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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案例的医学遗传学“课程思政”设计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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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把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融入到专业课的教学实践中。本文通过设计若干个医学遗
传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探索性和实验实践性“案例”，并以此为切入点，结合人卫慕课平台的国家级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医学遗传学”和复旦大学校园内网的“医学遗传学课程虚拟教室”，在实施翻转课堂教学、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混合式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实现医学遗传学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达到了一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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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学遗传学”这样理论性和实践性都特别强的
专业课来说，通过“选取适当的案例，利用适当的方法”
开展教学，可以在专业思想、职业情怀等方面使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我们在教学中通
过适当的案例教学设计，达到了一定的医学遗传学专业“课
程思政”的教学效果。

1

相关案例的设计

任何形式的“课程思政”都是融于专业教学中的，而
融于专业教学就会占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为了留出一
定的时间（约占总课时的 1/3），用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批评能力、合作能力的教学实践，通过这些教学实践过程
潜移默化地实现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我们基于人卫慕
课平台的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医学遗传学”和复旦
大学校园内网的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POC）：
“医学遗
传学课程虚拟教室”，让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学习医学遗传学
核心知识点，把老师的课堂讲课时间缩短。
在医学遗传学“课程思政”过程中，我们设计环节有
基于科学家故事的、伦理的、人文的，本文将重点介绍基
于案例的医学遗传学“课程思政”的设置。我们首先梳理
了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把这些案例分为理论探索性和实验
实践性的 ；然后编写案例，提出本案例切入点、问题和思考。

2

教学实践与效果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等现代教育技术在现代医学教
学中的应用，医学遗传学专业课老师在强调学生必须掌握
一定的知识点的同时，可利用慕课和“虚拟教室”，实施翻
转课堂教学、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与此同时，
利用介绍专业知识点的时机切入理论探索性案例和实验实
践性案例。在教学实践的形式上包括老师直接讲授、学生
即席发言讨论和课前布置课上学生代表讲授等。
2.1 具体教学实践
在教学实践时，我们会侧重于案例的某个方面。比如
在“核酸是遗传物质”这一案例中，我们会在介绍 1944
年 Oswald T. Avery 等 发 表 DNA 是 遗 传 物 质 这 一 正 确 观
念时，不仅没有被科学界接受，反而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极
大惊讶和怀疑。特别强调 Avery 等面对科学界的质疑和否
定，不但没有动摇他们继续探索的决心，反而增强了他们
为进一步验证而工作的信念。特别是他们在 1949 年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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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给了怀疑论者以明确的答案。这一案例充分说明
面对质疑和批评，要敢于不断求证 ；介绍 DNA 双螺旋结
构的案例时突出说明在科学研究中不同学科间的相互交流
及不同思想的碰撞对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介绍低渗处理细
胞获得比较好的染色体分裂相时，虽然这可能是技术人错
配了试剂，但经过徐道觉反复实践终于获得了正确的染色
体研究方法，显示偶然（配错试剂）中蕴含着必然（反复
实践）；在“传染性朊粒”这一案例中，特别强调 Stanley
Prusiner 的研究源于他对一个不治之症（克雅氏病）病人的
遗憾，充分显示了他的人文情怀。在学习“染色体病（Down
综合征病因确定）”这一案例时，着重介绍法国儿科医生
Jerome Lejeune（1926 年～ 1994 年）在听了蒋有兴关于人
类染色体的报告后，敏锐地联想到曾经接触过的 Down 综
合征患儿会不会是染色体异常所导致的 ? 他回国之后，马
上投入了对 Down 综合征患儿染色体的观察研究。1959 年，
Lejeune 发现先天愚型患儿的体细胞比正常个体多了一条第
21 号染色体。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染色体异常导致的疾
病。
2.2 教学效果
经过三轮的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达到了基
于“案例”开展医学遗传学“课程思政”的目的。对于教
学实践方式，学生反映“课前布置课上学生代表讲授 + 讨
论”的教学效果最好。但由于时间限制，课堂上的老师讲
课 + 随机讨论也是一种有效的实践方式。对于所选择的案
例，绝大多数同学认为这些案例能突出反映在科学研究中
或医学实践中应该具备的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对于学生课后的感想，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总结。
2.2.1 富有一颗同情心是临床研究的动力。英国著名的内
科医生 Archibald Edward Garrod（1857 年～ 1936 年）在仔
细观察和研究了尿黑酸尿症（alkaptonuria）等疾病之后，
于 1902 年提出来“先天性代谢缺陷”这一概念，是最早提
出“精准医学（precision medicine）
”的人，是当之无愧的
精准医学之父 Stanley Prusiner 也是因为对他的一个病人的
同情开始数十年的研究，最后提出蛋白质颗粒可传染疾病，
因而获得诺贝尔奖 ；卢煜明（Yuk-Ming Dennis Lo）为了
孕妇的无创产前诊断来自于“一切为了病人”的理念。而
个别医学生在自己的医学专业学习之初，专业思想尚不明
确，因此案例的学习，提高了他们对专业的理解，医学是
一门特殊的面对人的学科，应该怀有一颗同情心才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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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案例

医学遗传学“课程思政”中案例设置

思维

参考资料

时长

教学方式

关键词

（一）理论探索类
《医学遗传学学习
指导》（第 4 版）

5min

课前布置，课上学
生代表介绍
课前布置，课上学
生代表介绍
讨论

批判、求证、勤奋

核酸是遗传物质

面对批评的不断求证

DNA 双螺旋结构

三螺旋、双螺旋的交锋

同上

3 ～ 5min

先天性代谢病

问题的思考与虚心求教

同上

5min

人类基因组计划

全球合作，中国贡献

自编资料

6min

老师授课

参与、合作、共享

OMIM

资源整合与共享

同上

3 ～ 5min

老师授课

勤奋、坚持、进取

同上

5min

讨论

借鉴、敏锐、求证

染色体病（Down 综合征病因确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思考，创新，交流
人文，敏锐，创新

（二）实验实践性
低渗处理细胞制作染色体

偶联性中必然性

同上

3min

老师授课

思考，求证，勤奋

传染性朊粒

对病人的同情转化为研究的动力

同上

3min

人文、勤奋，创新

基因编辑与基因治疗

医学的意义 ：
减缓或治愈病痛

自编材料

6min

无创产前诊断

一切为了病人

同上

3min

老师授课
课前布置，课上学
生代表介绍
老师授课

一名好医生。
2.2.2 明确医学的使命是医学学习的前提。医学的目的和
任务是治病救人，但医学本身又是局限性的。尽管生命科学、
医学科学在不断的发展，如基因检测、基因编辑等技术对
许多疾病的发病机制、精准诊断、精准治疗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所有这些技术都是为医学服务的，如基因编辑技术可以
被用来探讨基因突变所致疾病的基因治疗，但不应该用来
通过创造任何一个“生命形式”来预防或控制另一个可能“疾
病”。因此通过案例学习，同学们进一步理解了“有时去治
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的医学使命。
总之，通过上述教学设计和实践，我们深刻地认识到
讲好医学遗传学案例，有助于学好医学遗传学，培养具备

人文、批判、求证
人文，敏锐，创新

懂奉献、会坚持的人生观 ；爱科学、善人文的职业道德 ；
具备更好的岗位胜任能力的新时代医学生，达到了医学遗
传学专业课“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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