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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和创新思维为推动创新中国建设提供重要遵循，创造性人才的培养符合当代国情要求。
药理学是医药院校重要的基础学科，在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和新药研发中发挥重要作用。该课程的理论体
系涉及多个学科的内容，知识点复杂，给教学带来很多挑战。同时，药理学理论体系也具备丰富的内在
逻辑。创新思维的逻辑训练在提高药理学课程的学习效率和知识转化率、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培养
创新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常用的逻辑训练方法包括演绎推理法、归纳推理法、实验法和批判性思
维法等。实践结果发现，在教学过程中嵌入逻辑方法训练，有助于增加师生互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及培养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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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Logic Training Method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Pharmacology
DONG Shi-fen, SUN Jian-ning, FANG Fang, JIA Zhan-hong, CHANG Hong-sheng, SUN Wen-yan,
WANG Jing, ZHANG Yi, ZHANG Shuo-feng*
(Schoo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Innovation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provide important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China,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reative talents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contemporary national
conditions. A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harmacology plays a key role in
guiding clinical rational medication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pharmacology involves multidisciplinary contents, and the knowledge points are complicated, which would
bring many challenges to teaching process. Meanwhil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pharmacology also involves
rich internal logic. The logical training of innovative think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class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knowledge conversion rate of pharmacology, as well as enhancing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The common training method sinclude deductive reasoning,
inductive reasoning, scientific experiment, and critical thinking. Practice results have found that embedding
logical training methods in teaching process can increas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mprov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and cultivate innovative thinking.
Key words: pharmacology; teaching; logic training methods; innovativ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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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的培养离不开逻辑思维的训练，药理

前提的判断要求严谨，需要基于大量事实或者研究

学课程是医药院校重要的基础学科，其学科理论体

结果归纳获得。

系中看似零散的知识点包含着许多逻辑，教学过程

2.2 归纳推理法

中逻辑思维的训练对增加师生互动、提高学生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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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推理法指根据一类事物的部分对象具有某种

学习能力及培养创新思维具有重要作用。

性质，推出这类事物的所有对象都具有这种性质的推

1 逻辑、逻辑思维的概念

理，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如经验公式、物理学原

逻辑（logic）由希腊语 logos 转变而来，包含两

理等。例如，用于传出神经系统的药物种类多，产

部分：一是 episteme，二是 techne。前者是抽象的逻

生的药理现象复杂，因此可依据传出神经系统的特

辑，后者是实用的逻辑法则。前一部分就是现在的

点进行讲解并简明归纳，如讲到 M 样作用时，可归

知识论，后一部分反变为抽象的形式逻辑。自数理

纳为“血管扩，心率慢，血压降，身出汗，肠胃

逻辑或符号逻辑兴起，知识论与逻辑学开始慢慢变

痉，气管挛，瞳孔小，口流涎”，有助于 M 胆碱受

[3]

成两种不同的学问 。逻辑作为理性认识阶段的思

体激动药和阻滞药的学习。在完成章节的学习之

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的主要体现者，是人们认

后，还可以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系统归纳并梳理

[4]

识世界、沟通交际的主要思维形式 。
逻辑思维（logical thinking）是思维的一种高级

学习的脉络，整合旧知识，激发新思维。
2.3 类比推理法

形式，是人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以概念为操作的基

取象比类是中国传统哲学与逻辑思维中的重要方

本单元，以判断、推理为操作的基本形式，以辩证方

法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医家建构理论的重要方法，这

法为指导，间接地、概括地反映客观事物规律的理性

种方法源于《墨辩》的类概念和《周易》的卦辞、爻

[5]

思维过程 。逻辑概念、逻辑判断、逻辑推理和逻辑

辞。《墨辩•小取》曰“以类取，以类予”，同时墨

证明是建立各门独立科学的系统体系的基础。逻辑思

家逻辑提出了“辟”“侔”“援”“推”等具体的推

维在教学实践、学术交流、认知原理、科研活动以及

论形式[6]。取象比类思维方法具有比较方法的特征，

阐述各学科系统理论中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思维方法，是确定分析对象

2 药理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创新思维的逻辑训练方法

之间异同点的一种逻辑方法。例如，《黄帝内经》理

药理学课程是医药院校非常重要的基础学科，

论内核之一的“藏象说”，处处体现出取象比类的逻

作为桥梁联系着基础与临床、药学与医学，指导临

辑思维方式，包括以四时五行取象比类阐释脏腑功

床合理用药，也是新药研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本

能、以日月江河取象比类描述气血运行、以天地阴阳

涉及药物品种多，构建知识体系需要多门相关课程

取象比类构筑整体观等[7]。

的参与，内容复杂，同时药理学也是一门实践性很

类比、演绎的思维模式在研究中药作用过程中同

强的课程，因此教学目标包括知识层面、技能层面

样具有重要作用，如法象药理理论,依据药物的外部表

与价值观层面。创新思维的逻辑训练在提高课堂的

现如形、色、质地、习性等来解释药物的作用机制，

学习效率和知识转化率，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运用象思维的方式来思考中药药理的研究方法[8]。具

培养创新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中医药大

体而言，是把药物的性效功能与阴阳寒热、气味厚

学中药学院（以下简称“我院”）在药理学课程教学

薄、质地色泽、采收时月、入药部位以及药材生熟等

中所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演绎推理法、归纳推理

联系起来，认为物从其类，同形相趋，同气相求[9]。

法、类比推理法、实验推理法、批判性思维法等。

宋代《圣济经》中明确提出“法象”一词，并强调了

2.1 演绎推理法

药物形色气味法象之理，认为“天之所赋，不离阴

演绎推理法是由一般性前提到个别性结论的推

阳，形色自然，皆有法象”，“物生而后有象，象后

理，如三段论、数学归纳法、反证法等。例如，钙

而有滋……本乎地者味自具，本乎天者气自彰”。金

离子通道阻断剂常具有降血压的作用，硝苯地平是

元医家进一步发展法象药理，用气味厚薄、升降浮沉

钙离子通道阻断剂，所以硝苯地平具有降血压的作

之理归纳药物药性，按天地五运之象，将药物分为风

用。如果前提的判断正确，过程推理形式合乎逻

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 5 类[10]。

辑，则可推理出潜在的“新知识”，这种结论往往

2.4 实验推理法

具有新颖性和实用价值。但是这种推理过程，对于

药理学属于自然科学的基础应用学科，药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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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和原理的揭示依赖于科学研究的开展。经典的

术及其在中药研究中的应用进展》[18]等综述已经发

科学研究-般包括观察-提出问题-多方求索-构建假说-

表，学生也在相关领域开展了实验探索。

检验假说（通过实验或信息搜集）-优化假说-提出理

3 实践体会

论-交流成果等基本过程。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劳

医学领域强调逻辑思维能力训练由来已久。早

动，要求具备逻辑思维、逻辑方法基础。在药理学

期，主要把医学逻辑作为临床诊断的推理来使用。

教学和科研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开展实验课程、申

到 20 世纪 50 年代，对医学逻辑有了专门研究，出

报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以及配置科研导师等，着力

现了从传统的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和概率逻辑等方

培养大学生提出问题、确定选题的能力，批评、判

面对医学逻辑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医

断各种假说的能力，验证假说（假设、方案）是非

学逻辑学是对医学思维的逻辑学研究，主要包括医

真假的能力，即设计实验、深入考察、观察事物的

学研究中的科学实验思维、预防医学中的疾病防治

在讨论药理学研究中的几个辩证

思维、临床医学中的“临床思维”[19]。中医思维具

关系中提出，自觉地循着唯物辩证法指引的方向进

有逻辑，其形式既有辩证逻辑，也有形式逻辑，以

行药理学研究，有助于更深刻、更准确、更全面地

辩证逻辑为主；基本方法包括演绎推理、归纳推

揭示药理学的内在规律与本质，促进药理学的迅速

理、实验推理法等，以演绎推理为主[20-21]。

能力。盛宝恒等

[11]

发展。这些辩证关系包括结合实验条件分析实验结

将逻辑思维嵌入药理学教学，即是将逻辑原

果、大胆探索的同时要充分利用信息、通过对照实

理、逻辑规律、逻辑形式与逻辑方法运用到药理学

验揭示因果关系等。

教育教学活动中，实现教育教学方法的逻辑技术

2.5 批判性思维法

化，以服务教育教学为首要标准，以提高教育教学

所谓批判性思维，是指有目的性的对产生知

质量为目标，其研究对象为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中

识的过程、理论、方法、背景、证据和评价知识

的具体逻辑问题，对解决本学科领域的具体问题颇

的标准等正确与否做出自我调节性判断的思维过

有裨益[22]。我院通过教学实践，获得很好的效果。

程 [12-13] 。 批 判 性 思 维 是 人 类 思 维 发 展 的 高 级 阶

3.1 师生互动增强，实现了教学相长

段，是善于用分析性和建设性的理论方式对疑问

药理学教学过程中嵌入逻辑思维的训练后，在

和挑战提出解释并做出判断，而不是同样接受不

课堂教学过程中采用归纳、演绎、类比、证伪等逻

同解释和判断

[14]

。批判性思维的学习是正确理解

辑方法，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课程的学习兴

逻辑观念，准确、合理、有效掌握并使用逻辑的

趣，增强多方位知识的关联性，药理学枯燥的术语

技术方法的要求

[15]

，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同样是创
[16]

和记忆内容变成符合逻辑推理的结论，增加了知识

，已经列入药理学教学目

的转化率。无论是课上还是课下，提问的同学数量

标。我院主要进行了以下实践：在课堂教学时开

增加，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也得到了提升。此外，药

展《我与老师同讲一节课》活动，鼓励同学广泛开

理学的课堂大大延伸，从教室、实验室延伸到图书

展调研，对教师讲课内容进行质疑和挑战。如在讲

馆、互联网等，学生可以随时将新的资源与教师分

授《抗癫痫药与抗惊厥药》一章时，有学生指出国

享讨论，实现了教学相长。

际 抗 癫 痫 联 盟 （ 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3.2 培养正确的学习态度，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Epilepsy，ILAE）分别于 1981 年、1989 年、2010

药理学的学习不能只停留在知识学习的层面，

年和 2017 年对癫痫发作和分类框架的相关术语及概

还要求学生学会整合旧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发散思

念进行修订，所用教材的标准和分类比较陈旧，因

维，创造新模式、新方法，构建自己的药理学知识

此依据新的疾病发作类型对药物进行了分类；教师

体系，应用到临床和科研工作中去。在这个过程

在辅导大学生创新创业课题以及担任科研导师的过

中，逻辑思维的培养，有助于催生学生内在学习动

程中，鼓励学生在实验活动开展前调研文献，进行

力，从而借助多种平台和手段，对药理学的规律和

文献综述的写作和汇报，这个过程有助于学生在调

原理进行发现和解析。

研的过程中独立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提出科学假

3.3 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

新人才培养的依托

说，并且保持兴趣继续研究。如《糖尿病及其并发
症与 DNA 损伤、修复的研究进展》

[17]

《微循环技

创新思维是对已有知识、经验和成果的重新构
建。药理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经典理论和药物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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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帮助学生学习目前临床常用药物的药效作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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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作用机制。科研活动的开展，需要依据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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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科研结果和文献研究结果，提出问题，并解

904.html?authkey=gwbux.

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首先学会的是如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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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晓芒.创新思维的逻辑学基础[J].南开学报,2006(6):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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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加良.中国“类”范畴的发展与演变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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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4(6):62-6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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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中华本草:第 1 册[M].上海:上

维能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通过思维的敏捷转
换和灵活选择，突破和重新建构已有的知识、经验
和新获取的信息，以具有超前性和预测能力的新的
认知模式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本质及规律，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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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以逻辑思维为基础，在创新思维活动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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