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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学习指学习个体利用主观能动性，积极

摩，这也是导致医学生对临床实践缺乏主动性的原

获得知识、提高技能的一种学习方法，是人的自主性

因之一。纸质教材以文字表述为主，长于进行理论

的典型表现，是相对于“被动性学习”
“机械性学习”

性医学知识的传授，对于实践性知识很难做到形象、

及课堂教学式的“他主性学习”而言的。近些年，随

直观的表达，单靠学习书本知识已不能满足医学生

着教育改革和教学方法的探索，培养学生自主性学

的需求。

习能力成为教育重点之一。以多媒体和互联网技术
为载体的数字化教材建设是提供给学生自主性学习
的优质资源，是对纸质教材的进一步补充和扩展，是
新时代教材建设的发展趋势。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
“十三五”规划教材暨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本
科生第三轮规划教材增加了数字化教材内容，体现
出中医学教材建设的创新性、科学性和灵活性。本
文对这套教材中《中医妇科学》数字化教材编写情况
加以梳理总结，以探讨其对医学生自主学习中医妇
科学的作用和意义。
1 《中医妇科学》数字化教材的编写背景及其对自
主性学习的意义

数字化教材可从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例

如：①数字化教材通过视频、音频、动画、图片等素材
进一步深入讲授知识点，将组织结构、流程经过、生

理病理机制等生动直观地呈现出来，
展示技术操作，
模拟临床场景，有助于提高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②

扩展阅读、数据库平台、知识链接等模块延伸了知识
面，增强了知识的系统性、连贯性，实现资源共享；③
检索、笔记、测试、云同步等功能增强了互动性，
并可

对学习效果进行考察和反馈，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
④通过定期更新完善的教材为学生提供了本学科的
新进展、新方法、新趋势。学生通过数字化教材可获
得多视野、多层次、多形态的学习资源，有很大的自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强的学科，培养医学生的临

由选择空间，能够根据自身情况和需求来计划和安

床能力是医学教育的核心。受到高校扩招和医疗环

排学习，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因此，编写《中医

境等因素影响，目前医疗教育资源严重短缺，医学生

妇科》学数字化教材势在必行，与时俱进，方便医学

实际接触患者和技术操作的机会越来越少，高等中

生更好地学习这门学科，是自主性学习本学科的很

医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中

好的途径。

医学生临床动手能力和临证思维能力的不足。鉴于

2 《中医妇科》数字化教材编写原则

妇科疾病的私密性，中医妇科学的临床教学难度更
大，患者往往拒绝医学生进行临床技术操作甚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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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纸质教材为基础。本数字教材紧紧围绕
中医妇科学教学大纲要求，
在纸质教材基础上编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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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教材建设的系统性、科学性、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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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丰富，更具有系统性、实用性，方便医学生理解和

（2）以学生为教学中心。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

记忆，并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性学习，使学生的知

教学理念，
引导学生通过积极思考和独立活动，
转化

识体系更扎实稳固，运用起来更得心应手。本教材

为学生的思想观点；改变以教师为中心、教材为中心

在初期规划时，即围绕教学大纲进行了整体构思，编

的教学理念和教材编写理念，强调师生互动，抓住学

写者根据学科特点和教材内容确定素材的类型和数

生对中医妇科学的兴趣点，引导学生自主性学习、探

量，素材的加入须做到合理、必要、匹配，
而不只是简

究性学习、终生学习。

单的罗列素材，其原则是以学生为教学中心，
以提高

（3）注重实用性。借助互联网平台解放容量限

制，丰富教学资源，例如：①链接相关网络资源或数

据库资源，以及人民卫生出版社其他教材的相关知

识点，
实现知识结构的整合；
②在线学习，
便捷应用，
支持多终端电子设备，可随时随地进行学习；③定期

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和中医妇科临床实践技能为教学
目标。例如，在
“绝经前后诸证”一节里，
为了便于学
生掌握激素替代治疗的诊治流程，列出了流程图，此
知识点一目了然；
“异位妊娠”一节，运用气泡文本对
辅助生殖技术给予解释，激发了学生的兴趣点和求

更新，
时效性强，随着学科发展，不断完善理论知识，

知欲，从而对这一概念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容理论联系实际，注重临床技能的培养，为教师和学

式

加入新进展、新方法、新趋势以及指南规范等；④内
生提供优质的服务。

（4）避免侵权。数字教材中的多媒体素材采用

3.2 抓住课程的重点难点，丰富数字化教材表现形
多媒体资源是数字化教材编写的重要部分，其
核心的问题是将课程教学内容优化组合，
通过文本、

原创资料，
保障作者权益，不得使用未经授权的其他

图片、音像、动画、网络链接等形式更好地向学生表

作者的创作成果。

达课程内容 [1]。基于前期的整体规划，本数字教材

3 《中医妇科学》数字化教材指导学生自主性学习

以妇科临床基本技能和常见病、疑难杂病的诊断治

的方法

疗为重点、难点，同时也是学生的兴趣点所在，素材

3.1 帮助学生确立自主性学习目标，做好教材整体
规划

的添加主要集中在概念、定义、方法、意义、技能等方
面。素材的表现形式不仅要做到科学严谨，还要丰

进入大学阶段，脱离了对教师和课堂的依赖，大

富多彩，生动活泼，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一

学生需要尽快适应自主性学习环境。确立学习目标

定程度上讲，学习目标和学习兴趣构成了影响学生

是进行自主性学习的前提和动力，而医学生的学习

学习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最为直接的动力因素。

目标主要是掌握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技

文本素材是对知识点的进一步注释和补充。图

能，这个目标需要教师在课堂和实践教学中进行引

片制作起来相较动画、音像素材更容易，包括单图、

导，
同时数字化教材也可予以很好的强化。

画廊、图集、交互图和动态图等多种形式，是教材中

医学是一个庞大的学科，任何一个亚学科都需

运用较多的素材。图片是文字的补充，文字对图片

涉猎多个相关课程和交叉学科，例如中医妇科学专

加以注解，二者均具有稳定性特征，有利于对知识的

业学生，除了学习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

学习和掌握。例如，在
“妇科检查与妇产科常用特殊

学、方剂学、中医内外儿科学等中医基础课程外，还

检查”一章，讲授的内容主要是妇科操作技能，单用

要掌握生物化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理病理学、

文字无法表述清楚，编者运用了大量图片素材，
直观

解剖学等学科，以及西医妇科学的相关知识，但各学

地展现出临床所见，以便学习者理解记忆。运用计

科相对独立的课程设置以及传统的书本教学，使得

算机技术制作的动画素材，
逼真、生动地展示出人体

学生很难将多学科进行融会贯通，甚至有些知识学

复杂的生理病理过程或妇科技术操作方法，可以充

过后很快忘记了，在临床应用的时候可能会思路不

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主要用于录像所不能及的，

清。而医学的最高境界是能够从整体宏观的视角解

且图片难以连续表现的过程和方法，
如：
受精卵的结

决难题，
要求把各学科的知识联系在一起，
做到开阔

合、胚胎移植技术等。音像类素材包括视频和音频，

视野，
打开思路，遇到问题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临床技能操作、手法演示、实验操作等，可以视频形

基于此，
《中医妇科学》数字教材力求建立一种

式展示，还原实际场景，如：妇科检查、输卵管通液、

全新的学习方式，通过素材链接等灵活多样的表现

宫腹腔镜检查等。视频在制作过程中将患者面部特

形式对知识点进行解释说明或延伸扩充，教学内容

征加以隐藏，避免暴露患者隐私，从一定程度上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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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医学生临床观摩学习的需求。网络链接包括人民

间的互动交流有助于发现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也可

卫生出版社内部其他教材的相关链接，或外部权威

以获得鼓励和赞扬，从而不断完善自己，促进学习。

的专业网站，如
“中国妇产科在线”
“妇产科网”，
及网

本数字化教材不只是局限于多媒体素材制作，出版

络数据库等，为学生提供了更丰富广阔的专业资源，

社还将借助数字平台建设，为师生提供课堂外的互

以及灵活、开放、自主的学习环境，易于新时代学生

动交流平台，成为课堂教学的延伸，使教师能够持续

接受。

地对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的指导。同时实现数据库

3.3 突出中医特色，加强临床思维能力训练

我国对中医药教材建设的探索已有一百多年的

历史。自 1928 年，全国各地中医教育界人士第一次
齐聚上海，
研讨编纂统一教材的问题时，便有中西两

检索、学习记录、笔记分享、测试、云同步等多种功
能，以便学生自我考察学习成果，反馈出薄弱点，帮
助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
综上可见，数字化教材建设是中医妇科学教学

歧之分，但最终还是达成了“整理固有医学之精华，

模式的发展创新，具有开创性意义，其教学内容丰

列为明显之系统，运用合乎现代的理论，制为完善之

富，形式多样化，具有很好的科学性、实用性，
在一定

[2]

学说”的基本原则 。近代中医课程教材建设的不

程度上弥补了医学生临床实践技能的不足，有助于

断探索，始终是以中医理论为主线，贯通中西。在

提高其自主性学习的动力，是自主学习中医妇科学

《中医妇科学》数字化教材制定中，编委会十分注重

的优质资源。
《中医妇科学》数字化教材建设还处于

对学生进行中医基础理论的深化和临床思维的训

起步阶段，仍有一些不足，例如：中医病案的链接较

练，
包括对部分中医概念名词、中药方剂进行注释或

少，某些素材的设计不够精细等，在今后的教材建设

链接，
对中医诊疗思路加以梳理，例如：
在崩漏一节，

中有待逐步改进和提高。

采用文本气泡对
“崩”
“五崩”
“塞流、澄源、复旧”等文
字的出处做出了注解，引导学生加强对相关古籍的
学习；
在产后恶露不绝一节，
对经典古方
“生化汤”做
了详细的说明，有助于该方的临床实际应用；在胎
漏、胎动不安一节里，运用交互图的方式对疾病的预
后转归进行了演示，对临床诊治该病具有重要的指
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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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借助数字平台建设，实现多主体、多维度、多层
次的高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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