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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启发式教学是相对于灌输式教学而言的 ,它强调教育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 ,认为教学的最终

目的在于求得学生的自我发展 ,注意讲授内容的“少而精”。在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中可以运用巧妙设问、引

发思考 ,引入案例、引导讨论 ,创设情景、激发思维 ,事例喻示、循循善诱等方式进行启发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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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启发式教学 ,就是根据教学目的、内容、学生的知识
水平和知识规律 ,运用各种教学手段 ,应用启发诱导办法传
授知识、培养能力 ,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 ,以促进智能发
展。启发式教学是相对于灌输式教学而言的 ,灌输式教学无
视学生在学习上的主观能动性 ,而启发式教学则能启迪学生
的思维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因而是医学伦理
学双向教学模式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1 　启发式教学的历史探源

启发教学是中外教育家实践经验的总结。“启发”一词 ,
最早源于孔子《论语·述而》中的经典性论断 :“不愤不启 ,不
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宋代朱熹在《四书
集注》里释义为 :“愤者 ,心求通而未得之意 ;悱者 ,口欲言而
未能之貌 ;启 ,谓开其意 ;发 ,谓达其辞”。后来人们概括孔子
的启发思想 ,摄取朱熹注释的意义 ,合称为“启发式”。即指
只有当学生处于“愤悱”的心理状态的前提下 ,教师方可“愤
则启 ,悱则发”。我国古代教育家们要求学生读书善于提出
问题 ,鼓励学生寻疑问难 ,引导学生独立思考 ,旨在培养学生
的自学能力和独立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启发教学
理论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西方 ,首倡启发教学的是古希腊的大思想家苏格拉
底。他在教学中运用“助产术”,引导学生独立思考 ,自己得
出结论。这种“助产术”在西方被称为启发式谈话法或苏格
拉底法。后来 ,他的思想被学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继承和
发扬 ,倡导归纳法 ,启发、诱导学生通过自我发现去获取知
识。亚里士多德主张教师不应直接把“思想成衣”交给学生 ,
而需让他们自己学会“思想服装”的裁剪 ,使学生在归纳推理
中获得能力的发展。近代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 :“一个坏
的教师奉送真理 , —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1 ]诚如斯
言 ,西方教育家们在发展学生个性 ,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方面
同样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 　启发式教学的特点

从启发式教学理论渊源可以看出 ,启发式不是一种具体
的教学方法或方式 ,而是完成教学任务的根本方法和 —般方
法 ,是教学方法的指导思想。它与灌输式教学相比有着以下
显著的特点 :

其一 ,强调教育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启发式教学
看来 ,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 ,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活生生的
人 ,始终是教育过程的主动参与者。学生通过自我评价、自
我教育 ,通过反思 ,向自己提出一系列的方案 ,施以有目的、
有计划 ,有系统的影响 ,从而使自己起着学习主体的作用。
也就是说 ,启发式教学强调师生的互动与双向交流 ,既强调
教师的“启发”、“点拨”、“诱导”,又注重学生的“愤悱”理性自
觉 ,“反求诸己”“内省”“反思”。[2 ]

在启发式教学观看来 ,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对象不仅是需

要外铸的实体 ,而且是不断思考创造着的人。医学伦理学教
学是对学生主动思考、学习的督导 ,是对“觉醒的援助”。

其二 ,认为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求得学生的自我发展。
传统的灌输式教学认为教学就是向学生传授知识与技能 ,强
调智力、能力是在知识获取中自然得到提高。而启发式教学
认为教学的目的主要不在于传授知识 ,而在于培养学生获取
知识和更新知识、发现知识的能力。因此 ,教师的“善喻”以
及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相信和尊重学
生 ,充分发挥学生潜力 ,建立民主和谐的教学气氛 ,才能够求
得学生主体性的充分发展。

因此 ,我们将培养医学生良好的医学伦理意识 ,锻炼医
学生的医学伦理思维能力 (包括医学行为前的伦理决策能力
和医学行为后的伦理评价能力) 作为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
的。

其三 ,注重讲授内容的“少而精”。在教学内容上 ,灌输
式教学一般主张“多而繁”,面面俱到 ,而启发式教学注重“结
构的重要性”,使学生掌握“教材结构”、“学科结构”,讲授内
容“少而精”。因此 ,应注重根据知识的内在联系 ,循循善诱
引导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学习 ,独立地分析矛盾和解决
矛盾 ,从而达到既传播知识又发展智力和创造力的目的 ,收
到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

讲授内容的主要载体是教材。我们根据教学目的和教
学大纲组织编写了反映上述教学思想的新教材。新教材注
重伦理分析和思考 ,注重反应本领域最新研究成果 ,在使用
过程中得到任课教师和上课学生的普遍好评。
3 　启发式教学在医学伦理学教学中的运用

启动式是教学的根本指导思想 ,它不同于各种具体的教
学方法 ,但体现在各种具体教学方法之中 ,甚至教师的言语
表述、面部表情、手势动作等等都可充分体现并灵活应用在
启发式教学之中 ———这也是衡量一个教师能否发挥教育教
学艺术的重要标志。因此 ,启发式的形式应该是灵活多样
的 ,需要教师不断总结探索。这里 ,我们总结教学模式改革
以来的几条经验 ,以就教于同行。

经验一 ,巧妙设问 ,引发思考。适时设问并指导答疑解
难 ,是启发式教学的重要体现 ,因为问题往往是启动学生思
维、调动其积极性的开端。但是 ,所提出的问题必须是关键
性的、学生经过努力能完成的、富有挑战性、能激起学生已有
认知结构与知识存量的认知冲突 ,这样学生将会以高度的注
意与浓厚的兴趣 ,投入到教学活动中来 ,并以跃跃欲试的态
度试图去解决所提出的问题。这样学生的积极性就能充分
调动起来 ,这就为后来展开思维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例如 ,在讲解医学伦理学重要基础理论 ———功利论之
后 ,我们这样向学生设问 :“是不是在伦理决策中只考虑未来
的效果就足够了 ,而不必考虑当下应该承担的责任 ?”“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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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任何行动的后果都是可以预料和估价的 ?“功利论会不会
导致只追求结果的善 ,而忽略动机和手段的善 ?”通过这一系
列的设问 ,引导学生对功利论的进一步审视和思考 ,在对功
利论缺陷的反思基础上进一步引出对义务论的剖析和讲解。

再如 ,在讲解完医疗秘密的涵义和保守医密的医德要求
之后 ,我们这样向学生设问 :“保守医密的要求是不是绝对
的 ? 是不是任何时候都应该保守医密呢 ?”“如果保守医密会
对患者自身或者无辜的第三者甚至社会公众造成危害怎么
办 ?”通过这种设问启发学生进一步思考 ,使学生对解除医密
的情形有个初步意识 ,然后结合具体事例使学生有一个更加
清楚、深刻的认识。

经验二 ,引入案例 ,引导讨论。案例教学则是要给定特
殊情境 ,让学生自己在这种情境中根据自己以往的知识背
景 ,运用智慧来自己发现和分析问题。运用和结合案例是开
展启发式教学的重要手段。

例如 ,在讲解患者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时 ,我们曾经引入
下面的案例 ,通过引导学生分析讨论 ,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
果 :

刘某在某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 ,但她没想
到 ,在进行“妇检”时自己竟被当成了教学标本。“医师一边
指着我的身体 ,一边向见习生介绍各部位的名称特征 ,其间
还听到见习生的笑声。我脑中一片空白 ,只能把脸扭向一边
忍受着这一切。”刘告诉记者。

第二天 ,气愤难平的她找到当事医师 ,问进来那么多人
为什么不先给她打招呼。医师回答 :没必要。而另一位医师
干脆对她说 ,在医院就没有隐私权。医院则声称 :“作为临床
教学医院 ,医师带教是医学教育不可分割的部分 ,也是临床
教学的惟一途径。如果教学医院必须先征得患者同意方可
示教 ,医学院的见习生、实习生都会被患者拒之门外 ,医学教
育事业如何发展 ?”请问应该如何处理病人的隐私权与支持
医学科学发展义务之间的关系 ?[3 ]

在案例讨论中我们提醒学生着重思考下列问题 : ①在实
习医院就诊的病人究竟有无隐私权 ? ②病人有无支持医学
发展的义务 ? ③医院的认识有何偏颇之处 ? ④该带教医师
哪些地方做得不妥当 ? ⑤你认为采取怎样的方式 ,可以既让
患者感到自己的隐私权被尊重 ,又愉快地配合带教医师的临
床示教 ? 在这些问题的引导下 ,学生们思维非常活跃 ,踊跃
发言。课堂教学的效果正如两位美国学者所言 :“无论是学
生还是教师 ,当看到针对某个问题有许多不同的、深刻的见
解时 ,会觉得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鲜活起来 ,心中都会有一种
异常强烈的满足感。在讨论过程中 ,每一位参与者都会觉得
自己的观点是受人尊重的、受人欢迎的。而在讨论之前根本
无法估计会涌现出多少不同的观点 ,会冒出多少意想不到的
见解。”[4 ]

经验三 ,创设情景 ,激发思维。为了说明某一理论 ,引发
学生深入思考的兴趣 ,可以创设 —定的情景 ,让学生通过对
虚拟情景的感性伦理判断和选择 ,启迪学生进一步思考感性
认识背后的理论支持。

例如 ,我们在讲授公正论时曾引入以下虚拟的情景 ,以
启发学生思考 :

假如你们班一共六位学生 ,有来自农村的 A ,体质较弱
的B ,学习成绩优异的 C ,爱好交际的 D ,准备自费出国留学
的 E ,你自己。共一万元外部资助 ,请问你如何公正地去分
配 ?

针对这一虚拟情景 ,学生们争相发言 ,有的学生说 :“应
该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 ,根据金钱对每位学生的意义和价值
进行分配 ,以充分利用这一万元钱 ,发挥这一万元钱的最大
效益。”有的学生说 :“应该大家一块来商议 ,采用一种大家都
接受和认可的办法。因为每个人都需要钱 ,金钱对每位学生
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难以通约 ,难以简单地进行比较。”还有
的学生说 :“如果是大家商议只能导致争执不休 ,而且也不合
情理。因为每位学生都是平等的 ,自然应该平均地分享这一
万元钱。”针对这三种答案教师及时做理论上的点拨 :“第一
种方案其实持的是功利主义的公正观 ,他们主张公正应当依

据功利、幸福来确定 ,认为凡能最大程度地增进最大多数人
福利的制度就是公正的制度。第二种方案其实持的是契约
公正观 ,他们主张公正来自契约 ,这契约可能是现实的 ,但更
可能是虚拟的 ,实际上是人的理性立法 ,意志自律 ,认为在公
平条件下所有当事者所达成的公平契约 ,也就是公正的原
则。第三种方案实际上持的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公正观 ,他们
主张公正是客观存在于世界中的普遍法则 ,认为公正不需要
借助任何中间契约 ,也不需要通过功利来说明 ,公正本身是
绝对的、普遍的和永恒的。”如果学生们有兴趣 ,可以继续探
讨各种公正观的优劣得失 ,进一步从效率与公正的关系以及
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高度上 ,深入理解公正的涵义。

经验四 ,事例喻示 ,循循善诱。教师用通俗、直观的事例
提示对复杂、抽象问题理解的启发方法。

例如为了讲解器官移植中受者的选择标准 ,我们用一个
事例作为喻示 ,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而且生动、形
象地说明了问题 :

1841 年 ,美国轮船“威廉·布朗”号从英国的利物浦开往
美国费城 ,在纽芬兰岛处撞上冰山。24 小时后 ,船员和一半
旅客乘两只救生艇逃命。然而其中一只船漏水 ,并且载旅客
过多。为了避免沉没 ,船员把 14 个旅客扔入海中 ,其中一个
男子的两个姐妹也要求跳入海中同她们的兄弟一起死去。
决定谁活着的标准是 :不把夫妻分开 ,不把妇女扔进海中。
几小时后其他人得救了。回到费城 ,大多数船员失踪 ,只有
霍尔姆斯 (Holnes)还在 ,他被控犯有杀人罪。[5 ]

在讲授这个事例之后 ,我们这样启发学生 :“显然 ,在当
时的紧急状态下 ,有一部分人必须被扔进大海死去是不可改
变的事实 ,分歧主要在于决定谁必须死去的标准该如何确
定。在器官移植的应用中 ,如何选择受者 ,这与上面的问题
具有很强的类比性。我们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呢 ?”结合这一
事例 ,再加上教师的启发 ,学生会积极地提出许多受者的选
择标准。针对学生的发言 ,教师适时进行点评 ,并总结出器
官移植中受者选择的伦理标准。

当然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总会有一部分学生言犹未尽 ,
或者是没有争取到发言的机会 ,这样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课后
通过电子邮件或书面作业继续探讨。这样也有利于多种观
点、言论的自由争鸣。有利于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
4 　结语

现代教育既要培养学生敏捷、深刻、正确的认识问题的
能力 ,又要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独立地、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
能力。而启发式教学符合教育教学的规律 ,是对传统的灌输
式教学方式的重大变革。在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中 ,教师应
始终把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放在教学过程的首位 ,大
力探讨启发式教学的具体方式、方法与技巧 ,努力提高医学
伦理学课堂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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