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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专业药理学绪论融合德育教育教学设计方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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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立德树人”的教育观念对现行专业课教育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新的教学手段为达成这
一教学目标提供了更多选择。在实际教学中应不断调整教学设计，有规划地安排教学要素。文章以药理
学绪论教学内容为例，探讨设计教学方案，综合使用线上慕课平台及线下多媒体设备等，使药理学专业
课与德育教育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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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eaching Design of Introduction to Pharmacology Integrating Moral Education to
Pharmacy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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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morality education”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education methods, and new teaching methods provide more choices for achieving this teaching
goal. In actual teaching, the teaching design should be adjusted continuously, and the teaching elements should
be arranged in a planned way. The article took the teaching contents of introduction to pharmacology as an
example, discussed the design of teaching plan, comprehensive used online MOOC platform and offline
multimedia equipment, etc., in order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pharmacology professional courses with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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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是指依据教学大纲、课程标准要求及

念和教学手段均有了新的变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

专业需要，将教学各个元素有序合理地组合安排，

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

确定满足教学对象需求的教学计划，是教学过程中

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

的重要一环。通过精心的教学设计，教师可以更有

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

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同时也可对教学过程进行很好

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

的质量控制。随着现代社会和科技的发展，教学观

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2] 。为了
达到更好的“立德树人”的教学效果，本文以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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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课前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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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第一章第一节，线上资源为药理学慕课平台资

教学资源与方法

药理学绪论为药理学[3]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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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包含教学大纲章节相关视频、文档及扩展等内

上慕课平台，以社会热点内容、身边故事为例触发

容。本章教学采用线上慕课平台结合线下讲授法、

线上教学互动，引领学生进入药理学领域，理解药

案例教学法，理论联系实际，有机融入思想政治内

理学的学习目的及所能创造的社会价值，激发学习

容，充分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德才兼备的专业人才。

兴趣。

⑴学生的知识基础。药理学作为

线上慕课平台打破了教学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临床医学、基础医学与药学的桥梁学科，需要学生

为学习提供更加多元的可能性 [5] 。药理学绪论以我

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药学专业学生在学习药理学

国 自 主 研 发 上 市 的 抗 癌 新 药 泽 布 替 尼

前，已经完成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等相关学

（Zanubrutinib）药品说明书及其研发过程进行课堂

科知识的学习。⑵学生的知识需要。通过药理学的

引入，在线上慕课平台提供相关背景资料，引导学

学习，融会贯通各相关学科知识，掌握药物与机体

生展开思考并参与讨论区活动，回答药品说明书中

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学会正确选择和使用药物，

哪些内容与药理学有关，以及新药研发中药理学发

以及运用药理学知识研究开发新药。⑶学生的认知

挥的作用，教师对讨论内容形成总结，为后续的线

能力。药理学开课在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学生基

下教学埋下伏笔，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和自主学习能力。⑷学生的

1.2.2

思想政治需求。药理学绪论介绍基本的药理学概念

概念和主要研究内容。泽布替尼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和研究方法，阐明药理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任务及

新型布鲁顿氏络氨酸激酶（BTK）选择性小分子抑

其在新药研发中的作用，是药理学后续学习的重要

制剂，2019 年成为中国首个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1.1.2

学情分析

[4]

课堂教学

以案例教学法引入药理学的基本

基石 。通过药理学绪论的教学，使学生充分明确

理局（FDA）“突破性疗法”认证的抗癌新药 [6] ，

学习目的，调动学习积极性；清楚药理学的学科任

2020 年纳入国内医保目录，对于我国自主创新药物

务，强调学习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研发具有重要意义。将泽布替尼药品说明书引入药

1.1.3

⑴知识目标：掌握药物的概念、

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药物的作用机制、适应

药理学的概念，药物效应动力学、药物代谢动力学

证、给药途径、剂量、不良反应、禁忌证、药物相

的内容及关系；熟悉药理学的学科任务；了解药理

互作用、特殊人群用药等，明确药理学的主要学科

学发展简史、研究方法、在新药研究中的作用；了

任务，即研究药物与机体的相互作用及规律，合理

解药物与食物、毒物三者之间的关系。⑵能力目

指导临床用药。

教学目标

标：引领学生建立正确的药理学学习方法及思维方

通过介绍古代本草学及现代药理学，了解药理

法。⑶思政目标：①培养学习兴趣。使学生理解为

学学科发展历史，体会学科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

什么学习药理学，如何学习药理学。明确药理学的

求真务实的科研精神。以屠呦呦教授对青蒿素孜孜

学科内容和学科地位，以及作为桥梁学科的重要

不倦的研究为例，说明揭示真理不是一日之功，而

性，充分调动学生对于药理学的主观学习愿望。

是科研人员潜心研究、不懈坚持的结果；再以我国

②培养爱国情怀。通过药理学发展历史及新药研发

成功研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苗 [7] 为例，明确中国

的最新成果，强化民族认同感和荣誉感，加强爱国

力量在现代药理学中的贡献，鼓励学生做未来药理

情怀的培养。③培养职业道德。通过介绍药理学在

学发展的参与者。

新药研发中的应用，强化科研诚信、实验伦理教

以《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解释“新

育，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对生命有敬爱之心的

药”的概念 [8] ，强调新药研发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意

专业人才。

识。以泽布替尼自主研发的经过 [9] 为例，引入新药

1.1.4

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药物、药理学、药

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的概念；学生学习

研发的基本过程，阐明药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增
强自主研发的信心和民族荣誉感。

兴趣的培养，爱国情怀和职业道德的树立。教学难

药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药理学理论来源于对

点：药动学与药效学的内容及关系；药理学的研究

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的实践研究。药理学实验是药

方法以及在新药研发中的应用

理学教学的重要环节，对药学专业同学而言，掌握

1.2 教学过程

正确的药理学实验思路和方法是必需的执业技能之

1.2.1

线上导入

课堂引入是一块敲门砖，利用线

一。药理学绪论介绍了基本的药理学实验方法、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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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临床实验等内容，此外，还涉及科研诚信[10]、
医学伦理

[11]

等基本职业道德素养。通过介绍科研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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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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