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医学专业课程思政教案统计表 

序号 专业名称 

教案数量（份） 备注 

理论课 
实验/

实践课 
合计  

1 体育 34 4 38  

2 英语 50 50 100  

3 信息技术基础 27 13 40  

4 医用化学基础 16 13 29  

5 医学心理学 17 15 32 含心理健康教育 

6 创新创业教育 10 8 18  

7 遗传与优生 9 9 18  

8 生物化学 27 23 50  

9 病原生物学及免疫学基础 27 24 51  

10 病理学 36 29 65 含病生 

11 人体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学 64 42 106  

12 生理学 32 28 60  

13 药理学 36 32 68  

14 常用诊断技术 45 30 75  

15 内科学 63 50 113 含神经精神病学 

16 外科学 63 43 106 含皮肤病学 

17 妇产科学 35 26 61  

18 儿科学 35 28 63  

总计 626 467 1093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课程思政案例库统计表 

序号 案例库名称 案例数量（个） 

1 《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案例库 96 

2 《生理学》案例库 44 

3 《病理学》案例库 37 

4 《药理学》案例库 35 

5 《生物化学》案例库 34 

6 《微生物及免疫学》案例库 45 

7 《医学遗传学》案例库 26 

8 《外科护理》案例库 42 

9 《内科护理》案例库 37 

10 《健康评估》案例库 52 

11 《外科学》案例库 46 

12 《内科学》案例库 41 

13 《儿科学》案例库 55 

14 《诊断学》案例库 40 

15 《中医外科学》案例库 42 

16 《有机化学》案例库 45 

17 《康复治疗技术》案例库 60 

18 《护理心理学》案例库 43 

19 《信息技术》案例库 55 

20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案例库 30 

合计 905 

 



《药理学》课程思政案例库案例统计表 

相关案例 课程知识点 

案例 1: 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研制青蒿素 药理学发展史 

案例 2:《新修本草》的由来 中药学发展史 

案例 3: 一生只做一件事—“糖丸爷爷”顾方舟 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 
案例 4: “反应停”事件 沙立度胺的致畸作用 
案例 5: 混吃感冒药的后果 药物剂量对药物作用的影响 
案例 6: 头孢类药物与饮酒 头孢菌素的不良反应 
案例 7: 神经递质的发现 传出神经系统递质药物 
案例 8: 100余支阿托品拯救一个年轻生命 胆碱受体激动药和胆碱酯酶抑制药 
案例 9: 摇头丸 麻黄碱的不良反应 
案例 10: 普萘洛尔被发现的故事 β受体阻断药 
案例 11: 从可卡因到普鲁卡因 局麻药的种类 
案例 12: 黑市上的“迷魂药” 苯二氮卓类药物作用、不良反应 
案例 13: 29岁癫痫患者的突然死亡案例 抗癫痫药的应用原则 
案例 14: 精神分裂症患者英国画家路易斯·韦恩 精神分裂症药物 
案例 15: 罂粟与吗啡 吗啡的来源 
案例 16: 国际禁毒日 吗啡的不良反应 
案例 17: 体育精神与兴奋剂 氢氯噻嗪的作用 
案例 18: 高国强因高血压病不幸殉职 抗高血压药的合理应用 
案例 19: 心衰药物治疗观念的改变 抗充血性心力衰竭药 
案例 20: 郭明义献血事迹 抗凝血药 
案例 21: 钟南山牵头研制玉屏风颗粒 平喘药 

案例 22: 公筷“夹”出餐桌新文明 抗幽门螺杆菌药 

案例 23: 缩宫素—产科双刃剑 缩宫素的不良反应及用药注意事项 

案例 24: 315曝光:激素宝宝霜 糖皮质激素的不良反应 

案例 25: 某大学为一位新生添置冰箱 胰岛素的保存要求 

案例 26: 我国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胰岛素的组成 

案例 27: 碘真的能防辐射吗 碘及碘化物的作用 

案例 28: 超级细菌的产生 细菌的耐药性 

案例 29: 青霉素的发现之旅 青霉素 

案例 30: 被污染了的克林霉素 克林霉素 

案例 31: 谁捂住了孩子的耳朵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案例 32: “百浪多息”的研发 磺胺类药 

案例 33: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抗结核病药 

案例 34: 实验动物的贡献 药代学动物实验 

案例 35: 长春“长生疫苗”事件 药物一般知识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案 

系（部）：基础医学部         教研室： 生物         教师姓名：            No.4 

课程名称 遗传与优生 授课时数 2 

授课班级 临床医学 19-1～11 班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和性连锁遗传病的概念、系谱特点；了解连锁

与互换定律的内容和细胞学基础。 

技能目标：能够利用婚配图解进行常见遗传病的遗传学分析。 

素养目标：能进行近亲婚配危害的宣教。 

教学内容 

二、单基因遗传病 

（二）常染色体遗传病 

2.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3.性连锁遗传病 

教学重点 X连锁遗传病基因型的书写；利用婚配图解进行遗传学分析。 

教学难点 利用婚配图解进行遗传学分析。 

主要授课方式 启发、讨论、举例 

教学过程 

课前： 

推送本次课的学习要求、重点词汇、思维导图，完成课前测试，体会常染色体

遗传病和 X连锁遗传病基因型书写的区别。 

课中： 

新课导入 （5min） 

公布课前测试结果，由上次课中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的内容，导入新课，介绍

本次课的主要教学内容，强调教学重点。 

新课讲授： 

一、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一）遗传学分析（5min） 

与 AD 对比进行介绍。从课前线上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大部分同学可以区分这

两类遗传病的基因型书写方式，学生代表讲解 AD、AR 概念以及基因型书写方面的

区别。学生进行讲解，不仅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锻炼语言表达能力，还可以利用

榜样效应激励其他同学学习的热情。 

教师点评，并利用表格总结 AD、AR在概念，强调基因型书写上的区别。 

（二）案例分析（15min） 

以白化病和苯丙酮尿症为例，围绕疾病的临床表现、发病机制、诊断方法、遗

传咨询、治疗和预防等方面展开 AR 的讲解。播放 PKU 患儿家庭的日常生活视频。

终身坚持严格的特殊饮食治疗，是控制 PKU病情的唯一方法。每一天、每一餐的食

物母亲都严格计算额称量，昂贵的特殊食物，让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但是在

母亲的坚持之下，  



教学过程 

孩子的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让学生懂得敬畏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且只有一次；

敬佑患者，正确的诊疗不负患者所托；感恩亲情，感恩母爱的伟大。 

二、性连锁遗传病（15min） 

根据课前测试结果，此部分习题的正确率较低。教师首先介绍 X 连锁遗传病和

常染色体遗传病的区别，让学生体会，除了基因的不同之外，还有有性别的体现，

因此 X 连锁遗传病的基因型书写要稍复杂。利用表格对比 X 连锁显性遗传（XD）

病和 X 连锁隐性遗传（XR）病的区别，随堂练习，实时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 

（一）遗传学分析（20min） 

在正确书写基因型的基础上，利用婚配图解进行遗传学分析，其中注意题干中

疾病的类型，是 AR、XD 还是 XR？是患者是正常者，还是携带者？根据题干信息写

出双亲基因型，结合配子发生过程，写出配子类型，随后推断出子代基因型、表现

型及其比例。过程中注意格式的规范。随堂练习，选学生讲解遗传学分析过程，其

他学生挑错，培养学生严谨的思维模式及书写习惯。 

（二）案例分析（15min） 

以抗维生素 D 佝偻病、假肥大型肌营养不良为例，围绕疾病的临床表现、发病

机制、诊断方法、遗传咨询、治疗和预防等方面展开 XD、XR 的讲解。并进行案

例分析，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小组代表进行分析，教师点评总结。结合临

床实际，拓展学生临床思维。在 XR 特征疾病红绿色盲的教学过程中，引入画家梵

高的案例（据记载梵高画作中的独特用色方式正是由于色觉上的异常而导致），以

此来鼓励学生要珍爱生命，自信生活，树立积极向上的生命价值观。 

（三）有关单基因遗传的几点说明（10min） 

在实际生活中，部分单基因遗传性状或疾病不符合以上任何单基因遗传的规

律，主要包括从性遗传、限性遗传、X 染色体失活等。告诫学生要对可能出现的不

同情况做的心中有数，随机应变，培养学生正确处理问题的人生态度。 

课堂小结：（5min） 

1.AR：患者基因型-aa，表型正常人基因型-AA、Aa；特征疾病有眼皮肤白化病、

苯丙酮尿症。 

2.XD：患者基因型-X
A
X
A
，X

A
X
a
，X

A
Y，表型正常人基因型-X

a
X
a
，X

a
Y；特征疾病有

抗维生素 D佝偻病。 

3.XR：患者基因型-X
a
X
a
，X

a
Y，表型正常人基因型-X

A
X
A
，X

A
X
a
，X

A
Y；特征疾病有

假肥大型肌营养不良。 

4.有关单基因遗传的几点说明：从性遗传、限性遗传、X染色体失活。 

课后： 

完成线上 AR、XD、XR 部分的测试题；预习多基因遗传病的内容。选做：试分

析为什么 X连锁显性遗传病中的女性纯合子患者比较少见？ 

课后小结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案 
系（部）：基础医学部           教研室： 生理           教师姓名：           No.7 

课程名称 生理学 授课时数 2 

授课班级 临床医学 19-1～11 班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红细胞的生理功能及生成；熟悉白细胞的分类及各自的生理功能、

血小板的生理特性及功能、血液凝固三大步骤。  
技能目标：能运用红细胞的知识分析临床上常见贫血发病机制；能运用血液凝固

的知识分析临床常用抗凝和促凝措施。 
素质目标：培养健康安全意识和初步临床逻辑思维。 

教学内容 
三、血液 
（三）血细胞 
（四）血液凝固和纤维蛋白溶解 

教学重点 三种血细胞的生理功能；血液凝固的三个阶段。 

教学难点 红细胞的渗透脆性。 

主要授课方式 启发、讨论、举例 

教学过程 

课前： 
根据上次课内容血浆渗透压部分学生的课后线上测试结果不太理想，及本次

课内容的需要，督导学生观看视频血浆渗透压掌握低渗溶液、高渗溶液对红细胞

形态的影响。 
课中： 
新课导入（5min） 
课后线上测试反应部分学生对上次课内容中的血浆晶体渗透压对红细胞形态

的影响不太清晰，而此部分内容与本次课红细胞渗透脆性密切相连，针对此问题，

进行讲解。 
   新课讲授 

一、血细胞 
（一）红细胞 （35min） 
1.红细胞的形态、数量和生理功能 
讲解红细胞的主要成分 Hb 可以与 O2、CO2 结合实现运输功能。但是 Hb 与

CO 结合能力超过与 O2 的结合，导致机体缺氧。联系煤气中毒，培养学生的健康

安全意识和宣教能力，并使重点内容红细胞的生理功能得以解决。 
2.红细胞的生理特性 
正常的红细胞能相对稳定地悬浮于血浆中，即红细胞的悬浮稳定性。临床上

用红细胞沉降率即血沉反应红细胞的悬浮稳定性。一旦血浆成分改变，可促使红

细胞之间发生叠连，引起血沉加快。强调血沉加快生理、病理情况下均可出现，

临床必须全面分析，才能对疾病作出正确的诊断，培养学生临床的辩证思维意识。

结合渗透压、低渗溶液的概念和血浆晶体渗透压的生理作用，讲解不同浓度低渗

溶液对红细胞形态的影响，引申出红细胞的渗透脆性。通过结合实验现象，使本

次课难点内容渗透脆性得以解决。 
3.红细胞的生成与调节 
讲解人出生后，红细胞生成部位主要在红骨髓，红骨髓造血功能的正常是红 



教学过程 

细胞生成的前提。通过再生障碍性贫血案例培养学生健康安全意识和宣教能力。

红细胞的成熟因子叶酸、维生素 B12 和内因子，通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培养学生的

团队合作意识。红细胞生成主要受肾脏合成的促红细胞生成素的调节，通过临床

肾功能不全患者都具有贫血症状，培养学生的健康安全意识和宣教能力。 
（二）白细胞 （15min） 
1.白细胞的数量、分类 
2.白细胞的生理功能 
白细胞的主要功能是防御异物的侵入，参与机体免疫功能。五种白细胞各司

其职，实现机体的防御功能。中性粒细胞处于非特异性感染尤其是急性化脓性细

菌入侵的第一线。当中性粒细胞数量减少时，机体抵抗力明显降低，极易感染。

通过妊娠期和重症伤寒患者的白细胞数量变化特点，强调临床中并不是血液中白

细胞增多、中性粒细胞数增多就一定代表细菌感染；细菌感染，也不一定表现为

中性粒细胞数增多。培养学生的临床辩证思维能力。通过临床上呼吸道感染患者

血象检查中淋巴细胞比例上升的案例，说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往往

是由于病毒感染导致，因此服用抗生素是无效的。从而使学生产生认真学习医学

知识的动力和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鼓励学生向身边人宣传抗生素滥用的危害，

培养其义务健康宣教意识。通过联系临床和日常生活使重点内容白细胞的生理功

能得以解决。 
（三）血小板（10min） 
1.血小板的数量 
2.血小板的生理功能 
讲解血小板可以维持血管内皮的完整性，参与生理性止血，促进凝血。当循

环血液中血小板数值过低时，可产生出血倾向。但血小板数量过高时，可导致血

栓的形成，培养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凡事要保持适度原则。通过详细讲解生理性

止血过程使重点内容血小板的生理功能得以解决。 
二、血液凝固和纤维蛋白溶解  (15min) 
展示血液凝固过程的图片，指出血液凝固的三个环节：凝血酶原激活物的形

成、凝血酶的形成和纤维蛋白的生成，讲解血液凝固过程是一系列凝血因子相继

激活的过程，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血液凝固的终止。引导学生说出凝血过

程的影响因素，引申出临床上常用的抗凝、促凝措施。使学生认识到医学基础知

识在后续的专业课程和临床工作中的重要性。通过结合图片讲解使血液凝固重点

内容得以解决。 
课堂小结（5min） 

1.红细胞的主要功能是运输 O2 和 CO2；五种白细胞各司其职，实现机体的防

御功能；血小板可以维持血管内皮的完整性，参与生理性止血，促进凝血。 
2.血液凝固分为三个环节。 

课后： 
1.要求学生完成线上关于血细胞、血液凝固的测试题； 
2.构建血细胞和血液凝固的思维导图； 
3.预习下次课的内容：血量、血型。 

课后小结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案 
系（部）：基础医学部          教研室：生化    教师姓名：       No.1 

课程名称 生物化学 授课时数 2 

授课班级 临床医学 19-1～11 班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生物化学的概念，蛋白质的基本元素组成及特点，氨基酸结构特点；

熟悉生物化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氨基酸的分类、肽键与肽；了解生物化

学的发展史及其与医学的关系。 

技能目标：能应用生物体分子组成解读饮食中的必需营养素；能利用蛋白质的元素

组成特点计算蛋白质含量。 

素质目标：具有爱国主义情感、为祖国医学事业而奋斗的精神；培养身体、心理、

社会相互和谐的健康理念；具有诚实守信、遵纪守规的道德意识。 

教学内容 

一、绪论 

二、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 

（一）蛋白质的分子组成 

教学重点 
生物化学的概念和主要研究内容；蛋白质的元素组成及特点；氨基酸的结构特点和

分类。 

教学难点 氨基酸的结构特点；肽键。 

主要授课方式 启发、举例、讨论。 

教学过程 

课中： 
新课导入：（5min） 

从生物化学发展简史明确生物化学不是生物和化学的简单合并，而是一门研究

生命科学的独立的学科，是医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临床助理医师和执业医师考

试科目之一，也是临床专业专接本考试的专业课程。对于文科生来说，不要被课程

的名字吓倒，只要努力学，相信大家一定能学好，给学生尤其是文科生树立学习的

信心。 

新课讲授： 

一、绪论 

（一）生物化学的概念（8min） 

概念：生物化学是一门研究生物体的化学组成以及生命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化学

变化规律的科学。 

结合日常生活中的生化常识解析概念，明晰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特点与

目标。突出研究内容：一是化学组成，人体有哪些化学成分组成？以问题形式让同

学们讨论，引出后面要介绍的内容：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核酸的结构和功能；二

是化学变化，也就是人体内发生的化学反应，即代谢。 

讨论：馒头从口腔进入体内的变化过程？  

 



教学过程 

（二）生物化学的发展史（10min） 

1.静态生化：确定生物体的化学组成、结构及理化性质。 

2.动态生化：确定生物体主要物质的基本代谢途径及其与能量代谢的关系。 

3.分子生物学：生物大分子核酸与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及其相互作用。 

结合发展史，展现生物化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结合发展史，突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物化学发展迅速：1965 年我国科学

家首次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1981 年又成功合成了酵母丙氨酰

-tRNA；1999 年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等等，以此培养学生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

族自豪感。 

（三）生物化学的研究内容（12min） 

通过框架图展示，使学生明确生物化学这门课程的具体学习内容。解读生化术

语生物大分子、合成代谢、分解代谢、能量代谢、中心法则等，举例讨论各部分内

容与临床疾病及日常生活的关系，以帮助学生理解研究内容及生化的重要应用。 

 

 

 

 

 

 

 

 

 

 

 

 

 

 

 

（四）生物化学与医学的关系（10min） 

1.生物化学有助于在分子水平认识生命的本质，阐述疾病的发病机制。举例：

通过测定血、尿等生物样品中蛋白质、葡萄糖、酶、胆红素等生化指标为临床诊断

疾病、评价治疗效果和分析预后提供重要的依据；通过测定 ALT 反映肝功能。 

2.生物化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还为阐述药物的药理作用提供依据。举例：他汀

类药物就是通过抑制 HMG-CoA 还原酶（胆固醇合成的限速酶）的活性降低胆固醇

水平来防治动脉粥样硬化。 

通过举例让同学认识到学医要从认识疾病开始，而认知疾病、治疗疾病需要大

量的生化知识和技术，学好生化必将为今后的发展、实现心中的职业梦想奠定良好

的基础，要树立一个信念：我能学好生化，将来一定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1.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 
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 

核酸的结构和功能 

2.物质代谢及调节 

生物氧化 

糖代谢 

脂类代谢 

氨基酸的代谢 

3.遗传信息的传递与表达 

DNA 的生物合成 

RNA 的生物合成 

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4.组织器官生化 肝的生物化学 



教学过程 

二、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 

（一）蛋白质的分子组成（40min） 

1.元素组成 

图示明确元素构成：C、H、O、N、S，明确特点及应用，练习凯氏定氮法测

定牛奶中蛋白质含量。 

案例讨论：凯氏定氮法测定蛋白质含量与三鹿奶粉事件。 

通过实际案例，了解生化基础理论知识的重要应用，更让学生意识到良好的思

想品质、职业道德更为重要，培养学生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的法律道德意识。 

2.基本组成单位——氨基酸 

（1）氨基酸的结构特点：L 型、α-型氨基酸，通过自制模型演示有助于学生

理解。 

 

 

 

 

 

 

（2）氨基酸的分类：根据侧链不同将氨基酸分成四类。结合图片重点指出酸

性氨基酸侧链中含有酸性基团羧基，碱性氨基酸侧链中含有碱性基团氨基、胍基或

咪唑基。 

（3）氨基酸之间的连接方式：肽键。通过氨基酸与氨基酸之间酸性基团和碱

性基团之间脱水，分步骤显示氨基酸之间如何连接，进而引出二肽、三肽、四肽和

多肽。层层递进的方式引导学生从氨基酸到蛋白质的认识。 

课堂小结 （5min） 

1.蛋白质的基本元素组成、特点及实际应用。 

2.氨基酸的结构特点、分类与连接方式。 

课后： 
职教云课堂活动： 

1.扩展阅读：当代中国科学家对生物化学发展的贡献。 

2.完成头脑风暴及课堂测试。 

 

课后小结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案 
系(部)：基础医学部           教研室：药理            教师姓名：          No. 14 

课程名称 药理学  授课时数 2 

授课班级 临床医学 19-1～11 班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吗啡、哌替啶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熟悉其他镇痛

药的作用特点；了解纳洛酮的临床应用。 
技能目标：具有根据适应证合理选择镇痛药物，防止和处置不良反应的能力；能

与病人及家属进行沟通，开展用药咨询服务和健康教育，并能正确指

导病人合理用药。 
素质目标：树立严肃认真、谨慎求实的工作作风；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规范的

职业行为及较好的团队合作和人际沟通能力；能认识到毒品的危害，

具有防毒禁毒的宣教意识。 

教学内容 镇痛药 

教学重点 吗啡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哌替啶的特点及临床应用。 

教学难点 吗啡作用机制。 

主要授课方式 启发、举例、讨论 

教学过程 

课前： 

1.提前一周将“镇痛药”ppt、视频等导学内容发布于平台，提醒学生进行

学习。 

2.将学生分组，提出预习时所遇到的问题，通过网络平台沟通解决，随之调

整授课内容。 

3.推出预习问题：为什么诊断不明确的疼痛不能用镇痛药？ 

课中： 

新课导入（5min） 

列举严重疼痛（如肾绞痛、胆绞痛、骨折、癌症晚期疼痛）给人们带来的痛

苦（设计依据及目的：同学们对此有过亲身经历或看到过身边的亲人朋友的痛楚，

产生学习动机），从而承上启下、导入新课。 

新课讲授 

一、阿片生物碱类药（40min） 

1.吗啡来源 

讲授吗啡来源时引入两个思政案例：罂粟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之一，其

未成熟蒴果的干燥浆汁就是“阿片”，即“鸦片”，有重要的药用价值，从中提

取的吗啡是最好的镇痛药；但鸦片也是制造毒品的原料。阿片既是天使也是魔鬼，

取决于其用途。了解吗啡和鸦片的关系及药物作用的两重性，明确吗啡不是“罂

花恶果”，规范合理使用它，可以作为药物用于止痛；但如不规范合理使用，欣

快感使人产生的满足感和飘然欲仙等感觉导致药物依赖性，停药后出现戒断症

状，使人产生强迫性觅药行为，最终成为“瘾君子”；虎门销烟的禁烟行动告诉

我们英国人深知鸦片的危害，却为了资本利益，竭力打开向中国输送毒品鸦片的

渠道，鸦片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林则徐抵制鸦片倾销的禁烟行动

是爱国的行为，是正义之举。 



教学过程 

2.吗啡作用机制 

通过多媒体讲解阿片受体激动药的体内过程，向学生拓展介绍阿片受体的分

型及分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吗啡的作用机制是本章难点，通过多媒体展示

脑啡肽神经元抑制痛觉传导示意动画，展示吗啡的作用部位，从而使学生听得懂，

易接受。 

3.吗啡药理作用与临床应用 

详细讲解阿片受体激动药的药理作用与临床应用，突出吗啡的作用及哌替啶

的临床应用是本章节的重点。与学生进行课堂互动，解释吗啡的主要作用为“三

镇一抑一缩一吐，欣快感”，通过临床实例解析吗啡与阿托品治疗胆绞痛依据，

进一步说明吗啡不可以单独用于治疗胆绞痛，继续与学生进行课堂互动，解释吗

啡为什么能够治疗心源性哮喘而禁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吗啡对各种疼痛都有效

果但又主要用于剧痛的理由。通过临床实例介绍癌症病人三级止痛阶梯治疗方法

及其应用的实际意义。最后让学生通过回顾已学知识，解决新问题，达到知识的

迁移。 

4.吗啡的不良反应 

吗啡的不良反应是重点内容之一，也是指导临床合理用药的依据。学生观看

吗啡的不良反应微课，通过职教云平台发布测试题，根据测试结果，教师进行课

堂分析，重点强调吗啡急性中毒的表现及急救措施，引发学生通过自主、合作、

探究的多种方式加以解决。 

通过对吗啡药物成瘾性的分析，在学生中普及有关药物成瘾的常识，不仅利

于学生对吗啡成瘾知识的记忆，更能以此育人，培养学生良好行为规范和遵纪守

法意识，教育他们不得滥用或乱开镇痛药处方，必须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不给犯

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临床专业的学生将来工作后接触麻醉性镇痛药的可能性较

大，必须自觉遵守《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处方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他们的工作和言行将直接影响人们对药物、毒品的认识和使用。希望学生

能进行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宣传。 

二、人工合成镇痛药（25min） 

通过与吗啡对比讲解哌替啶的作用特点与应用。讨论为什么吗啡不能用于分

娩止痛，而哌替啶可以用于分娩止痛？ 

三、其他类镇痛药（15min） 

在讲解其他的镇痛药时，采用对比分析法，通过列表，与吗啡进行比较，让

学生总结出各种药物的特点。培养学生总结归纳的能力，使其形成科学的学习方

法。 

课堂小结（5min） 

1.常用镇痛药有吗啡、哌替啶、芬太尼、喷他佐辛等，他们均与阿片受体结

合而产生镇痛作用，但各药的作用强度不同，主要用于缓解或消除各种原因所致

的剧痛。 

2.由于吗啡容易成瘾，而且对呼吸的抑制明显，故常以哌替啶代替吗啡使用 

课后： 

完成线上作业包括“镇痛药”练习题，禁毒宣传资料。 

 

课后小结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案 
系(部)：基础医学部         教研室：病理        教师姓名：               No.9 

课程名称 病理学 授课时数 2 

授课班级 临床医学 19-1～11班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理解、记忆栓塞和梗死的概念、分型及对机体的影响。 

技能目标：能分析血液中栓子运行途径；会对相关患者进行血栓栓塞的预防和宣教。 

素质目标：关爱实验动物；对医护职业的认同感；初步建立临床思维。 

教学内容 
六、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四）栓塞 

（五）梗死 

教学重点 栓子运行途径；栓塞常见类型及其对机体的影响；梗死的原因；贫血性梗死和出血

性梗死特点。 

教学难点 出血性梗死发生机制。 

主要授课方式 启发、举例、讨论 

教学过程 

课前： 
教师根据上次课“血栓形成”部分学生的课后线上测试结果和上传作业情况分

析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及存在的共性问题；督导学生线上完成“家兔空气栓塞实验

操作视频”的观看。 

课中： 
新课导入（5min） 

就学生在“血栓形成”部分测试中“血栓形成条件与血栓形成之间的关系”理

解不清晰这一共性问题进行分析和讲解；复习血栓形成条件及过程引出栓塞和梗死

概念及血栓形成、栓塞和梗死三者之间内在的联系，建立学生对三者之间的初步认

知和学习兴趣。 

新课讲授 

一、栓塞  

（一）栓塞的概念及栓子的类型（5min） 

强调栓塞定义中“不溶于血”、“随血流运行”两个关键词和栓子类型中栓子

的“固体、气体、液体”状态之间的关系，帮助学生理解栓子出现后形成栓塞的基

本过程。 

（二）栓子的运行途径（15min） 

观看“人体血液循环模式动图”，复习前期解剖学中动静脉血管管径变化特点

和血流方向两个知识点。师生共同分析栓子如出现在人体静脉系统及右心时会如何

随血流运行并易栓塞在什么部位；之后要求学生自行在动图中找出栓子出现在动脉

系统及左心、栓子出现在门静脉系统两种情况下栓子的运行途径及最终栓塞部位，

教师给予点评，最后与学生共同总结出栓子运行途经的规律—“一般与血流方向一

致”。通过以上活动使学生具备利用所学解剖学和病理学知识自行分析栓子在人体

血液循环中出现后的一般运动规律和栓塞部位的能力。结合图片及“先天性心脏病”

病变讲解栓子的特殊运动途径，结合临床实际，拓展学生临床思维。 

（三）栓塞常见类型及对机体的影响（30min） 

由栓子类型引申出栓塞常见类型。 

1.血栓栓塞 

讲解血栓栓塞基本特点，结合肺动脉栓塞死亡患者尸检案例，为学生充分展示

本病变的三维立体标本、大体图片、显微镜下图片，强化学生理解肺动脉栓塞作为

血栓栓塞最重要的类型发生的原因、病理变化特点及对人体的重要影响。小组内学

生模拟医患交流过程，使学生具备对相关患者进行肺动脉栓塞预防的指导和宣教能

力。 



教学过程 

2.脂肪栓塞 

为学生展示股骨外伤骨折后引起的“肺脂肪栓塞”显微镜下图片，提出以下两

个问题：⑴为何股骨骨折会导致脂肪滴出现并进入静脉血管？⑵脂肪滴为何栓塞在

肺部而非其他器官？要求学生分组讨论后给出分析结果，教师评价指导，除可巩固

脂肪液化过程、动静脉内压力区别、栓子运行途径三个既往知识点外，还可培养学

生主动思考和描述、表达的能力。 

3.气体栓塞 

通过学生课前观看“家兔空气栓塞动物实验操作视频”，结合教师课上进行“虚

拟仿真实验”操作示范使学生直观了解空气栓塞危害、提前熟悉动物实验操作流程

可有效减少后续实验中对动物的非必要损伤，倡导关爱实验动物，培养学生“珍爱

生命”的正确生命价值观。 

4.羊水栓塞 

利用“羊水栓塞机制”动画使羊水栓塞形成过程清晰可见，学生更易理解。结

合本专业同期学习的免疫学“超敏反应”知识点讲解羊水栓塞为何对产妇危害严重，

死亡率极高。加入“羊水栓塞案例”，讲述产妇发生羊水栓塞的真实过程和临床抢

救时的危急和艰难，强调疾病救治的成功离不开医护人员的准确判断、快速反应和

忘我付出，而这一切都源于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崇高的职业精神，从而使学生产生认

真学习医学知识的动力和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 

二、梗死（30min） 

（一）梗死的概念 

（二）梗死的原因和条件（难点） 

讲解梗死常见原因时对比“血栓形成”和“动脉栓塞”二个常见因素之间的区

别，强调在临床中病变原因主次排序并非单纯按发生率的高低，而是主要考虑发病

器官的重要性和病变发生后对机体的影响，贴合临床实际。应用“微循环”模式图

直观展示在动脉供血中断后，缺乏侧枝循环器官（心、脑、脾、肾）易发生梗死；

侧支循环丰富或有双重血供（营养性血管、功能性血管）器官（肠、肺）不易发生

梗死，需有“严重淤血”作为前提条件梗死才可发生。“微循环”模式图的应用除

可帮助学生认知梗死条件这一本课难点，也为后续病理生理学中微循环障碍相关内

容“休克”的学习做好铺垫。 

（三）梗死的常见类型 

1.贫血性梗死（重点） 

2.出血性梗死（重点） 

利用心、脾、肾、脑发生贫血性梗死和肺、肠发生出血性梗死的大体标本图片

对比讲解两种类型梗死在好发器官、病灶形态、颜色、质地等方面在肉眼下的区别；

利用脾贫血性梗死和肺出血性梗死的数码显微切片对比讲解在不同倍数视野下两

种梗死在显微镜下的区别，加深学生对两种病变特点认知的同时，培养学生宏观与

微观紧密结合、相互联系的医学思维。 

3.败血性梗死 

（四）梗死对机体的影响和结局 

课堂小结（5min） 

1.栓子运行途径一般与血液循行方向一致。 

2.栓塞较常见类型有血栓栓塞、脂肪栓塞、气体栓塞和羊水栓塞，其中血栓栓

塞最为常见，且多栓塞在肺。 

3.梗死主要分为贫血性梗死和出血性梗死。 

课后： 
要求学生线上完成栓塞、梗死部分测试题；制作贫血性梗死和出血性梗死特点

对比表上传；阅读下次实验课要求。 

课后小结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案 

系(部)：基础医学部          教研室：微免          教师姓名：         No. 31 

课程名称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 授课时数 2 

授课班级 临床医学 19-1～11 班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带绦虫的生活史、致病性；熟悉带绦虫实验诊断及防治原则。 

技能目标：能正确辨认绦虫成虫和虫卵的形态特征，能对大众人群预防绦虫病进行

健康指导和卫生知识宣教。 

素养目标：培养医学生的职业素养，对患者应有的高度的责任心。 

教学内容 二十三、绦虫 

教学重点 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的生活史和致病性 

教学难点 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的生活史 

主要授课方式 启发、讨论、举例 

教学过程 

课前： 

线上推送有关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的视频，督导学生通过观看视频熟悉链

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的生活史和致病性，完成线上关于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

的相关测试。 

课中： 

新课导入：（5min） 

本次课为医学蠕虫的绦虫内容，通报学生课前关于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的

线上测试情况，强调本部分需要重点掌握的内容：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的生活

史和致病性。 

新课讲授：                        

一、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的形态（15min） 

通过回顾视频讲解，横向总结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的形态以及区别点知识，

链状带绦虫呈长带状，背腹扁平，前端较细，向后渐扁阔。虫体乳白色，略透明，

长为 2～4m，由 700～1000 个节片组成，而头节近似球形，直径为 0.6～1mm，有 4

个吸盘和 1 个可伸缩的顶突，顶突上有 25～50 个小钩，内外排成两圈。牛带绦虫

成虫的外形与猪带绦虫相似，但在虫体大小和结构上两者不同。牛带绦虫成虫长

4～8 m或更长，节片较肥厚不透明，有 1000～2000节。头节略方形，直径约 1.5～

2.0 mm，有 4个吸盘，无顶突及小钩。以及讲解形态与寄生的关系，吸盘及小钩是

固着器官，蛔虫为了抵抗肠蠕动，虫体比较大，固着器官都比较发达。所以临床驱

虫比较困难，要注意驱虫效果。同时要注意牛带绦虫卵与猪带绦虫卵的形态在光镜

下难以区分，两者通称为带绦虫卵。因此要注意准确诊断，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同

时要培养团队协作精神以及对患者应有的爱心、耐心。 

 



教学过程 

二、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的生活史 （20min） 

通过视频以及 PPT重点展示讲解，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的生活史，强调终

宿主、中间宿主、成虫寄生部位、幼虫寄生部位、感染阶段、传播途径、感染方式、

成虫寿命、移行途径、排离方式等，以及将两种虫体的不同进行比较。同时分析生

活史过程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终宿主、中间宿主、成虫寄生部位、幼虫寄生部

位、感染阶段的不同点，了解两种寄生虫对宿主造成损害不同点，掌握链状带绦虫

幼虫寄生人体对人危害更大。 

三、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的致病 （20min） 

通过视频以及 PPT 重点展示，联系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生活史过程以及不

同点，尤其是幼虫能否在人体寄生、致病因素以及所致疾病的不同，线上测试，大

观察部分同学对这部分内容的掌握情况。选取课前测试中成绩优异的同学，结合

PPT，根据老师强调的重点，提问人体感染囊尾蚴病的方式，通过让学生讲解三种

方式，总结猪带绦虫卵体内自身感染危害严重，由于绦虫虫卵存在体内自身感染，

可引起严重的囊虫病，危害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而且不容易预防。所以要及时确

诊，立即驱虫，防止体内自身感染，以免引起严重的囊虫病。 

基于以上，从而所以我们要教育学生热爱自己的专业，有较为明确的职业理想

目标，这除了需要精湛的理论，有职业的敏感性，这些还要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医学生的主要社会责任感体现在，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病人负责，对社会负

责，关爱生命、关爱病人。因此一定不能粗心大意，要细心、稳重，能预测疾病的

发展趋势。可以加深学生对重点内容的掌握，同时使学生产生认真学习医学知识的

动力和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并培养学生临床辩证思维意识和工匠精神以及思考和

语言表达能力。 

四、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的诊断 （10min） 

通过视频展示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的实验诊断方法，让同学们自己总结链

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的实验诊断方法的不同，以及根据临床症状能及时准确的开

出化验单，并且能准确的阅读化验单，进一步强调链状带绦虫感染要及时确诊、立

即驱虫、防止体内自身感染、以免引起严重的囊虫病的重要性。提高学生的职业素

养。 

五、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的流行与防治 （10min） 

通过 PPT分析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的的流行与防治要点，根据生活史特点

分析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的的三个流行环节与防治要点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同

时根据带绦虫感染方式，同学们知道了带绦虫病是食源性寄生虫病，食源性寄生虫

病是指因误食或误饮被寄生虫感染阶段寄生或污染的食物或水源而引起的寄生虫

病。在现代生活中，随着饮食多样化，导致食源性寄生虫病不断增加。所以要教育

学生深刻学习领会，积极开展健康教育，提高群众的卫生意识，是防治食源性肠道

寄生虫病的重要环节，是预防食源性寄生虫病最经济、最有效的对策。重点要抓好

个人卫生，饮食卫生和环境卫生三方面，所以对群众的卫生知识教育非常重要。随

着时代的发展，强化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教育显得愈发重要。在日常的工作中，应

注重从公卫生知识的传播和宣传，加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教育，从根本上提高学生

综合素质，要关爱生命、关爱病人，对病人负责,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 

 



教学过程 

课堂小结：（5min） 

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感染方式均为经口感染。但终宿主、中间宿主、成虫

寄生部位、幼虫寄生部位、感染阶段不完全相同。 

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致病情况成虫、幼虫不同。 

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的流行与防治相似。 

课后： 

1.要求学生完成线上关于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的测试题。 

2.总结本次课的内容：终宿主、中间宿主、成虫寄生部位、幼虫寄生部位、感

染阶段、传播途径、感染方式、成虫寿命、移行途径、排离方式。 

3.预习下次课的内容。 

 

课后小结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案 
系(部)：基础医学部        教研室：解剖          教师姓名：               No.1 

课程名称 人体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学 授课时数 2 

授课班级 临床医学 19-1～11 班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理解人体解剖学和组织胚胎学的概念；熟悉人体的构成与系统的划分。 

技能目标：能准确运用人体解剖学和组织胚胎学的常用术语。 

素质目标：增强职业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尊重生命、敬畏生命。 

教学内容 绪论 

教学重点 人体解剖学的常用术语；人体组成概况。 

教学难点 解剖学姿势；轴；面。 

主要授课方式 启发、举例、讨论、演示 

教学过程 

课中： 
新课导入（5min） 

提出问题“什么是遗体捐献？遗体捐献有什么意义？”通过学生课前预习和线

上学习让学生初步了解人体解剖学的含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职业认同感。 

新课讲授 

一、人体解剖学的定义及分类（5min） 

讲解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的定义，讨论解剖学与组织学的分类，拓展临床

思维。 

二、人体解剖学的地位和作用（5min） 

讲解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在医学课程中的地位以及所起到的作用，使学生

认识到本门学科的重要性，激发学习兴趣。 

引入遗体捐献的案例：医学伉俪（李秉权和胡素秋）双双捐献遗体，时隔 10

余年“重逢”在“讲台”上。通过案例讲述让学生理解遗体捐献是一种伟大的奉献

行为，它可以为挽救其他人的生命提供器官，也可以为医学教育和研究提供标本，

因此应值得大力提倡和支持，遗体捐献让生命更有意义，从而培养学生捐献遗体的

意识，并鼓励学生做好宣教，懂得尊重无声的大体老师，敬畏生命。 

三、学习人体解剖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15min） 

PPT 讲解学习人体解剖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运用实例解析其观点和方法，使

学习有章可循。例如在讲局部与整体相互制约时可举例“班级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既有助于理解，又培养集体荣誉感。 

四、人体解剖学的发展简史（15min） 

讲解人体解剖学西方发展史和我国发展史，培养学生勇于实践、追求真理的科

学精神。举例我国近代解剖学的奠基人王有琪教授，增强医学生的职业荣誉感和文

化自信心。 

 



教学过程 

五、人体解剖学的常用术语（30min） 

运用演示法讲解人体解剖学姿势、方位术语和人体的轴和面的概念，突出重点。 

（一）人体解剖学姿势 

利用三维立体解剖图谱和教师演示讲解人体解剖学姿势，生动形象，便于学生

记忆。然后请一位同学上台做出人体解剖学姿势，其他同学纠正，在实践中达到快

乐学习的目的。 

（二）方位术语 

在理解解剖学姿势的基础上讲解表示方位的术语，并通过云课堂平台进行随堂

检测，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掌握情况。 

（三）轴和面 

利用教鞭演示轴，利用 A4 纸演示面，生动形象，易于理解。再结合高中学的

坐标系，强化学生对轴和面的理解，有效化解难点。 

六、人体器官的组成和系统划分（10min） 

观看“人体的组成”动画，讲解人体的组成以及系统的划分，并与学习解剖学

的观点和方法相呼应。 

课堂小结（5min） 

1.标准解剖学姿势为身体直立，两眼平视，上肢下垂于躯干两侧，手掌向前，

下肢并拢，足尖向前，这样的姿势称解剖学姿势。 

2.方位包括上和下、前和后、内侧和外侧、内和外、浅和深、近侧和远侧。 

3.三条轴为矢状轴、冠状轴、垂直轴，三个面为矢状面、冠状面和水平面。 

课后： 
要求学生线上完成绪论的单元测试；描述人体解剖学的方位术语，录制视频上

传平台；完成下次课预习内容。 

课后小结 

 

 

 

 
 
 
 
 
 
 



《遗传与优生》生命价值观教育案例 

知 识 点 遗传病的饮食治疗 

案例名称 案例 17 PKU 患儿需要严格控制苯丙氨酸的摄入 

案例内容 

 

一位母亲的两个儿子都是 PKU 患儿，但是命运确实截然相反的，哥哥

由于没有及时筛查和治疗渐渐沦为智残，在弟弟出生的第二年便离世了，但

是新生儿筛查使得弟弟拥有新的生命轨迹，终身坚持严格的特殊饮食治疗，

是控制 PKU 病情的唯一方法。PKU 患者由于体内缺乏苯丙氨酸羟化酶，因

此无法分解摄入的苯丙氨酸。所以饮食中要注意低苯丙氨酸饮食，每一天、

每一餐的食物母亲都严格计算额称量，昂贵的特殊食物，让家庭背上沉重的

经济负担。但是在母亲的坚持之下，孩子的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 

思政要素 
通过本案例让学生懂得敬畏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且只有一次；敬

佑患者，正确的诊疗不负患者所托；感恩亲情，感恩母爱的伟大。 

 

 

 



《生理学》生命价值观教育案例 

知 识 点 红细胞的生理功能 

案例名称 案例 5：密闭空间吃炭火锅一氧化碳中毒 

案例内容 

 

2019 年 8 月 15 号凌晨，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了 9 名一氧化碳急性

中毒患者，三人昏迷，其中一人重度昏迷达一小时。据当事人孙先生介绍，

当时两家人在淮安前进西路附近一家炭火锅店包厢里就餐，吃完饭以后，每

个人都感到头昏脑胀，刚出门就有人晕倒了。经过神经内科专家仔细检查，

参加聚餐的 9 人全部属于一氧化碳中毒。专家小组紧急会商后，决定使用高

压氧舱对患者给予了高压氧治疗。 

经过急救，目前 9 名患者生命体征基本稳定，但仍需要进一步观察治疗。

专家表示，在密闭的空间里，空气流通不畅，氧气不足，另外随着木炭的燃

烧，散发出的一氧化碳浓度逐渐升高，最终导致了就餐的 9 人均一氧化碳中

毒，其中处于下风口的 3 人症状严重。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增军提醒大家，红细胞当中

的血红蛋白有运输氧气的功能，但一氧化碳与红细胞的结合能力要远远强于

氧气。在密闭空间内吃炭火锅，可因不完全燃烧产生高浓度的一氧化碳导致

中毒。 

思政要素 
通过此案例教育学生珍爱生命，增强学生的健康安全意识和义务健康安

全宣传的意识。 

 

 

 



《生物化学》生命价值观教育案例 

知 识 点 蛋白质的化学组成 

案例名称 案例 3：2008 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 

案例内容 

 

2008 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是中国的一起食品安全事故。事故起因是

很多食用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随后在其奶粉中被

发现含有三聚氰胺。根据公布数字，截至 2008 年 9 月 21 日，因使用婴幼儿

奶粉而接受门诊治疗咨询且已康复的婴幼儿累计 39965 人，正在住院的有

12892 人，此前已治愈出院 1579 人，死亡 4 人。 

奶制品质量标准的重要指标即蛋白质含量，而凯氏定氮法是测定蛋白质

含量的国际规定方法。凯氏定氮法的基本原理即基于蛋白质元素组成的特

点，氮元素是蛋白质的特征元素，且含量恒定，平均为 16%，因此通过测

定生物样品中的氮元素即可推算出蛋白质含量。 

三聚氰胺本是一种化工原料，含氮量为 66.7%，添加在奶制品中，可以

提高检测时奶制品中蛋白质检测数值。而后果一方面奶制品中真正蛋白质含

量偏低，婴幼儿长期饮用导致严重营养不良，另一方面，三聚氰胺对人体的

生殖系统、泌尿系统等都有一定的危害，甚至导致肾衰竭、癌症的发生。 

思政要素 

让学生在了解凯氏定氮法测定蛋白质含量原理的同时，认识到每个人都

必须具有良好的法律道德意识，不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危害社会，否则

最终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作为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就

更需要具有“医者仁心”的职业道德，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首位，不要被不合法、不合规、不道德的物质利益所吸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9%B4%E5%84%BF/97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2%BE%E7%BB%93%E7%9F%B3/2575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9%B4%E5%B9%BC%E5%84%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9%B4%E5%B9%BC%E5%84%BF


《药理学》生命价值观教育案例 

知 识 点 吗啡 

案例名称 案例 15: 罂粟与吗啡 

案例内容 

 

罂粟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之一，其未成熟蒴果的干燥浆汁就是“阿

片”，即“鸦片”，有重要的药用价值，从中提取的吗啡是最好的镇痛药；

但鸦片也是制造毒品的原料。阿片既是天使也是魔鬼，取决于其用途。了解

吗啡和鸦片的关系及药物作用的两重性，明确吗啡不是“罂花恶果”，规范

合理使用它，可以作为药物用于止痛；但如不规范合理使用，欣快感使人产

生的满足感和飘然欲仙等感觉导致药物依赖性，停药后出现戒断症状，使人

产生强迫性觅药行为，最终成为“瘾君子”。  

罂粟是国家明令禁止种植的毒品原植物，不管非法种植的数量多少和目

的如何都不允许，一律应予强制铲除。对此，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一条

有明确规定：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植物的，一律强制铲除；同时规定：种

植罂粟数量五百株以上的或者抗拒铲除的、或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的，

构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应受刑事惩罚。对于种植数量较少尚不构成犯

罪的，则给予治安行政处罚，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一条中规定：非

法种植罂粟不满五百株的，处以十五日以下的行政拘留，并可给予三千元以

下的罚款。 

思政要素 
通过此案例普及有关药物成瘾的常识，培养学生良好行为规范和遵纪守

法意识，并能进行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宣传。 

 

 

 



《病理学》生命价值观教育案例 

知识点 羊水栓塞 

案例名称 案例 9：羊水栓塞 

案例内容 

赵女士在成功怀上二胎后，拿到了这样的产检结果：“完全性前置胎

盘伴出血、胎盘植入、瘢痕子宫……”，她隐约知道这一胎可能不容易。

果然，怀孕 34周时，她突然出血。随后，她立即赶往医院就诊。 

5月 16日，赵女士不间断地出血，产科医生决定提前为她行剖宫产。

当天上午 8 时 45 分，手术开始。开腹、取出胎儿、分离植入的胎盘、缝

合，整个过程十分顺利。11时 15分，就在医生准备缝合腹部伤口时，凶

险突然到来，管理生命体征监测的麻醉医生紧急汇报：“不好，产妇出现

室颤！”。当时，赵女士的心跳高达 190次/分，随即出现了心跳骤停。 

“是羊水栓塞。”主刀的产科医师与麻醉科医生迅速判断，并立即展

开救治。与此同时，协调的支援的重症医学科、输血科、心血管内科、心

血管外科等科室迅速加入抢救行动。 

“心跳有了，血压有了！”抢救了近 12分钟，赵女士的心跳在 11时

35分恢复。产科医生稍稍松一口气，继续进行腹部缝合手术。 

12时 10 分，赵女士再次心跳骤停，“死神”就在身边徘徊。这时，

其他手术间的医护人员也都赶来帮忙抢救，轮番上台进行胸外按压。身高

仅 158cm 的赵女士，体重近 85 公斤，肥胖导致其皮下脂肪层厚，胸外按

压十分吃力，汗水浸透了医护人员的衣服。在大家全力为她按压时，麻醉

科医护团队用碎冰将赵女士的头部紧紧包围，进行低温脑保护。 

然而，对于第二次心跳骤停，胸外按压效果不佳。“建议马上开胸进

行胸内按压。”得到家属同意后，12时 45分，将赵女士的胸腔打开，实

施胸内心脏按压，4分钟后她再一次恢复了心跳。心跳恢复后，赵女士的

情况依然不乐观。此时，重症医学科团队立即为其启动了体外人工膜肺氧

合技术（ECMO），替代了她的心肺功能，为后续救治争取时间。 

羊水栓塞另一个特点是凝血功能障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出血”。

为减少出血，救治团队立即为其实施了子宫切除手术。直至晚上 9时许，

20多名医护人员经过 12个小时的“生死博弈”，才把赵女士的生命“抢”

了回来。 

思政要素 

通过上述案例教育学生医务工作者既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服

务意识、团队合作意识等，又要珍爱生命，勇于担当；要有精湛高超的专

业技术技能，练好基本功，勤奋钻研、勇于攻坚克难的精神；要加强学生

医患沟通意识，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生命价值观教育案例 

知 识 点 绦虫 

案例名称 案例 43：猪带绦虫病引起囊虫病 

案例内容 

 

患者，女，43岁。因半年来左眼视力下降并感头痛，走路不稳，时有

踩空感而就诊。颅脑 MRI检查发现脑内多发高密度大小不等病变，可疑脑转

移瘤而收入本院。入院后检查左眼视网膜下可见活动的囊虫头节，囊虫酶联

免疫吸附试验阳性。询问其病史，其一年来时常腹疼，大便中常排出白色节

片，遂粪便检查，发现带绦虫卵。 

由于绦虫虫卵可感染人体引起囊虫病，尤其是存在体内自身感染，可

引起自身严重的囊虫病，危害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而且不容易预防。所以

要及时确诊，立即驱虫，防止体内自身感染，以免引起严重的囊虫病。 

思政要素 

通过此案例教育学生，要教育学生热爱自己的专业，有较为明确的职业

目标，有职业的敏感性，不能粗心大意，要细心，要能预测疾病的发展趋势。

这除了需要精湛的理论,还要靠职业责任感，要关爱生命、关爱病人，对病

人负责。 

 

 

 



《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生命价值观教育案例 

知 识 点 遗体捐献 

案例名称 案例 5:医学伉俪双双捐献遗体 

案例内容 

 

遗体捐献——让生命更有意义 

致敬！医学伉俪双双捐献遗体，时隔 10余年“重逢”在“讲台”上。 

李秉权和胡素秋，都是云南著名的医学教授，两老把一生都投入到他们

热爱的医学事业中。 

李秉权是云南神经外科奠基人。他说：“我做了一辈子的医生，死了以

后也要拿这身‘臭皮囊’为医学做一些贡献，学生在我身上练熟后，病人就

可以少受些痛苦。我患过脑腔梗、高血压、血管硬化，可以做病理解剖；解

剖切完用完之后，再做成一副骨架，供教学使用。”胡素秋是云南妇产科专

家，开创了多项省内新手术，编写中国第一部《妇女更年期卫生》及多种培

训教材讲义和讲稿，培养众多年轻医师。 

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种开始。2005 年 3 月，李秉权教授在昆明逝世。

按照其生前遗嘱，他的遗体被捐献给昆明医科大学。其中骨架被制作成医学

标本，陈列在学校生命科学馆内，供教学使用。10年后的 2015年冬，李秉

权的妻子、胡素秋教授追随丈夫而去，也将遗体捐献给昆明医科大学。她在

遗嘱中称：“眼角膜、进口晶体、皮、肝、肾等供给需要的病人，最后再送

解剖。”9 月 25 日，两位老人的骨骼标本“会面”，被一起安置在昆明医

科大学生命科学馆入口处的屏风前。 时隔多年，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

逢”在母校。 

 

思政要素 
通过讲解医学伉俪双双捐献遗体 时隔 10余年“重逢”在“讲台”上的

案例，培养学生的大爱和奉献精神，懂得尊重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