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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线上研讨式教学法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引导学生理论与实践并
重。通过线上教学与研讨式教学相结合的方法加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重点问题的理解，促使学生把理
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发挥学以致用的优势。本文以中药药剂学研究生教学为例，分析了线上研讨式
教学的关键环节、对中药药剂学教学的意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策略。线上研讨式教学激发了学生的积
极性，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学生专业实践能力，提高了中药药剂学的教
学效果，今后应更加注重线上研讨式教学在中药药剂学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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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Online Seminar-style Teaching in Postgraduate Teaching of TCM Phar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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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ine seminar-style teaching method takes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and teachers as the
leading factor, and guides students to pay equal atten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through a series of specific
measure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and seminar-style teaching, students can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key issue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be promoted to transform their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to
practical skill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applying what they have learned. This article took the
postgraduate teaching of TCM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key links of online seminar-style teaching,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teaching of TCM pharmacy, existing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nline seminarstyle teaching would arouse the enthusiasm of students,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learn independently and
solve problems independently, cultivate students’ professional practical ability,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CM pharmacy. In the futur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online seminar-style teaching in TCM pharmacy.
Key words: online teaching; seminar-style teaching; TCM pharmacy; application
中药药剂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

科学技术与方法，研究中药药剂的配制理论、生产
技术、质量控制和临床疗效等内容的综合性应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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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学科。中药药剂学研究生课程不仅要求学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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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还需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随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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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不断进步，传统教学法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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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不能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提高学生对课

师提供指导的新型教学模式。

程的自主思考能力，不能加强师生间的交流、及时

2.1.2

反馈学生的掌握程度，不能充分发挥学以致用、充

课程的具体讲解，针对中药药剂学课程的相关问

[1]

课堂指导选题

通过教师前期对中药药剂学

分实践的优势 。

题，经过教师和学生的共同讨论后得出最适宜的选

1 线上教学与研讨式教学相结合

题。在此阶段教师与学生是平等的合作关系，教师

线上教学是以班级为单位组织授课和双向互

对学生的选题予以指导或建议，在选题的过程中仍

动，以录播课为主，采取录播＋线上答疑的形式，

以学生为课堂的主体，学生具有自主选题的权利，

也可以采用直播＋线上答疑的形式。课后辅导可以

并可以对选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7] 。通过选题

采用点播或线上答疑形式。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过程，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吸引学生注

情期间，线上教学为学校开展正常的授课提供了快

意力，唤起学生学习热情。通过共同探讨，师生共

捷可行的教学方式。

同明确立题。由教师发布学习任务，提供解决思路、

研讨式教学目前已是西方发达国家高校中的一

可行性建议，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及与团队协作[8]。

种主要教学方法，它源于早期的德国大学 [2] 。在我

2.1.3

国，1997 年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郭汉民

随机分为 5～8 人的小组，每个小组就自己所选题目

教授将研讨式教学进行了全新的改造，经过不断地

明确分工，进行选题的深度了解、文献查阅、信息

实践与探索，最终创立了适合我国高校素质教育的

分享、观点交流等 [9] 。在交流的过程中充分听取每

全新研讨式教学模式[3-5]。全新的研讨式教学法在建

个小组成员的意见，发挥每个成员的特长，使每个

立对等的师生关系的前提下，改变了国内传统、单

成员积极参与到小组讨论中来，从而增强学生的参

一的教学模式，采用课堂表现、教学实践、期末考

与性，激发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后共同整理

核 3 种评价方式相结合的立体教学模式，提升学生

总结讨论结果。如在液体制剂的制备课题中，小组

的学习积极性，锻炼学生的探索精神和独立思考能

共同讨论制备工艺、具体制备方法的应用条件、各

力，帮助学生构建学习中药药剂学的研究型和创新

个药物在其制备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通过查阅资

型思维，充分发挥中药学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并重

料、分享信息、交流观点的途径针对以上问题进行

[6]

线上小组讨论

在线上直播授课中，将学生

的专业优势 。近年来，在我国国内教育水平不断

讨论。

进步的时代背景下，研讨式教学法因其突出的优势

2.1.4

受到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青睐。

员经共同商讨总结得出结果。以小组为单位，采用

2 线上研讨式教学关键环节

直播总结发言的方式将本组结果进行汇报展示，分

2.1 线上课堂表现

享学习成果[10]。其他学生可针对发言提问，由发言

课堂结果交流

针对所讨论的问题，小组成

课堂表现是线上研讨式教学最关键的环节，也

小组成员解答问题。教师记录各学习小组的发言情

是其区别于传统教学的具体体现。线上研讨式教学

况并提出学习意见与建议，共同改进，形成最终学

课堂表现主要分为课堂前期准备、课堂指导选题、

习成果。

线上小组讨论、课堂结果交流 4 个主要环节。

2.2 课后作业巩固

2.1.1

课堂前期准备

在此阶段教师应该明确自身

线上教学结束后，教师给学生布置适当的课后

的教学主导地位，主要工作是对学生进行教学指

作业，督促学生合理安排课余时间。下次线上直播

导，而学生则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在前期接触学生

课堂上，让学生互相讨论在完成作业过程中遇到的

的过程中细致观察学生的个人特点、学业专长、学

问题与得到的收获。课后作业促进了知识的“消

习习惯等，并结合中药药剂学课程的学习要求制定

化”过程，使知识的掌握进入到应用的高级阶段。

具体可行的教学计划。在制定教学计划的过程中，

通过完成作业，可以提高学生思维能力，针对作业

与学生进行充分地沟通交流，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

中出现的问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在分析和解决

需求和已掌握的学习技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问题的过程中，不仅使新学的知识得到了应用，而

充分调动学生共同学习的积极性。将教师催促学生

且使思维得到了锻炼，思维能力在解决作业问题的

学习、学生被动学习的传统教学模式，转变为学生

过程中迅速提高[11]。课后作业不仅能检查学生学习

主动提出问题、主动解决问题、主动进行实践及教

的效果，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也方便教师掌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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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学习进度，及时调整教学计划。

需求的教学方案[14]。这种沟通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

2.3 最终考核

习的积极性，更好地配合教师的课堂教学，提升学

线上研讨式教学法在中药药剂学课程中的应用
强调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参与性，使学生的学

生的参与度。
5 小结

习变被动为主动。所以在成绩考核环节，改变了传

线上研讨式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能够

统模式单一笔试考核的方法，最终成绩考核由直播

适应新时期高校教育对学生全面发展的新要求，为

课堂表现、课后作业、期末笔试成绩 3 个部分组

我国高校素质教育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持，也为中

成，其中课堂表现占 50%，课后作业占 20%，期末

药药剂学教学提供了全新的教学模式。将线上研讨

笔试成绩占 30%

[12]

。通过改变考核方式，使教学结

式教学应用于中药药剂学教学，既有利于不断完善

构更加合理，教学效果更加突出。

中药药剂学的教学方式，提升教学质量，又能够将

3 线上研讨式教学对中药药剂学研究生教学的意义

研讨式教学进行具体化的完善与改进，为其更广泛

将线上研讨式教学应用于中药药剂学的教学

地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学生自主学习成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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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引导作用，教师引导学生的前提是与学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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