行相关医学教育改革

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医学教育课程的理念框架。

的院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照价值。

该课程框架的主要目的在于：更为宽泛地重构健康与
疾病的相互关系，鼓励学生在一个包含了社会、文化、

一、
个体化医疗需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影响

心理和环境等多维变量的综合系统的基础上，探索与

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一道分水岭，完整的人类基

患者的健康状况相关的生物学特性，从而使学生有能

因组序列测定和继之探明的数以百万计的不同个体

力来应对这个与医患双方都相关的“个体化”医疗的

的基因差异，都证实了临床医生由来已久的猜测——
—

全新时代。

每一个患者都是独特的。尽管人群中 99%的 DNA 序

这一名为“从基因到社会”
（Genes to Society, GTS）

列是相同的，个体间的基因差异仍然是数以百万计

的课程体系，构建于“遗传、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都处于

的，
并以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和拷贝数变异（CNVs）

变化之中”的准则之上，这些变化导致了健康表型的

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导致基因层面的个体差异；加

巨 大 异 质 性 。 其 思 考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受 到 了 Barton

之不同个体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就能

Childs 和他所提倡的遗传学思想的影响。这位医生的

解释个体间的表型差异，以及为什么有些人会生病，

经典观点是：
“什么是错误的？我能够做些什么？”
当代

而同时另一些人却能够保持健康。人类正逐步意识

的医生们或许应当学会问自己，
“为什么这个特定的

到，疾病的发生或者患病的风险是独特的生物因素和

人会在此时有此特定的疾病？”
，或是“为什么我的病

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结果。

人有遭遇到某些状况的风险，我能够做些什么去预防

此外，基因蛋白质产物的多样性也对由蛋白质所

或者阻止它们的发生呢？”这些医学教育方面的所谓

组成的复杂生物系统的行为有所影响。了解这些变异

“新”的观点，实际上派生于 Archibald Garrod 爵士早

是如何影响到生物系统特性的相关知识（称为“系统

在 1902 年就提出的有关个体性化学的开创性理论。

生物学”
），对于理解个体健康的动态变化非常重要。

然而，直到最近，这个概念才有可能被广泛地应用于

系统生物学的研究目的是理解生物系统的特性和表

医学教育。人类基因组序列的测序完成，以及经由最

现，并运用从基因组学到流行病学的相关技术，来证

近的“个人基因组”测序完成而对个体差异性的更进

实和加深我们对于影响健康与疾病之间平衡关系的

一步认识，都充分显示了遗传变异的深度和复杂程

决定性因素的理解。未来的医生应当能够把个体层面

度，这些变异能够影响到随后每一个生物层次、每一

的多种证据整合入一个包含“内因”
（基因、基因组、蛋

个生物个体与各自环境的相互作用。理解这些变异的

白、细胞、组织、器官）和“外因”
（环境与社会）的生物

程度，理解这些变异如何影响生物系统的特性，是

系统，应当能够识别、理解和掌控由这些因素综合作

GTS 课程的核心要素（图 1）。

用所形成的个体化的表型。同样，肩负临床医师和科
学家双重责任的医生们也应该在同样的背景下解释
基础医学、转化医学和临床医学研究中的发现，以期
获得更为有效的维护健康的手段。JHU 医学院的目标
就是，以 GTS 的理念教育、培养未来的临床医生和研
究人员，使其认识到，这一基本理念对于将基础医学
研究转化为临床实践来说是重要的。
二、
GTS 课程改革——
—进程与挑战
广泛调查、全员参与以及一些意外发现和收获是

图 1 GTS 课程体系背景框架
注：患者的表型是“内因”
（基因组、蛋白质组、细胞和器

JHU 医学院课程改革进程的主要特征。JHU 有着成功
地进行教育创新与改革的历史，这为本次课程改革的

“外因”
（环境、
家庭、
社区和社会）的总和。外部环境同
官）和

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表 1 为本次课程改革进程表，

样通过先天或后天的效应对蛋白表达产生影响。加注了
“﹡ ”

显示了重要事件的发生时间。

的，是对患者表型起明显效应的因素。

2002 年，
JHU 医学院儿科学系系主任送给教学副

本文 详细介绍了 GTS 课程的设计理念及其五年

院 长 一 本 该 系 Barton Childs 老 师 的 新 书 《遗 传 医

规划过程，包括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的构建、新教学

学——
—疾病的逻辑》。Childs 老师认为医学课程的基本

楼的建造、学生自身能力及教师发展的促进、横向和

结构与当今科学和社会的变化本质与节奏不相适应，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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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挂帅，从飞速变化的科学和社会环境的角
度出发，探究如何进行改革操作才是培养未来
医生的最佳方法。
CRC 初期的规模很小，由大约 15 名来自
临床和基础科研领域的背景各不相同的成员
组成。在一年中，
他们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
评估某门新课程是否必要；如果某门课程的评
估结果是必要的，则探讨该课程需要哪些其他
资源；学院早期课程改革中提出建议而未实行
的内容也被纳入到讨论范畴。2003 年末，
这个
委员会呈报给院长的，并非是对现有课程的修
订方案，而是一个对于医学院课程进行重新设
计的完整方案。在此后的四年中，
CRC 逐步扩
大，在师生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而能够达
成其最初成立时的设想。JHU 彭博公共卫生学
院是课程构建过程中一个极好的合作伙伴。
CRC 的主席、
医学院教学副院长与医学院院长
共同努力，通过制度透明化和定期沟通来推动
课程改革的进程。一旦院长批准了 CRC 的初
步方案，表明改革势在必行，更多的教师和学

于是提出了一种可替代现有医学课程的理论基础。这

生就愿意参与到新课程的设计构建中来。一位 CRC 的

本书给这位副院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他发起了

首批成员编辑整理了有关此次课程设计的主要文件，

一个长达 6 个月、涉及授课教师、研究人员、临床医

并针对全面改革所必需的事项撰写了一份早期的白

生、患者、决策层和业界代表等诸多群体的战略规划

皮书（超越了对课程内容的简单修订）。这本白皮书中

行动，请大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10 年后将如何行

的建议包括：增设主管课程的副院长；为学生设置新

医？ JHU 医学院战略规划办公室负责该项目的具体

型的四年制学院咨询系统；开发学院层面的课程管理

实施，采用定量与定性的方法加以研究，结果发现了

软件、在线考试系统和学生学习档案；提供新的教学

如下现状与趋势：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完成、人口老龄

资源和条件；重新评估并最终改进教师的晋升标准

化、卫生保健的经济学变化、对公共卫生和全球医学

等。在 CRC 所有成员一致同意了白皮书的内容之后，

的持续关注、诊疗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些现状与趋势

院长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
在 CRC 的最终报告完成

都极有可能影响到未来的医疗实践，因而也将影响到

前考察并落实这些建议。

未来的医学课程。教学副院长将此项目的完整报告递

2005 年，
学院的临床技能教学系统、
学生咨询系统

交 JHU 医学院院长、
JHU 分管医疗卫生的校长以及各

都设计完毕并得以实施。经过全面修订的教师晋升制度

科系的主任。这项着眼于未来的医学生所面临的临床

强调：
无论是哪个专业方向的教师，
如果想要晋升到副

实践和科学研究的战略课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体制讨

教授，
必须获得一项国家级学术荣誉；
如果想要晋升到

论，
使得 JHU 医学院的领导达成了初步共识。而此后的

教授，
就必须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处于全美领先地位。

一项主要任务在于，究竟采取何种方法来教育、训练学
生，
使他们能够应对这些已被预测到的医学发展趋势。

这项关于医学院新型课程体系的讨论也伴随着
一场广大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大讨论，所涉议题包括：
课

JHU 医学院曾在 1986 年进行过课程改革，这次

程设计的概念框架；新型课程教学的优化方法；学术

改革主要是针对医学学习前两年的基础课程，并未影

要求的深度与广度；结构化的、核心的基础见习安排

响临床阶段的学习。2003 年，基于教学副院长的战略

的必要性；高级见习的必要性（之前并不存在）。这些

发展规划，医学院院长设立了课程改革委员会

在学院、系室、行政部门、学生会层面的讨论使得新课

（Curriculum Reform Committee, CRC），专门对现有课

程得以逐步完善。CRC 主席、教学副院长利用举行定

程进行评估，并对是否有必要改革、如何改革等问题

期教学会议（一般有院长参加）、一年一度的全校务虚

提出建议。医学院还组建了一个领导委员会，由院长

会等机会，对新课程进行宣传，并听取教师们对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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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各环节的正反两方面意见。CRC 所获得的专门行

课程的过渡计划已经制定，后续完善过程所需的资金

政支持使其得以建立专门网站，出版定期简报，将修

也已落实。在 GTS 课程获得医学院咨询委员会批准之

订教改计划的进程及时通知公众。

后，
CRC 于 2007 年 6 月宣布解散，并由 GTS 整合委员

从 2004 年至 2007 年，扩大后的 CRC 再次分解成

会（GTS Integration Committee）取代其职责。GTS 整合

小型团队，负责制定新课程的每个具体内容目标。那

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新课程的所有课程负责人以及“横

时已粗略划定了新的四年的课程顺序，并邀请教师和

向贯穿分委员会”的领导等，由主管课程的副院长担

学生共同参与到具体目标的制定中来。然而，
CRC 的

任主席。该委员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主要负责

成员们还仅仅是“纵向”关注了每门课程中 GTS 的理

新型课程的具体实施，包括课程管理、预算分配、过渡

念，尚未思考横向的、广泛的理念整合。为此，
CRC 新

规划、
教师发展、
教学楼的利用等。

设立了一个“横向贯穿分委员会”
，负责建立影响到所
有课程的整体性的课程主题。这些主题分为以下两

三、
课程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挑战

类：
1）社会与行为类：疼痛、患者安全、职业精神、流行

一些科系、教师反对改革的情况时常出现。在课

病学、营养学、传播与沟通、文化竞争力（cultural

程改革的最初几年，一些基础学科教师反对将 GTS 作

competence）、公共卫生、临床推理、人类发展等；
2）生

为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其间恰逢《美国国立卫生研

物医学类：
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医学影像（微观与宏

究院路线图》
（the NIH Roadmap）出版，对于 GTS 理念

观）、
信息学、
分子胚胎学、
病理学、
药理学等。

的反对理由与那些针对《路线图》的反对理由相似，即

与以往相比，新课程将更多地采用课堂讲授以外

此项替代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课程、着眼于基础医

的教学方法，而医学院现有的硬件设施难以满足新课

学与临床医学的转化并加以整合的教学模式会破坏

程的需求。学院通过定期与理事会和校友会进行沟

学生们对于这些学科的理解。同时，教学时间如何分

通，向他们介绍新课程及其所需的教学设施，以争取

配对某些学科而言也是一大困扰。新课程前两年中进

支持。数周后，
院长接到董事会主席的电话，
表示愿意

行的跨模块、整合性、多学科教学长达 8 周，意味着生

提供资金建造一座新教学楼。学院得以将新教学大楼

物医学基础学科教学的时间变少了。而在第三、四年

的设计与课程设计同步，使新型的教育技术能够顺利

的跨模块转化教学中，基础学科教师承担着重要任

纳入其中，包括基于团队的学习、多媒体学习展示厅、

务。因此，GTS 作为一个整体的教学框架，
不仅重视基

团队计算机作业、
电子白板、
微观模拟技术等。新教学

础医学，而且使基础学科的教师在学生已经具备了更

大楼中的一层专门用于社团活动、团队或个人学习。

为丰富的知识框架、有能力吸收相关信息的基础上，

这幢专用于医学教学的大楼与 GTS 课程同时登场，于

得以将基础研究的最新进展介绍给学生，这是多数基

2009 年 8 月正式开放使用。

础学科教师颇为欣赏的一点。

伴随着全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临床前教学、学

到了课程改革的后期，临床科室开始反对新课程

术要求、短假期、见习内容与高级见习内容的改变，教

中关于见习时间安排的各项决定。一些科系认为，将

师的培训和理念更新成为了主要的需求。在之前的四

整合的教学内容与某一特定科系挂钩，会弱化学生们

年中，医学院通过举办讲习班、务虚会、试点班等形式

对于这个科系的整体认识。解决以上问题的唯一方法

向教师们介绍新课程及其教学要求。由于新课程减少

是持续不断的对话和交流，其焦点在于使每个人都真

了课堂讲授时间，增加了教师指导下的临床见习，这

正意识到，
怎样做才是对学生最有利的。

些都需要教师们付出更多的时间。直至如今，这还是

在医学生教育中有研究生的参与又是另一个棘手

一个持续性的挑战。除了寻求私人资金来资助建造新

的问题。在原有的基于学科的教学体系中这个问题比

的教学大楼，院长和董事会也一直在寻求私人资金用

较容易解决，
但是在一个基于系统的、
整合式的新课程

于资助教师的进修和职业发展教育等。学院对于教学

中就出现了问题。目前，
该问题已经有了解决方法：
在

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并在教师晋升环节更加关

教学大楼中设计能够将研究生和医学生共同纳入进来

注评教和奖教。学院虽然采用的是单轨晋升体系，但

的教室，
对研究生和医学生的课表进行协调，
以便研究

为多样化的教学科研活动划定了不同的晋升途径，因

生能够使用更加专业化的教学设施 （如解剖实验室）。

此这项工作变得十分复杂。

同时，
如果研究生觉得符合他们自己的要求，
GTS 课程

在 CRC 存在的最后一年，即 2006-2007 学年，教
师和学生按课程、模块或横向条块分为不同小组，共
同完成课程各环节的最终设计。此时，新课程替代旧

体系也欢迎研究生的加入。目前，
研究生院正开展自身
的课程改革工作，
以重新评估其未来的需要。
是否有充足的资金去实施全新的课程，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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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存在着的挑战。教学副院长与学院财务官紧密合
作，批准了新课程的年度、五年、十年预算，并纳入学
校的整体财政计划中。新设立的助理财务官主要关注
教育开支，并向教学副院长和财务办公室主任联合报
最重要的可能是：
使院长的关注
告。所有这些措施中，
点聚焦于如何使医学教育的质量精益求精。而基于成
本考虑必将做出的妥协和权衡，仅会出现在课程改革
过程的末端，
而非出现在改革伊始及改革进程中。
四、
GTS 课程体系的结构与内容
GTS 课程自 2009 年 8 月开始实施，
其整体架构如
图 2 所示。课程建构于坚实的基础医学知识基础之
上 ，从 “ 医 学 科 学 基 础 （Scientific Foundations of
Medicine, SFM）”课程开始，主要讲授最新水平的基础
科学，同时也强调个体改变及健康与疾病之间的连续
统一。在 SFM 课程中介绍的基本概念将会在整个 GTS
课程中不断复习和强化。除自然科学知识以外，
SFM
课程还将纳入社会医学和医学人文的内容，使学生们
了解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对于生物过程的深远影响。
在学习 SFM 课程的同时，学生们将在“临床基础
（Clinical Foundations, CF）”
课程中开始学习交流技巧，
接受体格检查培训。另外，在“公共卫生基础
（Foundations in Public Health, FPH）”课程中，学生们
将开始接触一系列纵向的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
初期侧重于医学伦理、公共卫生及全球卫生的基本原
则。涵盖 SFM、
CF、
FPH 三门课程的最初 4 个月的学
习，目的在于提高学生们对于医学与自然科学、人文
科学、
社会科学之间内在联系的认识。

图 2 JHU 医学院 GTS 课程整体架构
注：SFM-“医学科学基础”课程；TRIPLE-“向实习医生
过渡，
为生命而准备”
课程。

在完成了上述三门基础课程后，学生们将开始专

每周开设半天，延续至整个第二学年。LAC 与 GTS 课

门学习为期 15 个月的 GTS 课程。GTS 课程以器官系

程通过早期直接接触临床更加强化了基础科学和临

统为基础，每一部分都将是从基因水平直至生物系统

床医学之间的关联性。

水平的连续统一体，都涉及影响人类健康的社会和文

强化临床医学与基础科学之关联的另一个策略，

化因素。课程将强化在 SFM 课程中介绍过的差异性和

是开设一系列为期一周的跨模块讨论课程，开课时间

个性化的概念，并将摒弃通常将生物学功能人为地分

贯穿于整个四年之中。前两年主要通过一些临床主题

和“不正常”
的做法，代之以强调从疾病到健
为“正常”

（如患者安全、疼痛处理、卫生保健的不均衡性等）来

康的一系列功能表现。这样的教学内容必然需要不同

探讨医学科学及其社会影响（包括安全、费用、伦理和

学科的教师共同完成，有利于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

政策），第三、四学年则将讨论重点转移到基础医学与

师资整合，组成特定的教学团队。更重要的是，通过

癌症、
炎症等）。
特定临床问题的关联上来（如糖尿病、

GTS 课程体系，每一器官系统模块都将包含从分子水

GTS 课程体系中，所有学生在第一学年至第二学

平直至生物系统、公共卫生等多方面的核心概念。举

年暑期都必须参加“学术聚焦（Scholarly Concentration,

例来说，感染与免疫模块会介绍“预防接种”这一主

SC）”课程，其主要内容是系列研讨及在导师指导下的

题。该主题就将涵盖基础免疫反应、接种费用与成效

科研活动。SC 课程让学生们有机会进行某一专业领域

以及如何进行接种等相关内容。在上 GTS 课程的同

的科研探索，其研讨主题也非常广泛，包括基础科学

时，
学生们将从第一学年中期开始接触临床。
“纵向门

研究、临床调查、公共卫生与政策、医学史、伦理学、医

诊见习（Longitudinal Ambulatory Clerkship, LAC）”课程

学人文、
治愈的艺术等。学生可在完成 SFM 课程后，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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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 SC 研讨主题中选择一个进行深入研究。主题

育上的连续性。学生在四年里会获得更为深入和复杂

研讨活动一般跨模块进行，导师指导下的科研活动在

的医学体验；
GTS 的理念将会在一个可预知的范式

学期中或暑假中都可进行，
为学生的自主选择提供了更

中、在学生体验的背景中得到有意识的加强。这种整

多机会。SC 课程合格的要求是学生必须在导师指导下

合对于目前这个垂直导向的、基于生物学系统的课程

完成一项课题研究，
旨在通过这些经历使学生在自己感

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使学生们能够理解系统之间

兴趣的领域学到更加丰富的知识，
培养他们独立学习及

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课程同样体现了生物医学和

批判性阅读文献的能力，
为他们的学术生涯打下基础。

社会医学等多学科背景下的横向联系，通过肿瘤形

完成 GTS 课程之后，
还有一门为期四周左右的
“基

成、影像诊断、治疗方法、医学伦理、医疗安全、老年医

础 医 学 向 床 旁 教 学 的 过 渡 ”课 程 (Transition to the

学、公共卫生以及疼痛等主题横向展开。横向内容贯

Wards)，
该课程将 PBL 学习模式与临床实践信息相结合

穿于整个四年课程之中，让学生在其临床经历不断深

（如心电图解读、
团队合作技巧、
影像学资料判读等）。随

化的过程中反复多次接触这些主题，从而保证多学科

后开始临床见习，
这是在前期的 CF、
LAC 课程基础上更

的广泛覆盖。JHU 医学院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学院层面

为全面深入的临床体验。
“核心临床见习”
（Core Clinical

而非系室层面的课程管理机制，来替代传统的由系室

Clerkships）将从持续约一周的临床前教学开始，
着重强

组织课程的管理模式，并监控纵向和横向课程内容的

调基于器官系统的实践及基于实践的学习，
主要涉及本

落实情况。

地患者群体的特有问题或适用于更广泛群体的相关内

表 2 GTS 课程在第一、
二学年中横向整合的内容

容。在
“核心临床见习”
结束后，
将会进行为期一周的转
化医学跨模块学习。来自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的教师将
共同引导学生进行讨论，
其着眼点是学生见习期间亲身
经历的临床实践中所蕴含的基础科学知识。除了强调医
学的科学基础，这些跨模块课程的学习将在缜密思考、
终生学习、
患者个体化的概念基础等方面予以强化。这
是再次激发学生们关注转化医学的理想时机，
因为他们
将很快有机会看到基础科学对临床实践的直接影响。同
时，
跨模块教学也为基础学科与临床学科教师提供了相
互交流与合作的机会，这也许会超越课程本身而到达
创新性科学研究的层面。
在“核心临床见习”之外，学生们将会有很大的自
主权来决定自己的选课轮转，从而为今后的住院医师
培训做准备。但是，
每个学生必须选择一项“慢性病高
级见习”
（如老年医学、理疗与康复医学、或是姑息治
疗）和一项“重症监护高级见习”
。这些高级见习项目
不仅关注单个病人的临床问题，而且更广泛地聚焦于
社会和经济层面。GTS 课程对于社会因素的关注重点

GTS 课程使学生从入学之初就建立起相关理念，
从而能够快速地把最新的科学发现纳入到一个属于

在于，向学生们展示患者个体的病情将可能对其家

自己的清晰连贯的理解框架中。课程还突出强调了对

庭、
社区甚至社会产生影响，
反之亦然。学生毕业前应

于健康的理解以及对于医学进一步发展的需求等都

在内科、儿科、妇产科或外科中完成一项亚专科实习。

是动态的过程，同时也强调了思维严谨、社会意识、终

最后，还有一门名为“向实习医生过渡，为生命而准

生学习等的重要性。

备”
（Transition to Residency and Preparation for Life,
TRIPLE）的课程，内容包括准备“高级心肺复苏证书”

五、
为何 GTS 课程与众不同？

考试、病例书写练习、压力管理训练等。TRIPLE 课程

经验丰富的医生们已经意识到，每个病人都是独

使学生们进一步磨炼相关知识和技能，以应对他们在

一无二的个体，而所谓的“经典病例”只不过是一种教

住院医师培训阶段或者更广义的职业生涯中将要面

学手段。面对快速增长又变化多端的科学证据，医学

临的实践沟通和道德伦理等方面的问题。

教育领域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向个体化

GTS 课程体系的关键在于渐进式的发展以及教

的教学过渡？GTS 课程体系通过强调个体性为学生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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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个思考医学的概念框架。学生们通过历时四年的

院长仍在资助 GTS 课程计划，并且没有缩减预算或削

真实案例的学习，
进一步加深对个体化概念的理解。

弱对教学的支持力度的打算。从课程改革总体进程中

举例来说，在学习心肌梗塞的内容时（属于 GTS

分化出来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对医学教育的估值进行

课程的心血管模块），学生们以小组学习形式同时对

了审视。该委员会注意到，教育的估值并非仅仅由投

两种类型的心肌梗塞进行学习和分享，即年轻人易患

入的经费来衡量，还包括对教师个人的认可及晋升、

的由于脂代谢中单基因遗传病而引起的急性心梗，以

对系室的认可等因素，因而提出了一套切实体现“个

及老年人易患的由于多种危险因素 （如遗传倾向性、

人、
系室和财政”
三方面立体价值的评估方法。

糖尿病、肥胖、炎症、动脉钙化、吸烟）而引起的急性心

稳定的资金来源是保证课程改革顺利进行的必

梗。整个心血管模块的综合学习使学生们理解了心绞

要条件。我们并不认同相比大规模的彻底改革而言，

痛、斑块破裂、局部缺血、重构与修复等方面个体内部

对现有课程体系的小修小补就没有价值的观点。但

特征和外部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GTS 理念对于

是，对于教育事业负有责任的领导者应该在学费之外

外部环境因素的定义是宽泛的，包括社会文化变量、

尽力争取多样化的经费来源（通过项目基金、咨询服

疾病筛查、公共卫生措施、卫生保健资源的享有和利

务费、继续教育项目收费等），并对利益冲突、教育机

用等诸多方面。此后，在紧接着“核心临床见习”的转

构自身使命的弱化等可能的风险保持审慎关注。

化医学跨模块学习中，学生们有机会再一次接触心肌
梗塞患者，从离子通道的功能、线粒体能量、血小板受
体耦联等多种角度重新分析和学习相关内容。这些学

结语
所有医学院校的一致目标并没有改变，即教育、

习和讨论由临床和基础学科的教师共同引导，更加关

训练学生，使他们为未来的临床、科研、教育和领导工

注基础科学知识与临床应用之间的连接。通过这些有

作做好准备。然而，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下一代医生需

意义的重复，学生们对于医学知识高度动态性的认识

要具备一个针对健康和疾病的新的理念基础。该理念

得到了强化，他们能够将所掌握的基础医学知识与第

基础聚焦于患者的个体化特征，要求未来的医生探寻

一手的临床经验和最新的医学文献整合起来，同时终

外部环境因素与患者的个体化特征之间的相互联系。

身学习及继续医学教育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展现。

个性化的医疗要求未来的医生们比现在更加频繁地

六、
GTS 课程体系的未来挑战
对 GTS 课程体系的整体评估是一项重大挑战。目

与患者沟通，从而获取更多的信息。系统化的生物学
学习能够使学生们认识到健康、危险、预防、疾病、治
疗等元素间错综复杂但又十分重要的关系。Hood 及其

前，我们通过收集学生的感受、毕业生的成果、医师执

同事把上述内容称为
“P4 医学”
，
即预防性（Preventive）、

照考试的分数、职业满意度等方面的数据资料，来对

预测性 （Predictive）、个体化（Personalized） 和参与性

GTS 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与之前的学生进行比较。然

（Participatory）。GTS 课程正是一个向学生们传授 P4 医

而，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回答人们经常会提出的

学的途径。梅西基金会（Macy Foundation）在最近的一

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知道 GTS 课程优于传统课

份报告中指出，医学院校的课程正越来越与社会的需

程？”我们正在寻找一种方法来评估学生们受到的教

求和期望保持一致。而 JHU 医学院的教学目标就是，

育是否赋予了他们一种能力，使他们将从分子领域到

顺应科学研究、公众责任和社会健康等的不断改革和

社会领域的知识信息整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提高健康

发展，运用 GTS 课程模式中有关疾病与健康的全新理

水准并推动生物医学发展。一个潜在的途径是使用

念来培养未来的医生和科研工作者。

“概念图”
作为认知分析的手段。
“概念图”
是展现所掌
握知识的一种有效工具。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运用
GTS 理念制作一张用于解释一个病人各种表征的相
关医学概念的关系图，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受邀点评

注释
①原文刊载于国际医学教育杂志 Academic Medicine , 2010, 85(3):
498-506.

这些“概念图”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及其与知识整合、医
患沟通的关联程度。我们期待能够出现一种渐进式的
发展进程，即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学生们能够将
GTS 理念运用得愈发融会贯通。
当前的经济衰退到底会对 GTS 课程体系产生怎
样的影响，
现在仍旧不得而知。截至目前，
JHU 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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