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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学是各级各类中医药专业的一门主干课

性，是事物得以存在的根据，特质与事物是直接同一

程，是连接中医基础与临床应用之间的一门桥梁

的。方剂学是在辨证审因，
确定治法的基础上，
按照

课。该课程理论性强，又需要学生有较多的临床经

组方原则，选择恰当的药物合理配伍，酌定合适的剂

验体会，
而高职高专学生基本没有临床经验，学习情

量、剂型、用法，研究治法与方剂配伍规律及临床运

绪化较强，
对感兴趣的东西学习积极性较高，对于内
容枯燥的内容则学习效率较低，课堂教学存在一定

用的一门学科。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学生掌握 150

首基础方、代表方、常用方的组成、用法、主治、配伍

问题。因此在组织教学过程中必须注意结合社会实

意义以及加减运用，引导学生掌握组方原理、配伍的

际，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对于高职高专中药专业学

基本规律及技巧，从而培养引导学生建立辨证论治

生来讲，今后他们的工作主要方向是医院、药店、药

思维方法和临床遣药组方的能力。方剂的理、法、

厂，
从事中药调剂、问病售药、成药制剂等任务，
需要

方、药等理论知识是中医药几千年实践经验的总结，

掌握成方制剂的配伍、功效主治等内容。我们应该

对于学生而言，理论性强，内容抽象，需要陈述背诵

根据岗位任务要求，方剂学教学设计应以加强知识

的东西多。但认真分析这些理论知识还是有规律

的实际应用为原则，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
来培养提

的，比如君臣佐使配伍规律，理法方药的逻辑规律，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实践能力。

教师将这些规律以案例的讲授、思维导图等载体形

近年来，不少教师打破了简单化的传统模式，采

用了 PBL ，翻转课堂 ，案例导入 讨论式 ，多种教
[1]

[2]

[3]

[4]

[5]

式形象表现出来，学生更容易接受。另外方剂学中
的识证用方在实际生活中也会遇到，病人的症状可

学方法 等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教学效果有了很大

以形象地以案例展现出来，利用这些知识特质选取

改善。但不同专业、不同学制学生进入的行业领域

适宜的教学方法将会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方剂学的

不同，
对基本知识和核心知识的学习，在深度和广度

精髓，同时增强学习兴趣，提高课堂学习效率。

上也应有差别。笔者认为，不仅要将多元化教学手

2 不同特质内容适宜的教学策略

段参与课堂，还要充分考虑到学生今后的工作需要
与职业能力的培养，抓住方剂学不同教学内容的特

2.1 基于陈述性特质内容的教学策略

讲授法是教师通过口头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

质，
区别于以培养研究型人才的教学课堂，
设立适于

培养能力、进行思想教育的方法，在以语言传递为主

中药专业学生的教学目标，在教学内容的选取及教

的教学方法中应用最广泛。方剂学课程的主要精髓

学策略的运用上，甄选有效教学方法，有的放矢，激

为
“理法方药”，
应以方剂的组成、用法、功能、主治等

发学生学习动力。

为核心知识点，对于此部分内容教师应给予必要的

1 方剂学的课程特质

讲解和概括，重在学生的理解。如总论中方剂学发

特质即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内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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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史、方剂与治法、方剂的组成变化、剂型和用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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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的经典方剂。中药专业学生不论将来是中药

力。方剂学中可以中医临床案例为教学材料，利用

师，
药品推介还是在医药研发企业等，都是通过药与

生动的临床案例加深学生对临床用药的理解。教师

临床密切相关，都必须掌握方剂学基本知识，所以教

要把握实用性原则 [8]，突出职业院校中药专业培养

师的讲授，不能照本宣科，而是要在教学中突出重

目标的要求，围绕培养学生对常见病辨证用药能力

点。各论的重中之重是揭示每类方剂的共性规律，

开展教学活动。在搜集案例时，针对职业院校和中

通过对核心方剂的精深讲授，带动同类方剂的自学

药专业学生，难度不要过大，要注重案例素材的实效

和讨论，使学生掌握每一类方剂的基本配伍规律。

性和科学性，选取的案例要有代表性、针对性、真实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又要

性，可以是古今名医治疗经验，也可以结合学生生活

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此外，教师还应适当添加

实际和临床常见病症来组织案例，这样容易引起学

传统方剂的现代研究进展、已上市的常用中成药和

生共鸣，激发讨论的兴趣。例如：可先组织学生在课

OTC 中成药、方剂的不良反应等实用性知识，划分出

堂集体观看精选案例，课下利用各种学习资源查找

适合中药专业的学习重点，标明中药专业学生应掌

辨证类型，并写出给方依据；课上先各小组讨论，再

握、熟悉和了解的内容，从而更有专业针对性。

由各小组推选中心发言人，
讨论及分析案例；
最后教

[6]

此外，背诵方歌 也是陈述性特质内容学习的
重要方法。将需要记忆的知识要点通过朗朗上口的
歌诀进行背诵和强化学习，在记忆知识的同时，
培养
了学生坚持不懈的职业精神。

2.2 基于逻辑性特质内容的教学策略

师在学生讨论后进行补充总结，以此锻炼学生运用
方剂的能力。
（2）情景模拟训练的实施。情景模拟教学法是
指在教师指导下，学生模拟某一岗位或扮演某一角
色，在教师创设的一种背景中，进行技能训练和调动

“任务型团队合作”教学法是以任务作为核心教

学习积极性的一种典型互动教学法，其特征是以接

学和设计的教学方法，将教学目标整合到一个或多

近现实工作内容和范围为场景，学生主动参与工作

个具体活动任务当中，学习者通过团队合作表达、交

角色。在方剂学授课中，职业院校中药专业学生通

流、沟通、解释、询问等各种活动形式来完成任务，以

过方剂学学习侧重的不仅是培养其处方能力，更重

掌握学习目标。方剂学中逻辑性特质的教学内容，

要的是实际应用能力，以及培养学生具备中药师等

学生学起来难度较大，教师可将难度分解设立一个

服务行业的职业素养，如：着装礼仪，待人讲话的态

个任务问题，以团队形式讨论完成，这样既可激发学

度、用语等，我们在每一章学习结束后，对本章方剂

生思想的碰撞，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可使学生深入

进行情景模拟训练，一方面使学生把握本大类方的

理解知识要点。例如：教师在精讲的基础上，布置任

相同点；另一方面通过角色的表演，使学生掌握每一

务，通过团队合作，查阅文献，讨论等方法搜集整理

个方剂治病的主要特色。例如：角色的设定与互换：

相关方剂医家的思想精髓，引导学生知常达变，
学会
对基本方证及其兼证、变证进行辨析、立法、组方、加
减运用的思路和技巧。还可扩充课外知识，先让学
生自学，
之后在课堂上和同学提问交流，达到学习目
标。

2.3 基于形象化特质内容的教学策略

方剂学的实践运用就是能够通过判断病人的体

每组 4 人，分别赋予 4 个角色。①角色一扮演导演，
课下负责小组工作组织与协调；②角色二扮演医生，
情景模拟训练时应对患者的主诉和现病史予以证候
分析、归纳病机、确立治法、给出方剂名称和药物组

成；③角色三扮演患者，主要任务是对主诉和现病史
进行表演及描述；④角色四是旁白，对医生为患者开

具的方药做解释，分析该方的组方原理和配伍规

征表现给予选方用药，中药专业学生今后无论从事

律。在每组表演完毕，其他组同学给予表演组技术

临床中药师还是零售药店等工作都要学会辨证论

上和职业素质点评，并可建立加分环节。通过训练，

治，因此对于病人体征形象化内容的学习可以采用

一方面锻炼了学生的组织协调力，合作力，加深了学

案例教学和情景模拟训练，实现使学生向药师的过

生辨证能力，增加了课堂的参与性与趣味性；
另一方

[7]

度转变 。

面通过模拟事件的发生、发展的每个环节体会了药

（1）案例教学法的实施。案例教学是围绕一定

师岗位的工作要领，发现自己的创新潜能，找到自身

的教学目标把实际真实情景加以典型化处理，形成

不足，增强预测与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不断树立

供学生思考分析和决断的案例，通过独立研究和相

岗位意识和职业素养。提倡中医药文化中仁爱救

互讨论的方式，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育、淡泊名利、尊师重道、谦和谨慎等良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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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于抽象化、流程化内容教学策略

思维导图教学法是以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有效的

教学工具，以课程理念为指导，以优化学习，提高思
维能力为目标，以思维导图为主线，由教师示范、引
导并督促学生学习，使学生在预习、复习、总结的过
程中进行建构和使用思维导图。对于方剂学中抽象
化但具有内在联系的知识要点可以使用此教学法。
如：每个方剂的组成、功能、主治、配伍关系，学生死
记硬背效果差，影响学习的积极性，把这些主题关键
词与图像、颜色等建立记忆链接，创作思维导图，可
以充分运用左右脑的机能，利用记忆、阅读、思维的
规律，发挥多元智能的效果，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学习效果。教师通过绘制思维导图，引导学生
利用方剂思维导图图解剖析每一首方剂配伍中君臣
佐使的组方结构，以揭示配伍原则理论在方中的具
体体现，
使方剂中药物配伍复杂多变、含义深奥的内
容，形象、直观地展现出来，便于对核心知识的掌握
记忆。学生通过构建思维导图提升了自主学习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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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in integrated and designed experiment course of
microbiology for undergraduate-graduate students of
special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N Xiao-wei, LEI Ping, LI Xi-ming, HOU Dian-dong, XU Ming, GUAN Hong-quan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110847)

Abstract: A teaching reform in integrated and designed experiment course of microbiology was carried out in
batches in the undergraduate-graduate students in specialties of Chinese medicine, medicinal English,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from grade 2007 to grade 2014 in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9 to 2016. The results of teaching practice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showed that the new mode of integrated and designed experiment course of microbiology, combined with teaching,

skills training and innovation activities, can integrate theory teaching with practice teaching,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autonomy learning abilities,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of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and
cultivate their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ability.

Key words: microbiology; experiment teaching; teaching reform; teaching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