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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协和医学院（ＰＵＭＣ）自成立以来，解剖学系就开设了局部解剖和神经解剖两门重要基础课。 具有百年历

史的 ＰＵＭＣ历经老协和（解放前）、新协和（解放后）和今协和（改革开放后）３个历史阶段。 伴随着时代的变迁，ＰＵＭＣ
的神经解剖教学也在与时俱进地发生巨大变化 ，由老协和时的内容多、学时长和以强化学科基础为主，到新协和的少

而精，再到今协和的基础与临床全方位结合教学理念的形成 ，ＰＵＭＣ的神经解剖学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蜕变，如今的神

经解剖课程已成为既古老又年轻，既传统又创新，与临床全方位结合、丰富多彩和深受同学们喜爱的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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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解剖学是人体解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专门研究中枢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学科，因其在

基础与临床医学教育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使北京协
和医学院（ＰＵＭＣ）在建院之初就开设了这门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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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课。 随着现代神经科学的发展，国内许多医学
院校都相继开设了神经解剖课。 鉴于人脑结构复
杂，迄今仍充满许多未知和神秘，如何使内容纷繁、
抽象、以记忆为主的古老学科，成为生动、活泼、既能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又深受学生喜爱的全新学科，培
养出一批高水平的神经科学研究和临床优秀人才，
是当前医学教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本文通过对百年协和神经解剖教学改革历程的

回顾，阐述了协和小规模精英教育的特色在基础形
态教学方面的体现及其历史变迁。 温故而知新，展
望未来，坚定不移地走基础与临床全方位结合的教
学改革之路。

1 老协和开设神经解剖课

ＰＵＭＣ自 １９１７ 年成立起，首任解剖学系主任，
美国著名解剖学家柯德瑞教授（Ｄｒ．Ｅｄｍｕｎｄ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Ｃｏｗｄｒｙ １８８８-１９７５）依照美国医学院校模式，开设了
局部解剖学和神经解剖学两门课程，作为医学生必
修的医学基础课。 单独开设神经解剖学课，而不是
像其他医学院校将神经解剖学的内容纳入系统解剖

学的章节讲授，凸显出柯德瑞教授有意要强化中枢
神经系统在人体构筑和功能中的特殊重要作用

［１］ 。
无独有偶，就在 ＰＵＭＣ 开设神经解剖课将近百年
的 ２０１３年，美国白宫公布了“推进创新神经技术
脑研究计划” （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ｎｅｕｒ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简称
为“脑计划”，这项可与人类基因组计划（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ｏｍ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ＧＰ）相媲美的脑科学研究计划，
堪称未来几十年生物医学领域最复杂和最具挑战

性的计划
［２］ 。 足见前辈们独具慧眼，开启神经解

剖课先河的创举，具有超前的想象力和科学的战
略前瞻性。

老协和的神经解剖学，强调“精雕细琢”让学生
打下牢固的神经解剖学科基础，因此学时长达 １２０
课时，内容纷繁，不仅包括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解剖，
还涵盖了个体和种系发生及脊椎动物比较神经解剖

学的内容，每个学生配备一套神经切片（３０张）。 师
资力量也是一流的，先后有国际知名的教授：柯德瑞
（Ｅｄｍｕｎｄ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Ｃｏｗｄｒｙ 美国解剖学家），步达生
（Ｄａｖｉｓｏｎ Ｂｌａｃｋ 加拿大人类学家，神经解剖学家）、
魏敦瑞（Ｆｒａｎｚ Ｗｅｉｄｅｎｉｅｉｃｈ 德国解剖学家）、傅泰因

（Ａ．Ｂ．Ｄｒｏｏｇｌｅｅｖｅｒ Ｆｏｒｔｙｎｅ 荷兰神经解剖学家）等主
持神经解剖教学；一些国内的解剖学界先驱如：藏玉
铨、马文昭、李肇特和刘占鳌教授等也到 ＰＵＭＣ 先
后参加神经解剖的教学工作。 老协和的精英教育为
我国培养出了一批神经科学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
如：林可胜院士、冯德培院士、张香桐院士以及神经
外科的先驱赵以成教授等不少医学家。 北京猿人化
石的发掘和研究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史册。 经过多
年的努力和积累，老协和的解剖学系拥有包括人脑、
猴脑、鼠脑、有袋类、爬行类及两栖类动物在内的多
种门类的比较动物神经解剖学脑的连续切片，这些
宝贵的科研和教学资源，是老协和先辈们留给我们
最有价值的遗产之一

［１，３］ 。

2 新协和神经解剖教学落实“少而精”原则

自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６５ 年的新协和，解剖学系迎来
了首位华人系主任张鋆教授，面对当时国内多数医
学院校都以原苏联模式，只开设系统解剖不开神经
解剖这种一边倒的局面，张鋆主任力排众议，坚持继
承老协和的优良传统，继续开设局部解剖学和神经
解剖学两门医学基础课。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新兴学科的不断涌现，

原有的课程内容和教学安排已无法适应教学改革

的需要。 上世纪 ５０年代后期，掀起了以“少而精”
为原则、减轻学生负担、多快好省地培养德、智、体
全面发展的优秀医学人才为目标的医学教学改

革。 鉴于医学生在北京大学的预科学习阶段已经
学习过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的教育背景，本着删
繁就简的原则，砍掉老协和神经解剖课中重复、冗
长的比较神经解剖和发育神经解剖的内容，突出
以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为中心，使教学内容更加集
中、精炼，从而大幅削减了教学学时，由老协和的
１２０学时减少到新协和的 ６０ 学时。 要求学生观察
掌握的神经切片，也由原来的 ３０ 张减少到 １５ 张，
极大地减轻了学生的负担。 为了确保教学质量，
帮助同学理解抽象的神经通路，学系老师们还亲
自动手制作了各种简便易行和形象逼真的直观教

学模型，如脊髓各段平面串连的立体纸片模型、脑
干断面外形和内部结构重塑模型以及各种传导通

路显示模型等，这些辅助教具的开发应用，增加了
同学们学习的兴趣，使原本枯燥、难于理解和靠死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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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硬背的内容，变得简单、易懂、有趣和便于掌握，
起到以少胜多的教学改革效果。

在新协和神经解剖教学改革的后期，学系已
认识到在教学中一直没能解决的基础与临床脱节

的问题，为了尽早改变长期脱节的现状，学系组织
老师们深入临床科室调研，与临床老师座谈，改写
教材，融入了一些最常见的临床病例分析，如脊髓
和脑干的损伤，脑卒中等内容，力图使同学了解临
床病例。 但是，由于基础课老师在临床知识和经
验方面的局限，使与临床结合的实际效果与预期
仍有较大差距。

3 今协和神经解剖教学全方位与临床结合

自 １９７９年至今的今协和，恰逢改革开放的大好
时机。 国际上神经科学飞速发展，美国提出的“脑
计划”的核心就是探索人类大脑的工作机制，绘制
脑活动全图，最终找到目前仍无法治愈的脑疾病治
疗方法

［4］ ，也是未来几十年脑科学研究领域最具挑
战性的课题。 要在这场激烈复杂的角逐中占有一席
之地，不仅需要目前正在从事神经科学研究的基础
和临床工作者不懈的努力，更需要尽快培养出一大
批既具有坚实的神经科学基础，又精于临床医学和
富于创新精神的年轻一代医学精英。 为了完成这一
艰巨而重要的历史使命，在经过几代人努力奋斗的
基础上，学系参照目前国际上一些先进国家的基础
医学教学改革经验，提出了神经解剖教学必需全方
位与临床相结合的改革新理念：不仅要对原有教学
内容、实验课和学时安排等进行改革，更重要的是充
分发挥教师在教学改革中的主导作用。 经过与协和
医院临床各科室反复交流与沟通，首先选定了北京
协和医院放射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科室的老
师，与学系老师共同组成神经解剖联合教学组，开创
了基础与临床老师在一起共同备课、优势互补、相得
益彰的新尝试。 重新优化教学内容，在现有的学时
中拿出 １／３的学时，请临床和外教老师授课。 由于
事先进行过集体备课，临床老师紧扣课程进度的内
容生动、活泼和有的放矢的讲课深受同学欢迎。 为
了让同学更好的结合临床，联合教学组还结合课程
内容，引导同学们定期组织临床病例综合讨论课，共
同编写讨论课的议题和大纲，同学们自己查找资料，
主持讨论，老师参加并穿插讲解和总结（表 １）。 除

了协和医院的临床教师外，学系还特聘了天坛医院
和国外名校的专家给同学们做专题讲座

［５-６］ ，近年
来还增加了最新开展的人脑组织库的介绍等内

容。 同时学校为了早期接触临床，组织学生分批
分期地参观病房和手术室，让同学了解疾病和患
者、了解手术的操作和治疗，同时也为同学树立了
良好的医德典范，激发了同学主动学习将来为患
者服务和解决患者病痛的学习积极性

［ ７］ 。 对于这
些教学安排，同学们都踊跃参加、积极发言、提出
很多问题，同学们的热情参与和强烈的求知欲令
老师们感到欣慰。
神经解剖教学全方位与临床结合的改革为神经

解剖教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目前还刚刚起步，还
有许多问题需要发现和解决，相信随着改革的不断
深入，神经解剖课将不再是死板、枯燥和靠死记硬背
学习的课程，将会成为生动、活泼、妙趣横生、学以致
用并深受同学喜爱的课程之一。

表 1 神经解剖讨论课安排
Table 1 Curriculum of neuroanatomy seminar series
讨论课内容 理论课相关内容

神经查体 脊髓、脑干

神经查体 小脑、间脑

半切综合症 脊髓、脑干

三偏综合症 端脑、传导路

大脑皮层功能定位 端脑、边缘系

锁骨下窃血 脑血管、临床讲座

垂体瘤、库欣综合征 间脑

4 PUMC各阶段神经解剖教学的比较

4.1 PUMC 各时段神经解剖课学时、神经切片和
学生人数比较

从图 １的 ３项指标走向看，教学课时数由 １２０ ｈ
到 ６０ ｈ再到 4５ ｈ ；神经切片数由 ３０张到 １５张再到
１０张；学生人数由 ３０人到 ６０人再到 ８０～９０ 人。 若
以老协和的 ３项指标均为 １００％计，新协和的学时和
切片数均减少到 ５０％，而今协和的 ２项则分别减少
到 ３７.５％和 ３０％，这符合少而精的原则。 唯有学生
人数历经 ３个阶段不降反升，由 ３０ 人（１００％）分别
增加到 ６０人（２００％）和 ８０～９０ 人（近 ３００％），可见
教学产出和人才培养的效益逐年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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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UMC各阶段神经解剖课学时、神经切片
  和学生人数比较

Fig 1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hours， nerve tissue
   slides and students in the neuroanatomy course
   from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history of PUMC

4.2 PUMC 各阶段神经解剖课不同内容比例的
比较

从图 ２ 显示的各时段教学内容变化反映出：
１）若以神经解剖教学内容的总量为 １００％计，老协
和的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占 ６０％、比较神经解剖和神
经发育占 4０％；２）新协和的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占
８０％、神经发育和比较神经解剖占 １０％、与临床初步
结合内容占 １０％；３）今协和的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占
７０％、与临床结合内容占 ３０％。 比较神经解剖和神
经发育内容由占总量的 4０％递减为 １０％和 ０，而与
临床结合的内容则从 ０ 到 １０％再到今协和占 ３０％
的比例，此消彼长的变化反映出神经解剖教学改革
的必然趋势。
4.3 PUMC各阶段神经解剖课教学安排的比较

表 ２ 显示今协和教学安排丰富多彩，增加了临
床老师的讲课和讨论课，还组织同学参观手术室、脑
库等，以密切基础与临床和科研的结合。

5 几点体会

5.1 神经解剖课的开设
ＰＵＭＣ自建校起就独树一帜地开设了神经解剖

图 2 PUMC各时期神经解剖课不同内容比例的比较
Fig 2 Comparison of contents in the neuroanatomy
   curriculum from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history of PUMC

课，历经百年，神经科学已成为迄今生物医学领域
中，最受瞩目的前沿科学之一，这种富有洞察力的战
略眼光和后人传承不懈的努力，将成为宝贵的精神
财富，激励着协和学子代代相传不断创新。
5.2 神经解剖课教学理念的改革

ＰＵＭＣ的神经解剖课由最初的内容多、学时长，
强调打牢学科基础，经历了少而精的变革，到现今的
走与临床全方位结合的改革之路，历经了 ３ 个重要
阶段，尽管每个阶段的教学理念、教学安排和培养目
标各有所长、不尽相同，但协和“严谨、求实”的治学
精神始终是一脉相承的。
5.3 神经解剖课教学方式的改革

教学改革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求知欲和
创新思维为核心，ＰＵＭＣ 的神经解剖教学从枯燥的
死记硬背和灌输式教学，逐步演进到师生共同讨论，
教学相长和学以致用的启发式教学，充分发挥了教
师在教改中的主导作用和同学主动学习的潜力，体
现了协和小规模精品教学的特色。
5.4 神经解剖课教学改革的创新

神经解剖与临床全方位相结合，是基础医学教
学改革的创新尝试，目前才刚刚起步。 前路漫漫，如

表 2 PUMC各阶段神经解剖课教学安排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neuroanatomy course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history of PUMC

理论／实验学时／ｈｒ 授课教师 课外作业 临床讲座（２次） 参观临床／脑库（次） 笔试／％ 标本考试／％ 其他成绩／％

老协和 ８０／4０ $基础 画图 ３０张 - - ７０ è２０ i１０ ⇓
新协和 4０／２０ $基础 画图 １０张 - - ７０ è３０ i-

今协和 ３０／１５ $基础／临床 填图练习 4 I１ +７０ ▌２０ i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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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继续深入改革，使之更加适应现代医学教育，是学
系老师们必将面对的严峻挑战。 诸如：教材内容、教
师知识结构改造、教学安排及与临床结合方式等，均

要在不断深化的改革中探索、解决。 尽管如此，前途
是光明的，只要坚持改革创新的道路，通过不懈的努
力必将取得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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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点击

学龄前儿童早就寝日后体质量较健康

据美国ＷｅｂＭＤ医学新闻网（２０１６-０７-１０）报道，根据发表于 ２０１６-０７-１4《儿科学》的一项研究，让学龄前儿童早点上床睡

觉可能会有意料之外的好处：他们在青少年时的肥胖概率较低。

这篇研究比较了晚上 ８点就寝的学龄前儿童以及就寝时间较晚的同龄儿童，俄亥俄州立大学公卫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

就寝时间晚 １ ｈ，幼童成为肥胖青少年的可能性加倍。

第一作者、流行病学副教授 Ｓａｒａｈ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认为，对家长而言，这强调了建立规律就寝时间的重要性，这是家长们具体可

行和可降低其小孩风险的作为。 就寝时间比较早，也有助于孩子们的社会和情感发展及其大脑发育。

这篇研究回顾了于美国 １０个地点进行、追踪出生于 １９９１年的健康婴儿的研究中近 １ ０００名儿童的资料，当这些儿童约 4

岁时，被分成 ３组：晚上 ８点就寝组；晚上 ８～９点间就寝组；更晚（９点后）就寝组。

根据研究数据提示，半数幼童晚上 ８～９点间就寝，８点前和 ９点后就寝的人数差不多。

研究者在这些儿童平均年龄 １５岁时分析他们的体质量，发现就寝时间最早的儿童只有 １０％成为肥胖青少年，而晚上 ８～９

点间就寝组则是 １６％，９点后就寝者有 ２３％成为肥胖青少年。

研究者发现，最可能变肥胖的是最晚就寝的儿童，以及母亲对儿童的互动较无支持性且较多敌意者；他们认为，母亲教育

程度较低、低收入家庭的非白人儿童，就寝时间会比较晚些。 不过，这篇研究只发现就寝时间和肥胖风险之间有关联，而非证

明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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