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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诊断学气血辨证翻转课堂的实施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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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气血辨证是中医诊断学课程病性辨证的重要内容。为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辨证分析能
力，在气血辨证教学中引入翻转课堂教学理念，对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过程和学生学习过程进行教
学改革，并对教学效果进行调查。发现翻转课堂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
可为中医院校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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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of Qi-bloo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 TCM
Diagnostics
LIU Wen-lan, WANG Zhi-yu, YANG Zheng, WANG Jia-jia*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9, China)
Abstract: Qi-bloo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disease natur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 TCM diagnostics.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bility, the concept of flipped classroom was introduced in the teaching of qi-bloo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eaching reform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before, in and after class. The teaching effect of flipped classroom wa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lipped classroom could help to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problem analysis,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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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医学教学方式以课堂讲授方法为主，

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以下简称“本院”）在中医诊

教师参考教学大纲，结合教材内容及科学研究进

断学课程气血辨证教学中应用该教学方式，获得了

展，通过多媒体进行知识展示并讲解。学生通过听

很好的教学效果。

讲、记笔记、做习题及课后复习、测试等将知识点

1 中医诊断学气血辨证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理解并记忆，进而通过实践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中医诊断学是在基础与临床之间的桥梁课程，

在这种教学方法中，学生的学习过程较为被动，综

属于中医学课程体系中必修的主干课程 [1] 。中医诊

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难以得到提高，学习效

断学的内容包括诊法学与辨证学两大部分，辨证学

率较低。随着教学改革的推广，翻转课堂教学受到

部分主要包括八纲辨证、病性辨证和病位辨证三部

广大教师的重视，该教学模式改变了学生被动学习

分内容，气血辨证属于病性辨证的重要内容。教学

的状态，更加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主性。首都医

大纲要求学生掌握气病、血病辨证各证的含义、临
床表现及辨证要点，初步学会对临床病例进行气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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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传统教学方式对知识的内化往往是在课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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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临床病例的辨证能力在后期的临床实践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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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提高。为了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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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辨证的教学效果，在课堂中培养学生辨证分析的能

3 气血辨证翻转课堂的实施

力，我们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翻转课堂的教学改

3.1 课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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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本院 2020 级中医本科学专业的学生在中

革。

医诊断学课程气血辨证部分进行翻转课堂教学改

2 翻转课堂教学改革的应用现状
翻转课堂译自“flipped classroom”或“inverted

革。教师在课前给学生提供学习资源，布置学习任

classroom”，也称颠倒课堂。翻转课堂指学生通过

务：首先将教学目的和要求发给学生，明确告诉学

网络视频等形式进行自主学习，在课堂上使用主动

生通过学习需要达到的要求；同时将中国大学慕课

学习方法代替传统教学方法，达到深入学习的目

中 医 诊 断 学 （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

的。这个概念最早于 20 世纪 80 年代被一些充满热

BUCM-1206420806?from=searchPage ） 作 为 学 生 课

情的老师使用，他们在上课前向学生分发阅读材

前自主学习的主要途径，要求学生不仅认真听讲，

[2]

料，课堂上进行深入学习 。1996 年，美国密西根

仔细记笔记，而且将自己不懂的问题填写在老师发

大学商学院教师 Lade M J 和 Platt G J 首次提出了

的问题调查表里。教师在课前收集学生的问题，进

“翻转课堂”的设想，并在面向大二学生开设的

行分析、总结，为课堂答疑做好准备。同时，教师

[3]

《微观经济学原理》课程中实践了这一设想 。

对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进行分析，精心准备在课堂进

“翻转课堂”教学法在人文学科中已使用多年，医

行讨论的典型病例，为课堂授课做好准备。

[4]

3.2 课堂教学

学教育也逐渐使用该教学方法 。
目前，翻转课堂在我国医学教育领域得到了广
[5]

教师首先讲解本次教学的重点内容和难点内

泛应用。张小玲等 对生理学课程进行翻转课堂的

容，针对学生的问题进行答疑，然后将学生分组，

改革，将临床医学专业学生随机分成两组，分别采

对典型病例进行气血辨证后，每组选 1 名学生进行

用翻转课堂和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教学。结果显示，

汇报，其他小组进行评价。在整个过程中，教师进行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组的学生对论述题的回答情况较

指导，并做总结。最后，教师通过问卷星发布测试

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文

题，学生进行答题。测试结果显示，2020 级中医本

[6]

字表达等能力有显著改善。曾常茜等 运用翻转课

科学专业 37 名学生中，31 名学生对基础知识掌握

堂对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教学进行改革，问卷调查显

较好，正确率为 83.78%；34 名学生辨证分析能力掌

示，学生对翻转课堂的满意度良好。除理论课程

握很好，正确率为 91.89%。说明本次教学改革收到

外，翻转课堂尚被运用于实践课程的教学中。袁秀

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7]

英等 将临床医学系学生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对

3.3 课后教学效果调查和评价

照组采用妇产科传统教学方法，试验组采用翻转课

课后，教师通过问卷星调查学生对本次翻转课

堂和虚拟现实技术教学法，结果显示，应用翻转课

堂教学的感受和收获，自主学习能力、学习效果、

堂的试验组学生临床实践能力、基础理论知识和综

辨证能力、基础知识的掌握、分析问题的能力等。

合答辩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实践教学也可

全班 37 名学生，收回调查问卷 36 份，均为有效问

以使用翻转课堂教学法。越来越多的中医学课程也

卷。调查结果显示，通过课前自主学习，与学生既

[8]

应用了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谢文英等 将翻转课

往各项能力比较，其中 20 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有很

堂应用于中医诊断学的理论课和实训课，发现翻转

大提高，一般提高为 16 名；16 名学生分析问题能

课堂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中医辨证思维和临床实践技

力有很大提高，一般提高为 20 名；10 名学生对气

能，也有利于实现向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的转

血辨证基础知识掌握很好，一般掌握为 25 名，掌握

变，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于晓

较差为 1 名；13 名学生对气血辨证病例的辨证能力

[9]

飞等 将翻转课堂引入中医诊断学脏腑兼证辨证的

很好，辨证能力一般为 23 名。

教学实践过程中，使学生成为教学主体，学习方式

综合以上结果可见，翻转课堂教学有助于培养

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思辨，更高效地利用课堂时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学生自我感

间，有利于学生中医辨证思维的建立。以上教学改

觉翻转课堂教学对于掌握基础知识方面效果一般，

革说明，翻转课堂在医学教学领域得到了广泛认

但测试结果显示基础知识部分的正确率较好，使用

同，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教师在课堂上以解决重点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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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问题为主，不再对一般的基础知识进行详细讲

知识及病例辨证，以便全面考核学生的掌握程度。

解，对于习惯于在课堂上进行基础知识学习的同学

本次气血辨证翻转课堂中，大多数同学能够认真记

觉得通过自主学习对基础知识的学习不如在课堂上

笔记，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问卷星考试成绩优良，

听老师讲解效果好，反映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差

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有少部分同学在学习过

异。

程中抓不住重点，所提的问题没有经过思考，辨证

4 讨论

分析能力较差，对这部分同学需要课后进行个性化

4.1 选择合适的内容实施翻转课堂教学

辅导，对学习方法、学习态度进行指导，方能取得

需选择学生前期知识掌握良好的内容进行翻转

较好的教学效果。

课堂教学改革。由于学生在中医基础理论学习中对

总之，通过本次翻转课堂教学改革，培养了学

气血理论掌握较好，并已学习了八纲辨证和六淫辨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了学生的辨证思维能力，

证，对辨证的学习方法有所了解，中国大学慕课又

达到了教学大纲要求的教学目的，为今后中医院校

有丰富的学习资源，因此，选择气血辨证内容实施

教学改革提供了思路。

翻转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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