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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学是一门介于基础与临床的桥梁课。鉴于

疑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教师无论任课与否都

课程的普适性与课时、教室、教师等因素的限制，中

应完成按职称规定的坐班答疑时间，同时还鼓励教

药学的教学多为大班授课，由此带来一些亟待解决

师开展多种形式的坐班答疑并进行相应的教研活

的问题，比如：教师以完成教学大纲内容为主，对大

动。

纲无要求而与课程相关的知识疏于讲解，甚至在学

习惯于传统坐班答疑或疏于坐班答疑的高校教

生提问时难以正确解答；备课内容几乎数年一成不

师，以及学生对骨干教师激励计划下的坐班答疑都

变；
学生的学习缺乏兴趣和主观能动性，更缺少钻研

有一个认识转变和适应的过程，实施过程中产生了

精神，前学后忘；部分学业优秀的学生虽然好学，但
由于缺少必要的平台，难以从教师处解疑答惑，
获取
课堂和教材以外的知识，等等。这就要求教师有相
对固定的时间为学生解疑答惑，也就是所谓的坐班
答疑。通过坐班答疑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帮

疑惑、争议甚至误解，集中在 3 个方面：高校教师的
坐班答疑是否有必要？如何开展坐班答疑？什么是
好的坐班答疑？

1.1 坐班答疑的核心与存在的问题

坐班答疑能否顺利开展，能否实现坐班答疑的

助学生解决学习困难、增强学习能力、拓展知识面、

目的，核心就在一个
“疑”字上：是否有疑可答？答什

提高学习成绩等。但受多种因素的限制和影响，近

么疑？如何答疑？这个问题不解决，坐班答疑极有

些年的坐班答疑几乎名存实亡。随着 PBL 教学方法

可能走过场而流于形式。因此，如何解决“疑“的问

的引进和应用，对启迪学生思维、调动学生的学习热

题就成为坐班答疑的关键。
“疑”来自于学生，
但如何

情带来了可能，同时也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

引导学生有疑可问则与教师关系十分密切。学生学

高的要求，但对以大班为主的课堂教学在有限的课

习新的课程，确实难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特别是

时内开展真正意义上的 PBL 则并不现实。

在学习的开始阶段。这就需要教师去引导学生、指

上海市
“骨干教师激励计划”的实施不但对教师

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讨论问题乃至解决问

的坐班答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也为解决目前

题。由此引申出一个话题：
设疑，
即答疑的前提首先

高校中普遍存在的教学问题带来了契机。我们在中

是设疑。从某种意义上讲，
设疑比答疑更难，
既要源

药学大班化教学的前提下，开展了 PBL 与教师坐班
答疑相结合的教改活动，取得一定的成效。
1 PBL 结合坐班答疑的教改模式
骨干教师激励计划下的坐班答疑作为一种制度
规定了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参加，坐班答疑的时间按
职称的不同有所区别，作为正常的教学秩序，坐班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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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课程又应高于课程，难易程度适中，太难会让学生
望而生畏，太简单也会让学生失去兴趣，达不到坐班
答疑的目的。好的设疑应实现这样 3 个目标：引导
学生、调动学生、帮助学生。

1.2 PBL 结合坐班答疑的教改模式

在中药学的教学中，开展了 PBL 结合坐班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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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模式的教改活动，即课堂大班化教学与小班化

PBL 相结合的坐班答疑；基于兴趣学习的坐班答疑，
本文重点介绍第一种模式。

课堂大班化教学与小班化 PBL 相结合的坐班答

疑模式是在正常的中药学教学秩序中开展。学生人

数通常控制在 100 人左右；参与坐班答疑的教学团
队由主讲教师、助教和教研室其他非任课教师 3~5
人组成；按照小班化的原则，对学生进行分组，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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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据此，我们制定了以下设疑范围。
（1）中药的文化属性：围绕着中药的概念和认识
误区，以文化为主线，开展中药与文化的交融讨论，
引导学生从文化的角度解读中药、理解中药。重点
围绕药名、药物的自然属性，以语言、哲学、历史、民
俗、饮食等中国传统文化为切入点寻找其中所蕴藏
的中药元素。
（2）合理、安全用药：聚焦当下中医药热门话题，

10~12 人。坐班答疑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包括以

就用药安全性事件、毒性药物的应用、动物药物的应

（1）选题与分组阶段：教学团队确定 PBL 选题范

（3）常用中药的解读：选择一些代表性中药，就

下几个环节：

用、对中药的认识误区等方面进行讨论。

围，
在开课两周后向学生公布，由学生自由选择。根

中药的作用特点、应用要点以及作用原理进行解

据选题进行人员分组，如有的选题过于集中则由任

读。如喘家圣药麻黄、百病之主桂枝、药中之王人

课教师与助教进行适当地调整。

参、疮家圣药连翘、药中国老甘草、血中圣药当归以

（2）题目与学生确定阶段：落实选题与学生分组
以后，由学生根据选题范围自行确定题目。教学团
队根据学生申报的题目进行研讨并予以确认，及时

及大黄、石膏、茯苓、黄芪、地黄、山药等。
2.2 PBL 结合答疑

答疑主要集中在 3 个时间段：选题阶段、PBL 准

反馈给学生，并要求每个学生查找资料上交 5~8 min

备阶段以及 PBL 讨论阶段。虽然来自于学生的答疑

（3）PPT 与文字稿修改阶段：教学团队及时修改

在选题阶段，主要围绕着中药与文化的交融这一主

的 PPT 演讲稿与文字稿。

学生上交的 PPT 与文档，提出修改意见，并解答学生

在提交材料中的疑问，但不修正学生独创性的观点。
（4）PBL 讨论阶段：利用晚上坐班答疑时间，开

展 PBL 小班化讨论。讨论形式由每个学生进行 5~8

min 的主旨发言，随后其他学生进行讨论，教学团队

内容都与 PBL 有关，但各个阶段的侧重点不一样。
题；在准备阶段则主要是针对学生在资料查找、整
理、应用时的一些问题，通常以书面或课余当面行解
答；在讨论阶段针对学生经过准备以后所产生的一
些疑问、想法而在 PBL 时公开向教学团队与在座的
其他同学提出疑问。在讨论阶段，由于与教学团队

成员参加讨论但不作结论性评判，并解答学生在发

面对面，且有明确的主题范围，事先同学都有所准备

言、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小组成员必须参加并发

和交流，因此讨论时往往有较多的问题和不同的观

言，
班级其他同学和其他年级的同学也可参加，
但不

点。此时，教师的坐班答疑非常有意义，更多的是作

参与讨论。
（5）打分标准：由教学团队根据学生的态度、

PPT 或文档的制作质量、演讲效果、观点的新颖性与
资料应用的正确性等方面给每位学生进行打分，求
平均值。
（6）时间安排：根据教学安排和学生分组，一学

为 PBL 成员参与讨论，而不是作为裁判员进行评
判。这种形式对教师和学生都有帮助。
2.3 实例

（1）设疑主题：
中药的文化属性——药名文化。
（2）学生选题：
道家养生与石斛。

（3）PBL 讨论：学生从石斛的生长环境、石与斛

期的中药学 PBL 结合坐班答疑共分为 8 次，其中前

的字义、石斛的别名（林兰、杜兰、禁生、千年润）等角

前面 7 次的讨论情况，每组选出 1~2 名学生进行集

然、无为避世、求仙得道的思想与石斛生长环境的关

面 7 次为分组讨论，第 8 次为集中汇报讨论，即根据
中展示。前后历时 2 个月。

2 PBL 结合坐班答疑在中药学教学中的实施
2.1 设疑

设疑的技巧性很强，应该掌握几个原则：①源于

课程而高于课程；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调动学生
的学习热情；③与课程教学进程相对应；④设疑的范

围不宜过细，应让学生在某一范围内有较为充裕的

度解读石斛的药名，进而从道家崇尚自然、顺应自
系，探讨道家养生思想与石斛的关系。学生提出问
题：为什么道家将石斛作为养生的九大仙草之首？
是不是所有的石斛品种都可以作为道家养生品？如
何看待目前社会上的石斛养生热？

（4）答疑：参与 PBL 的学生对此非常感兴趣，纷

纷发表见解。教学团队也参加了讨论，最后由主讲
教师进行全面解答。明确了铁皮石斛为道家养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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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而之所以为九大仙草之首，源于石斛的养阴特
点——既能补先天肾阴又能益后天胃阴，既能补肾
以聪耳又能养肝以明目，既能养阴除烦又能润肤养

小组 PBL 讨论中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知识点统一
在课堂上讲解，使全班同学共同受益。

（4）增强了主观能动性、提高了学习成绩。中药

颜。如是先天后天同补，耳聪目明，内外兼养，但并

学考试在学生中素有“杀手”之称，不及格率很高。

非所有的人都适合石斛养生的，要正确认识当前的

即使明确考试范围和重点，
平时布置模拟考试，
学生

石斛养生热。学生们对此答疑颇受启发，
兴趣高涨，

的考试成绩依然不理想，由此引起教师的反省。我

从石斛引申出道家养生的九大仙草，认识到生长环
境赋予药物功用特性的重要性，同时也对药名中所

们在开展 PBL 结合坐班答疑的教改中，也对考试进

行了必要的改革，在开课之初就明确告诉学生考前

蕴藏的传统文化元素有了一定的感受。

不给针对考试的范围和重点，所有的重点与范围都

3 PBL 结合坐班答疑的教改效果

在平时的教学中体现，这就要求学生在平时就要认

3.1 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提高学习成绩

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并追

真听课、整理笔记、复习。同时对试题的题型进行了
较大的改革。举例如下：

踪使学生的学习成绩提高应该是判断教改是否成功

（1）例题①：一老年患者，面色潮红，口干不喜

的重要标准。PBL 结合坐班答疑较为理想地实现了

饮，手足不温，腰膝酸软，夜尿频数，舌淡苔白，脉沉

这一目标。

迟。有人提出用桂枝，有人提出用肉桂，
你认为应该

（1）激发了学习兴趣、调动了学习热情。整体而

言，学生对 PBL 结合坐班答疑的教改兴趣浓厚，积极

参与。例如：有个班级共 99 名学生，除外 5 名重修

生，其余 94 名学生人人参与，而且每人的题目都不

用肉桂还是桂枝，请结合病证比较两者的异同点。
较之单纯的比较桂枝与肉桂的功用异同要实用也更
灵活。
（2）例题②：请指出处方中的错误之处（提示：药

一样，共 94 个不同的题目，讨论内容几乎涉及到中

量，煎法，配伍等），并写出错误药物的功效与主治。

在每周 1 次的 3 h 左右的坐班答疑中，每个学生不但

实际应用，较之单纯的写出药物的功用和是非判断

药学的方方面面，有些已经远超中药学课程本身。

既考察学生掌握药物知识的综合能力又突出了临床

大胆亮出自己的观点，而且相互提问、讨论、点评，气

难度大大增加。值得一提的是，有试题中适当引入

氛十分热烈。有的学生几乎每次讨论都参加，而且

外围知识，增加试题难易梯度。这种外围知识更多

这种教改在学生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后面几次
的讨论中，整个教室挤满了来自班上其他小组的同
学，
也有部分来自其他年级的学生。

的来自于学生在 PBL 展示中所应用的内容，使学生
能时时关注教材外的一些与课程有关的知识。

（3）例题③：古有“相赠以芍药，相招以文无”之

（2）丰富了学习方法、扩大了知识结构。不少学

说，请问诗中的文无指的是什么（提示：属于补血

生根据教师设疑的范围在选题时是同寝室或平时一

药）？请写出该药的功用特点。这与单纯要求学生

直交往的同学为一组，大家相互交流讨论、分工合

写出当归的功用要难很多，但却也增加了学生的学

作，并时常请教教师、助教，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学习
方法，虚心求教，取长补短，较之自己以往的单打独
斗有了明显的改善。通过查阅外围知识，准备讨论
内容，不但对课程上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而且
许多知识超出了课程甚至中医药学的范围，扩大了
知识面，
开阔了眼界。同时，
在参加小组讨论时也从
其他同学那里学到了新的知识。
（3）促进了学习自觉性、改善了课堂教学秩序。
在坐班答疑的过程中，学生的学习热情越来越高涨，
自觉性也越来越强。无论是出勤率还是课堂秩序较
之以往有了明显的改变，极少有学生迟到，
上课也不

再局限于只用手机拍摄老师的 PPT，而是认真听讲
做笔记。课堂上经常出现师生互动的良性循环，课

间休息时也常有学生向教师提问题。教师也有将各

习兴趣。这些题目的比例一般控制在 30%左右。学

生的考试结果出乎意料，不及格率大大下降，
包括重

修生在内的不及格率只有 6%，较之以往有极其显著
的下降；平均成绩由以往的 71 分提高到 76 分，90 分
以上高分的比列在 11%，成绩呈现正态分布。
3.2 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

对于坐班答疑普遍存在着一个错误的认识，即

坐班答疑就是为了学生，而对教师没有什么帮助，之

前笔者也有类似的想法。但通过 PBL 结合坐班答疑
在中药学中的教改活动则改变了固有的看法：坐班
答疑不仅有益于学生而且也有益于教师，能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
（1）源于设疑的促进作用。设疑对教师的专业、
教学态度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教师以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