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2 月第 45 卷第 6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57 •

【引文格式】崔轶凡,王军.中医药自信融入中医妇科学课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J].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21,45(6):5761.

中医药自信融入中医妇科学课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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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中医药大学，山西 晋中 030619
摘要：为落实高等中医药院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中医药人才培养质量，需建立中医药自信融
入中医药课程思政机制。本文从课程思政目标设定、思政教育元素挖掘、思政教育内容选择、思政知识
网络构建、教学方法改革、教学策略设计、考核方式改进等方面对中医妇科学课程教学进行设计。实践
结果表明，将中医药自信融入课程之中，既增强了大学生的中医药自信和文化自信，强化了大学生的专
业认同感和职业责任感，也提高了教师的育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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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Design and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Self-confidence of TCM into Gynecology of TCM
CUI Yi-fan, WANG Jun*
(Sh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Jinzhong 030619,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CM
talents training,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integrating TCM self-confidenc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CM curriculum. This article focused on the teaching design and
practice of the undergraduate course of Gynecology of TCM, and design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sett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bjectives, the exca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the
sele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ent,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network,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ethods, the design of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assessment
methods. The practice results showed that it not only enhanced students’ self-confidence in TCM and culture,
but also strengthened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improved teachers’
educational ability.
Key word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fidence in TCM; Gynecology of TCM;
instructional design; teaching practice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

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1] 。中医药文化是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 5000 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中医药院
校加强大学生中医药自信教育，是新时代高校立德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课题（国中医药办

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

〔2020〕50 号）；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十四五”规划 2021

党的政治建设的具体体现，是高校的职能、教师的

年度教育科研重大课题（ZD-20-13）；山西省高等学校改革

责任和学生的本分，同时也是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

创新重点项目（J2020231）；山西中医药大学教学改革创新

及增强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的需要 [2] 。按照“课程

项目（2019011）

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要求，山西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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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开展以中医药自信为主题的课程思政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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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进行了积极的研究与实践。本文介绍中医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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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融入中医妇科学课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的内在联系，引导学生在医疗岗位上不断锤炼“恪

1 教学设计

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

教学设计过程中，首先设定中医妇科学课程思

精”的职业操守，树立“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

政总目标及有关章节课程思政目标；其次，挖掘教

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的身心

材当中的思政教育元素，构建彼此呼应、相互补充

健康奋斗终生”的职业信仰。

的知识网络；再次，根据教学内容，运用适当的教

1.1.3

学方法实现思政元素与专业教学内容的契合；最

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之

后，选择有效考核方式，实现中医药自信对本课程

间的内在联系，结合女性生理、病理特点，加强中

的有机融入。

医思维的熏陶与渗透，促使学生主动探究中医学精

1.1 设定课程思政目标

神内核，传承中医学一贯坚守的价值追求及求真务

我国医学生誓词反映的是医学从业人员发自内
[3]

心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其中“献身医学，热

内化中医学人文精神

挖掘中医妇科学基本

实、锐意进取、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精神。
1.2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爱祖国，忠于人民”是国家对医学高等教育人才培

中医妇科学课程主要包括中医妇科学发展历

养的根本要求，中医药院校学生应强化中医药自

程，常见疾病的望闻问切、因机证治、理法方药理

信，提升岗位责任意识，丰富人文底蕴，在医疗岗

论认识与实践方法，在先贤不断借鉴、持续纳新，

位上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全的人格，逐渐成长

与各学科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

为德才兼备的“大医”。

中，“天人相应”的生命观、“阴平阳秘”的健康
展示中医妇科学悠久的历

观、“调和致中”的治疗观、“医乃仁术”“大医

史、辉煌的成就、深邃的思维方式、科学的研究方

精诚”的医德规范等，都是充分体现中医药自信的

法、独特的优势技术、确切的临床疗效、浩如烟海

要素。在思政元素的挖掘过程中，找准中医药自信

的医学典籍、德才并馨的名医形象及与现代科技手

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的内在契合点，有利于使教学

段融合发展的广阔前景等内容，激发学生对中医学

效果最大化，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灵活选择思政元

的热爱，培养其中医学思维，提升其中医药自信。

素的组合方式，可以将教学内容作为主线进行拓

1.1.2

展，也可以将分散在不同章节但思想内涵一致的思

1.1.1

提升中医药自信

强化岗位责任意识

解析中医妇科临床医疗

活动与社会发展、医患关系、疾病复杂成因等之间

政元素有机结合（见表 1）。

表 1 中医妇科学课程思政元素与融入教学设计
章节
第一章

绪论（中医

妇科学的历史源流）

课程思政元素

教学法及融入方式

1.最早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先贤圣哲早已开始了对生命、健康、疾病等

启发式教学法：引导学生思考中医学核心价值观

问题的实践探索，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缓和诊脉晋侯、扁鹊名闻天

能历经千年传承而坚守如初并不断注入新的伦理

下等，都是早期医学探索的鲜活例证。2.“以人为本”“医乃仁术”“调

规范与精神内涵的原因

和致中”“大医精诚”等中医核心思想
1.张介宾著《景岳全书•妇人规》，对妇科理论的阐述精湛，理法严谨，

案例教学法：以张介宾、傅山为代表的诸多妇科

制方有效；2.傅山著《傅青主女科》，“谈证不落古人窠臼，制方不失古

名家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们临床制方用药遵循理学

人准绳”，主张“济世实学”“妙于用客”的思想，提倡学以致用

道统、阐发医学思想不离实践过程

绪论（中医

1.2012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白皮书；

案例教学法：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

妇科学的历史源流－

2.2015 年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3.2016 年，我国首次就中医药

中央媒体及地方媒体成为中医药舆论宣传的主阵

现代部分）

发展发布《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4.2020 年 9 月 29 日，张伯礼获得

地和生力军，中医药得到了强大的舆论支持

第一章

“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1.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颁布；2.2019 年 10 月，习

讨论教学法：在国家政策强有力支持下，新时代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中医药大会上作出了“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重要指

中医药广阔的发展前景

示，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
医药事业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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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章节
第三章

妇科疾病的

病因病机与诊断概要

课程思政元素

教学法及融入方式

1.中医学秉持“有诸内者必形诸外”的理念，在《黄帝内经》中确立了

讨论教学法/资料分析法：现代医学临床视触叩

“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的原则，系统性地创建了望闻问

听与中医学“有诸内者必形诸外”的思想是否殊

切的生命信息采集技术；2.生物信息技术发展现状：包括体内信息采集分

途同归?中医学四诊能与哪些现代生物信息学技

析、体表信息采集分析和体感信息采集分析技术，如人脸识别、形体识

术相对接?

别、手势识别技术，声音识别技术，生物流体动力学及其传感技术等
第六章 月经病

1.清代名医喻昌“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

情景模拟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学习小组轮换模

第五节 痛经

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2.孙思邈《大医精诚》：“若有疾厄来

拟临床真实就医场景（角色为患者、患者家属、

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

医生等）及诊疗过程，提高学生共情能力

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
第六章 月经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规范与精神基础；十九大报

启发式教学法：“仁孝观”对于中医、中医人的

第七节 绝经前后诸证

告中“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意义与价值，并将其落实为医疗岗位上“博极医

居、弱有所扶”的社会愿景的相关论述

源，精勤不倦”的行动自觉

张介宾认同薛立斋以仲景八味丸作益火之剂，但同时提出质疑，通过“取

案例教学法：生动展示先贤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先贤之经”“辨先贤之误”所创制的左归丸、右归丸，正是“阴阳互求”

的学术精神

法最为重要的实践成果之一
第十章 妇科杂病

1.戴梦熊《傅征君传》记载傅山“不欲违厥初志，避居远村，唯以医术活

翻转课堂：课前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形成讨论稿；

第一节 不孕症

人。登门求方者，户常满。贵贱一视之，从不见有倦容。里党姻戚有缓

课堂上学生代表阐述观点，组间探讨与质询，教

急，视其力而竭其心”；2.国医大师夏桂成、刘敏如治疗不孕症的特色及

师总结；课后，教师根据教学主题布置作业，讲

高尚的医德（《本草中国（第二季）》
）

评、反馈

1.3 采用多元考核方式
开展与课程内容紧密结合的课间见习、集中见

就，中医经典著作、著名医家主要学术思想与中国
传统文化的关系等，加强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重

习、实训教学及课外卫生服务、文化服务等形式多

视，提高其中医人文素养和写作能力。

样的实践活动，增加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

2 教学实践

会，有效激发其服务社会、无私奉献的内在动力，

2.1 课程特点

提升学生岗位胜任力。

中医妇科学是中医临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生利用暑假、业余时间参与医

是高等中医药院校主干课程之一，其调经、治带、

疗实践活动，观察社区、农村等基层医疗机构的妇

种子、安胎及月经期、妊娠期、产褥期、哺乳期养

产科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诊疗现状，完成调查报

生保健的理论与方法等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所

告，教师根据学生在实践教学活动中的综合表现，

总结的望闻问切、因机证治、理法方药等理论原则

及时指导，促使学生深入了解我国基层卫生健康现

与实践成果，既遵循中医药学基本规律，又由于其

状，有效提高其职业认同感与荣誉感。

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是中医药

1.3.2

学传承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学科之一。

1.3.1

社会实践

专题讨论

教师结合教学内容与进度布置有

关中医药自信的讨论主题，对重点、难点及拓展性

山西中医药大学选用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

内容开展课堂讨论、小组讨论或线上讨论。针对学

“十三五”规划教材《中医妇科学》 [4] ，授课总时

生参加讨论、现场发言等情况进行评价和反馈，例

数 72 学时，其中理论授课 56 课时，医疗见习 16 课

如，选择某位中医妇科名家，对其生活经历、学术

时，授课对象为中医学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妇科

传承、医疗执业、济世关怀等方面进行研究，分

学教研室从 2019 年开始实施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

析、挖掘医术与医德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践探索，将中医药自信有机融入课程中，旨在引导

1.3.3

教师提供学习参考书目、课外学

学生在“教与学、学与思、悟与行”的过程中，将

习资源，学生结合个人兴趣与自主学习成果，撰写

中医药自信转化为坚定的专业认同、高尚的职业追

读书笔记。主题包括中医妇科学著名学者的学术成

求与深厚的家国情怀。

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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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发出 125 份，收回 109 份，有效问卷 109 份，

2.2 实践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两次飞跃”理论当

占 87.20%。通过授课前（2019 年 3 月 1 日）、授课

中，第一次飞跃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

后（2019 年 6 月 30 日）的 2 次问卷结果，分析学

程，第二次飞跃是自觉地将理性认识转化为行为实

生对中医药自信融入本课程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增

践和行为习惯的过程，在联系中发展、在发展中递

强专业认同感、职业责任感及中医药自信的评价

进，呈现螺旋式上升的关系。根据以上理论，可以

（见表 2）。

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识分为 3 个阶段，即感性认

表 2 中医药自信融入中医妇科学课程教学前后效果统计[人（%）]

识、理性认识、自觉实践，以启发式教学或以问题

教学效果

授课前

授课后

为导向（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教学法逐

中医药自信融入的必要性

86（78.90）

99（90.83）

层递进，推进教学进程。本文以第六章月经病第七

中医药自信融入的重要性

70（64.22）

98（89.91）

节“绝经前后诸证”为例，依托专业知识，融入中

专业认同感

92（84.40）

102（93.58）

医药自信元素，探讨中医药自信融入教学内容的具

职业责任感

77（70.64）

100（91.74）

体过程，建立起相互交融的教学统一体。

中医药自信

80（73.39）

93（85.32）

2.2.1

启发感性认识

本课程授课对象为本科三年

表 2 显示，“中医药自信融入的重要性”“职

级学生，他们的母亲多数正处于围绝经期的年龄阶

业责任感”授课前较低，分别为 64.22%、70.64%，

段，以课堂提问激发学生对母亲的关怀、理解与

授课后提高最为明显，说明本研究初步实现了预期

爱，提高学生进一步探究母亲生理、心理变化背后

目标，有必要沿此路径开展更深入的探索。授课

的医学专业知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适时引入儒家

后，学生在“中医药自信”方面（85.32%）仍低于

仁爱思想的重要论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其他几个方面，说明学生提高了对中医药自信融入

以及人之幼”，将身为人子、发于自然的爱亲之心

课程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对较为具象

（“孝”），转化为身为医者的“仁”心。

化的“专业认同感”“职业责任感”也比较容易接

2.2.2

以课堂讨论深化学生对中国

受和理解，但“中医药自信”是较为抽象化且内涵

传统“仁孝”观 的理解：“孝”是“仁”的原

丰富的概念，需要进一步根据学生反馈改进教学设

点，“仁”则是由爱亲扩大至广大地域的人际关

计，更需要长期的、全方位的熏陶与渗透才能起到

系，进而将仁爱之心扩大到爱一切事物，所谓“亲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教育效果。

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3.2 教学反思

深化理性认识
[5]

之一的林觉民在其《与妻书》中引用此语，寄托其

相对于课程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来说，课程思

胸怀天下、“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崇高理想，将仁

政目标的复杂性、系统性、长期性特点更为突出，

爱思想融入更宏大、更广阔的主题。

简单的、孤立的、短期的考核及评价方式均难以准

2.2.3

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

确反映课程思政目标的达成度与实施效果，因此，

告中“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下一步我们拟将中医药自信融入本课程的研究重点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社会愿景

放在设计考核及评价方式。一方面，适当增加中医

为主题，要求学生结合课堂学习、社会实践、文献

药自信案例分析、小论文等开放性作业，提高学生

阅读、个人体验等所获得的知识、感悟完成小论

参与医疗实践的要求，纳入范围更广、层次更多的

文，论述“仁孝观”对于中医、中医人的意义与价

社会评价等；另一方面，对思政教育效果评价给予

值，“健康中国”背景下应当赋予“仁孝观”新时

关注并深入探讨，如使用科学方法评价思政元素对

代内涵，并将其升华为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

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程度，诠释所

促进自觉实践

[6]

祖国、忠于人民的思想自觉 ，落实为医疗岗位上

设计的量表、问卷或开放性作业成绩与课程思政教

“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行动自觉。

育效果之间的联系等。

3 讨论
3.1 教学效果

综上，高等本科院校课程思政是一项长期的、
艰巨的育人工程，其目标是与专业教育协同并进，

本研究设计了中医药自信融入中医妇科学教学

帮助大学生形成较为成熟、稳定、正确的世界观、人

效果问卷，问卷对象为 2016 级中医学专业 125 名学

生观和价值观。高等中医药院校则应当培养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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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生命力有坚定信念，对中医药价值保持高度认
[7]

同，对中医药发展前途有坚定信心” 的高水平、
应用型人才。中医药自信为主题的课程思政建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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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2020(4):33-36.
[3] 赵西巨,马义泽.从医学生誓言的流变看医学生价值观念的构成[J].
医学与社会,2008,21(5):59-61.

有效实现以上培养目标的、特色鲜明的育人途径。

[4] 谈勇.中医妇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在教学设计与实践过程中，应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

[5] 吴凡明.论儒家仁孝关系的内在逻辑[J].伦理学研究,2016(5):25-

律、人才成长规律、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不断引入
思政教育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为探索课程思
政有机融入专业课程的实践路径提供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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