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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慕课建设现状分析与思考*
张彩霞 龙泳伶 史亚飞 徐大量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州 510405）
摘要：慕课建设已成为撬动我国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方式与手段，体现了知识传授的重新集成，信息传
播的方式转变，以及师生互动的教学本质。从开课数量、参与平台两个方面，总结中医药院校开展相关慕课
建设的总体情况，分析中医药慕课建设存在的不足，提出科学规划慕课建设是根本、扎实推进慕课建设是基

础、加强校际合作是未来的 3 个重要举措。遵循慕课建设规律、发挥自身特色优势，从教育理念、教改举措、
师资培训、学分制改革等各个方面探索慕课课程建设的基本模式，逐步建设具有一定规模、体现中医药特点
和优势的慕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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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即“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
（massive open

最早参与到幕课及平台建设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中

开启互联网时代教育的全新模式。2015 年教育部

台上线。2015 年 10 月 27 日起北京中医药大学立足

online course，MOOC），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
发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
管理的意见》
（教高[2015]3 号），全面论述了开展适
合我国国情的在线开放课程和平台建设的重要意
义，
提出了促进课程应用、加强组织管理的基本原则
与重点任务，为推进慕课建设指明了方向。可以预
测，慕课将引发高等教育运作模式和教学方式的颠
覆性改变。中医药高校作为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主阵
地，
同时也是传递健康教育与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
必须在处于起步阶段的主流医学慕课建设上有所作
为，
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幕课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
力争在在线教育发展领域中的主动权。
1 总体情况
1.1 数量

2014 年 9 月，湖南中医药大学成功制作温病学

慕课，
成为湖南省首门慕课，
也成为国内最早的中医

药学、中医骨伤科学课程也于 2016 年的人卫慕课平
于打造高水平的共享中医药教育资源，第一批精品

慕课中药安全用药导论、中医诊断学、针灸学导论陆

续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上线，掀起中医药慕课建

设新高潮，也标志着中医药慕课建设范围向专业课
与主干课延伸。此后，各高校的慕课纷纷上线，例

如：2016 年 6 月浙江中医药大学范永升教授领衔主
讲的科学走近中医在人卫慕课平台成功开课。2016

年 10 月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思维解析、社会医学、
国学要义、饮食文化与中医学等校本慕课陆续上
线。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经络腧穴学于 2016 年 10 月

正式上线。南京中医药大学有机化学、中药鉴定学、
中药炮制学 3 门课程（含实验）的在线课程建设也正
在建设中。
1.2 平台

慕课建设与运用离不开平台的支持。目前，国

药慕课。2015 年 7 月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杏林探宝—

际上有 Udacity、Coursera、edX 等三大课程提供商。

精品幕课课程在“好大学在线”平台运行，同时成为

线课程）实现中国本土化，同年 5 月清华大学、北京

认知中药、中国功夫与经络和谈古论今话食养 3 门

2013 年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大规模在

张彩霞，女，硕士，副主任医师
*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No.A1-AFD015151Z1568），广东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No.2015JGXM-

MS13），广东省研究生示范课程建设项目（No.A1-AFD015141Z10519）

· 18 ·

2017 年 07 月，
36（4）

中医教育 ECM

大学正式加入 edX；7 月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加

课程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可持续发展长效机

堂在线”，
作为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的成果应用

中医药领域慕课课程体系建设的目标、模式、举措、

平台，
同时成为全球首个
“中文版慕课”平台，且是第

评价还未形成系统性规划，服务平台还主要依靠公

盟 Coursera。2013 年 10 月 10 日，清华大学发布“学

一个由高校主导的 MOOC 平台。2014 年由网易与

高等教育出版社携手推出的在线教育平台—中国大
学 MOOC 正式上线，承接教育部国家精品开放课程

制。从目前开展慕课建设的主要中医药院校来看，

共平台。对于慕课建设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医药课程
整体改革的战略位置还未引起广大教师的高度关
注。推进慕课快速建设的方式方法、激励机制及其

建设任务的同时，支持高等学校开展在线开放课程

在实际教学中的评价机制还未有成型或产生可借鉴

建设，实现在校学生、社会人群的个性化学习。同

的规章制度。从数量上来看，真正建成的中医药慕

年，
上海交通大学成功自主研发中文慕课平台
“好大

课门数仍然较少，真正应用于实际教学的更是少之

学在线”上线发布，两岸三地四校的 10 门课程首批
上线。此外，果壳网建立 MOOC 学院，作为一个讨论

MOOC 课程的学习社区，收录了主流的三大课程提

又少。

2.2 内容上缺乏核心课程建设

建成慕课课程体系的重要标志，首先是要建设

供商 Udacity、Coursera、edX 的所有课程，并将大部分

一批以本专业的核心或主干课程为代表、课程应用

课程简介翻译成中文，成为中文慕课建设的重要平

与教学服务相融通的优质在线开放课程。从目前上

台。

线的中医药慕课来看，除温病学、中医诊断学、中药
医学方面，人民卫生出版社发挥了引领作用。

其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等 53 家

学等少数主干课程外，绝大多数核心或主干课程尚
未起动。而且未按照课程或知识相互关联的基本规
律开展系统建设，例如，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诊断

国内一流医学院校及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等

学、中药学与方剂学、内经、伤寒学、温病学与金匮要

协会组织，
共同作为发起单位，组建了中国医学教育

略之间的联合建设，使得慕课课程使用效果与整体

慕课联盟，并建设中国医学教育慕课平台。目前联

建设成效减低。

盟单位已达到近 200 家，中医药高校也都参与其中，
其联盟宗旨是“根植医药卫生、创新教育模式、提升
教育质量、服务人才培养”
。
中医药慕课课程建设步伐与平台建设几近同

步 。 例 如 ，在 2013 年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最 早 出 现 在
Coursera 平台两门课程中，其中有一门是中医药与

中华传统文化，2014 年清华大学推出了课程文物精
品与文化中国，也专门设计了章节介绍针灸铜人、中
[1]

医经络学说 。各中医药大学纷纷加入“好大学在
线”
“人卫慕课”平台、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积极参

与慕课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其中，上海中医药大
学是“好大学在线”的重要发起单位，成为中医药慕

2.3 实践上缺乏应用范例与经验

尚未在平台上运作或没有平台支持的在线课程

严格来讲还不能称为“慕课”。从各校反映情况来
看，真正应用于实际教学的慕课还较少，慕课“大规
模、公开、在线”的本质未得到充分发挥，使得教师的
建设应用情绪有所下降。这与教育部“促进在线开
放课程广泛应用”的未来目标有较大差距。而距离
“通过在线学习、在线学习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等多种
方式应用在线开放课程，不断创新校内、校际课程共
享与应用模式”的目标行之尚远。
2.4 机制上缺乏校际合作与协同

慕课
“大规模、公开、在线”的本质特性要求了政

课建设的先行院校。此外，综合性大学也在关注中

府、高校、行业的广泛参与，集聚优势力量和优质资

医药文化、养生课程的建设与传播。如东南大学医

源，实现课程和平台的多种形式应用与共享，
促进教

学院王长松教授中医养生方法学在中国大学 MOOC

育教学改革和教育制度创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上线运行，
受到较多师生欢迎。

特别是中医药这一类专业性较强、覆盖面窄的课程，

2 存在不足

尤其需要校际间的合作、优势专业课程间的合作、以

2.1 总体尚缺乏系统性规划

及优秀师资间的互补合作。但目前，中医药慕课建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设还未见到此类的合作案例与机制。教育部明确要

应用与管理的意见》
（教高[2015]3 号）已对我国的慕

求，鼓励高校间通过协同创新和集成创新的方式建

课建设作出明确规划。要求立足自主建设、注重应

设满足不同教学需要、不同学习需求的在线开放课

用共享、加强规范管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在线开放

程或课程群，这也成为高等中医药院校共同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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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建设的速度与步伐[2]。要以受众面广的基础课和专

3 建设举措

业核心课程为重点，建设适合网络传播和教学活动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

的内容质量高、教学效果好的慕课，如中医基础理

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新中国以来，现代中医药人薪

论、针灸学、中医内科学、伤寒学等。这其中，
要充分

火相传，矢志攻关，汇聚各方力量，在推进我国独有

考虑到课程或知识的关联度集中建设。如上所述的

的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理论创新、人才培养、

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诊断学、中药学与方剂学等。

文化传承等方面成绩斐然。新的形势下，慕课建设

要为慕课建设先期提供项目启动资金，同时积极面

无疑为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中医药文化在

向社会寻求合作及资助；制定包括课酬标准、教学要

国际上的传播发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与广阔平台。

求、学生管理、考试考核、技术保证、知识产权等在内

3.1 更新理念，科学规划慕课建设是根本

的一整套相关制度和管理规定；并将慕课纳入日常

慕课课程建设模式和学习平台拓展了教学时

教学管理体系。及时制定并逐步完善教师工作量认

空，
激发了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
也促进着

定、学生学分认证等配套政策，保证在校学生可以通

教学理念、内容、方法和管理机制的变革。中医药高

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完成课程学习。

等教育一定要积极学习、接纳、研究慕课的教学理
念，积极探索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下的课

3.3 合作共赢，加强校际合作是未来

真正实现慕课进入大学课堂，成为高等教育教

程体系重塑，以及教学内容及教学模式改革。要确

学的主体，就必须开展核心主干课程的慕课建设，但

立今后一段时期以慕课建设为核心的中医药高等教

核心主干课程必然又是
“小众的、专业性极强的”，
这

育改革发展思路。加快精品慕课课程建设的进程，

与慕课
“大规模、公开、在线”的本质特性形成了一定

与国内正在运行的慕课平台合作，共建共享，同时加

的矛盾，在中医药学这一类专业尤为明显。因此合

强自主创新，开展全国中医药慕课联盟之类的慕课

作共赢，加强校际合作，推动在线开放课程更广泛应

建设。此外，制定中医药慕课建设规划与方案，
形成

用共享，是未来发展之路，也是必然趋势。只有这样

品牌与集群效应，要充分考虑学校整体与二级学院、

才能形成优质的师资队伍和受试群体。我们要积极

校内学生 SPOCS（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平台与

校外 MOOC、线上教学与线下学习、前期制作与后期

探索校际间的幕课建设项目与培育的遴选机制、幕
课教学团队的遴选机制、幕课管理与维护机制，
以及

维护之间的联系。形成慕课建设系统设计，边试点、

与之相适应的幕课学分计算与认定制度、各专业人

边总结、边研究，分批次建设的高效慕课建设运行机

才培养方案的联合制定制度、师资互聘互认制度、以

制。

及平台共同建设与融合模式等。

3.2 创新机制，扎实推进慕课建设是基础

慕课建设是新事物，新模式，需要新方法、新机

制。慕课的建设不能按照传统的课程教学改革来进
行，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网络课程、视频课程建设。
各高校一定要创新机制，开展系统性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与核心课程群建设，形成中医药慕课建设的合
适科目、建设模式、推进举措与评价方式，加快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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