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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policy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schools into 

skilled occupation education,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public basic course—“medical physics” in the 

ordinary local medicine colleges. The actual situations are first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then, one can 

find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policy of higher school in the 

local medicine college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ransformation policy will give 
two different conclusions, the paper respectively analyzes the learning necessity of the “medical 

physics” course. Particularly, there is always a misunderstanding of learning necessity and existence 

necessity in all the local medical colleges. Finally, by the analysis and description of the situation of 

“medical physics” course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policy, we wish to appeal the university staff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cientific of reformation of the public basic course. 

高校转型形势下地方医学院校开设《医学物理学》

课程必要性的研究 
朱本超

1,a
，蒋薇薇

2,b
，张钒

2,c
 

1.湖北医药学院，数理教研室，中国 湖北 十堰 442000 

2.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中国 湖北 十堰 442000 

a
zbc@hbmu.edu.cn,

 b
jww0507@163.com,

 c
326386321@qq.com 

摘要：在教育部出台高等院校转型为应用型、技能型教育政策前提下，本文以地方医学院校

的公共基础课程—《医学物理学》作为研究对象。从地方医学院校开设的《医学物理学》课

程现状出发，地方医学院校对高校转型政策的两种不同解读，分别论述地方医学院校是否还

有开设《医学物理学》课程必要性。在解读政策具有差异的背景下，给出了开设课程必要性

和不必要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并对该结论的科学性给出了分析。值得注意的是，笔者

重点分析了当下高校普遍存在的一种认识误区，即将开设某课程的“必要性”理解为该课程

的“存在性”。最后，本文旨在通过地方医学院校中的《医学物理学》课程在高校转型政策下

的处境，呼吁高校从业人员重视公共基础课程改革方式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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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 年 2 月 26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引导

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并将此作为即将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地方本科院校转

型发展[1,2]。我国有近 1200 所高等院校，地方高校近一半。在此政策公布两年多的时间，

各类地方院校已经开始积极准备转型发展的前期准备。作为五年制临床专业为主的地方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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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由于专业特色，对于此种应用转型尤为欢迎。将普通高等院校转型为技能型、应用型

的政策，促使地方医学院校对各科课程开始了新一轮的教学改革热潮，其中尤以基础类公共

课程改革力度最大，引起的思考较多。本文将以医学院各类专业的公共基础课，《医学物理学》

在这种政策作用下的改革为研究对象，研究开设改革课程的必要性问题。 

2. 地方医学院校《医学物理学》课程开设现状 

目前，按照教育部规定，在医学教育中必须包含对自然科学课程的学习。在我国地方医学院

校中，《医学物理学》作为医学各专业学生必修公共基础课进行开设。《医学物理学》课程具

有两个基本功能：第一，为医学生提供系统的物理学知识，训练医学生的逻辑思维分析以及

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帮助医学生利用物理规律理解医学现象，为今后学生进行交叉

学科研究提供相应地帮助。基于此功能，《医学物理学》课程教学分为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

以笔者所在的十堰地区医学院《医学物理学》课程开设为例，学时针对专业的区别划分，具

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科学依据。综合而言，当下地方医学院校《医学物理学》课程设置，

缺乏科学性且定位模糊。因此，在教育部出台高等院校转型的政策一旦提出，再一次吹响了

对这类公共基础课程改革的号角，怎么改？笔者认为取决于怎样科学地解读转型政策。 

3. 高校转型应用型政策的不同解读 

国务院在“十二五”规划后期提出以培养学生就业能力为导向的教育改革布局。对此政策解

读众说纷纭。许多解读过于片面，国家之所以决定高校转型，主是因为我国没有对高等院校

进行分类管理，考核方式偏向于研究（学术），导致部分地方院校办学特色不明确，培养出来

的学生的定位也比较尴尬。再加上我国市场经济的成熟，以市场为导向的教育政策的制定是

符合教育发展的科学性的[2]。教育部重点鼓励地方院校整体进行培养模式的转变，作为地方

院校的医学院如何解读高校转型政策，将直接决定学校对于各类学科教学改革的方式。笔者

认为，对于地方医学院校而言，解读高校转型政策主要存在以下两个观点： 

第一，温和型改革：即认为改革必须要循序渐进，不能将医学培养模式直接等同于职业技能

培养模式，因为职业教育中的纯技能培养和教育部提出的应用型、技能型教育还是有区别的。

这种观点下的改革，不会激进的将现有的一些非专业课程直接删除。 

第二，激进型改革：即认为教育提出转型就是希望从根本上扭转定位于服务地方经济，重视

教学的地方院校培养模式模糊的现状，是时候对一些非专业课程，参考职业技术学院一样进

行相当彻底地删除，节省出大量时间用于培养医学生的临床技能等。 

以上两种观点，将直接影响地方医学院校对一些非专业课程，例如《医用高等数学》，《医学

物理学》等课程的教学改革，下面将分别论述。 

4. 温和改革下《医学物理学》课程开设的必要性 

在转型政策温和解读观点下，《医学物理学》课程的开设是有其必要性的。为了迎合地方医学

院校的转型，弱化这类课程所占比例，强化这类课程考核形式多样化（减轻学生负担）是必

须进行的。将课程学时进行消减是无法避免的，只是，在温和政策解读下的学时消减应该具

有更多地科学论据。一个学科的教学改革，要全盘考虑学科的特点，课程教学改革往往是牵

一发而动全身，地方医学院校的主要管理者大多是医学背景，因此并没有对自然科学课程进

行科学系统的论证。大学物理的内容大量应用了高等数学这门工具，并且对血液流变学、生

物力学、量子化学、生物分子学等课程均有一定的关联。因此，《医学物理学》课程开设的必

要性必然牵连了《医用高等数学》开设的必要性，也必然牵扯到生物物理，生物化学等后续

专业课程的一些知识的理解[4]。 

既然课程有必要开设，那么如何制定不同专业的教学大纲，分类分级教学就是一个复杂的科

学问题。现在地方医学院校对待一般公共课基础课程的改革措施就是消减学时[6]。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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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消减学时作为教学改革，医学背景为主的教育管理者们应该科学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1）高等教育中必修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划分目的是什么？如果如《医学物理学》等

必修公共基础课，无法达到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保留该课程的必要性质就是一个伪命题[5]。 

（2）如何保证一门学科能够实现其培养学生素养的功能？这个问题依赖于课程的性质，是人

文素养？还是自然科学素养？是重视动手实践的训练？还是重视人际交流的训练？如果该课

程的必修性质科学地保留，需要多少课时进行数量和质量的积累才能实现？这个问题必须面

对[6]。 

（3）公共基础课程功能实现的检验方式，是以完成了所修学分为标准，还是应该长远地考察

学生后续学习专业知识中的理解应用等？作为医学临床专业的学生，在一年级如何理解高血

压症状的产生，通过怎样的思考方式，质疑各类教材中给出的人体血液在动静脉中的流速。

甚至，如何理解近视眼、远视眼的矫正原理？近代物理中何为 MRI、X射线影像和核医学的危

害等[3]。 

因此，一门公共基础课程开设的必要性，不能简单理解成其存在性，而不去科学地研究怎样

实现这门课程应该具有的功能性，本质上是错误理解了高校转型政策。 

5. 激进改革下《医学物理学》课程开设的不必要性 

在激进转型政策解读观点下，只要和医学专业技能不相关的，且没有政治政策性要求的基础

课，都应该从必修课程剔除，即《医学物理学》课程开设的不必要性成立。常见的做法就是

将类似于《医学物理学》、《医用高等数学》等课程的必修课性质改为非必修课。这种改革看

似有以下几个好处，首先，可以减轻医学院学生学习负担。其次，加强学生自主性学习能力，

将自然科学类课程列入自主性学习，有利于增强学生通过计算机网络自主学习[7]，有利于开

展新形式教学改革。再次，将自然科学类课程例如选修或者网络自主性学习，可以尽可能地

节约公共课教师成本，有利于学校财政。如果《医学物理学》自然科学课程开设的必要性不

成立，笔者认为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医学是否只定位为经验学科？对于复杂疾病的确诊，治疗都需要大量医生进行会诊，表

明医学并不只是一个经验学科，那么这类会诊的推理能力，物理学和数学能否起到了一定作

用，是值得思考的[8]。 

（2）医学疾病的治疗、诊断及检测是否需要交叉学科支持?物理学是否能够提供某些支持？

如果医学不需要交叉学科支持，那么医学怎么会有今天的成就？这个问题理不顺，激进删除

《医学物理学》等课程完全不成立。 

（3）地方医学院校培养的学生进一步深造后，学生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欠缺怎样弥补？地方

医学院的定位是服务于当地经济，但是以现在的招生规模以及各级地市级医院对学历的要求，

地方医学院校的学生考研率会越来越高，如何面对在没有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的科研

学习生活，值得思考。 

（4）教育部是否该修订公共基础课于医学院校？修订基础课程的必修性质，不是一所学校而

是一大批学校。以培养技能型学生为理由，将这类课程直接删除，对职业学校也许行得通，

对层次稍微高一点的高等教育是否适用，值得思考[9，10]。 

一门课程开设的不必要性，并不是简单地从学生学习时间，学校教师成本等问题孤立思考的。

因此，在笔者看来，在高校转型政策下做出《医学物理学》课程开设不必要的结论，是完全

不科学的。 

6. 结论 

本文站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即在我国“十二五”收关年和“十三五”开端年，以教育部

发布支持高校转型技能型、实用型政策一年多时间，在大量地方高校踊跃响应该政策的前提

下。以地方医学院校开设《医学物理学》类公共基础课程的必要性为切入点，将可能存在的

854



两种改革观点呈现于读者。在高校转型政策中，公共基础课程的改革往往不受重视，存在本

文所述的两种现象。综合而言，高等教育中任何一科公共基础课程开设的“必要性”，不能是

只是将其进行名义上的保留，即温和地使其具有“存在性”，而更不能是激进地以“有用性”

直接将其定义为“不必要性”。只有重视了一门课程的“科学性”才能真正理解教育部制定的

高校转型政策。最后，谨以此文呼吁在即将到来的高校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地方高校中专业

特色鲜明的医学院校，对待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开设的必要性问题改革，必须坚持科学调研，

科学论证，才能真正科学地制定利校利生，利国利民地改革政策，也才从本质上符合了高等

教育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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