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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医学文献检索课教学中，搜集后疫情时代政治形势、经济发展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课程思
政素材，将其穿插在医学文献检索课的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创新教育、思辨教育及伦理
教育等，使课程思政“隐性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显性教育”高度融合，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
内涵和价值导向，为国家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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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Sele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Medical Literature Retrieval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CHEN Ying
(Library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21, China)
Abstract: In the teaching of the Medical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aterials
about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deology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were retrieved, and
were demonstrated in the teaching of the Medical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patriotism
education, innovation education, critical thinking education and ethics education, etc., which could highly
integrate the “implicit edu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explicit edu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nd strengthen the rich connota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cultivate talents with both ability and virtue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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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分开现象。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几乎波

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

及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全

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其他

球经济危机和全球治理危机相互叠加，疫情防控进

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

入常态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0 年 6 月以来发

[1]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

布的 2 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0 年全球

已有学者研究了不同专业学生在文献检索课程中融

经济萎缩，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

，但对文献检

体，并预计 2021 年保持持续增长[7]。如何精准把握

索课程思政素材的研究不足。本文结合后疫情时代

全球格局的种种新变化，抓住新机遇和新方向，成

的特点，通过对文献检索课程思政素材的研究，进

为后疫情时代中国发展的重要课题。将中国发展战

一步促进文献检索课程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

略、国际局势、医学发展史、抗疫故事等特色鲜明

1 后疫情时代医学文献检索课程思政的重要性

的思政素材融入医学文献检索课程，可以教育学生

入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方法和途径

[2-6]

课程思政有利于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
“孤岛”困境，从根本上改变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

增强判断力和自信心，自觉将个人成长发展与祖国
的发展建设联系在一起。
2 医学文献检索课程思政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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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承担医学生信息素养教育重任的课程。要将最

情，激发学生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决心。

前沿、最精彩、最有说服力的观点和故事充实到课

2.2 结合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创新教育

No. 1

程内容中，把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

从介绍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计划[9]

德观、法治观等内容融入课程教学中，强化思想政

引入专利数据库章节的讲述，分析专利技术对国家

治教育的丰富内涵和价值导向，对学生进行爱国主

科技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意义，专利制度下国家实施

义教育、创新教育、思辨教育、伦理教育等。如何

医疗体制改革的利民惠民政策，教育学生注重自身

在完成课程教学目标的同时，使学生受到感染和教

创新能力的培养。《中国制造 2025》是我国实施制

育，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笔者基于国家卫

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目标是在新中

生健康委员会“十三五”规划教材《医学文献检索

国成立 100 周年进入全球制造业强国的前列。《中

[8]

与论文写作》 ，立足于医学文献检索课程主要章

国制造 2025》颁布后伴随相关政策的推进与落实，

节知识内容，以课程知识为主线，深入挖掘课程思

我国逐渐在诸多领域掌握了技术“制高点”，取得

政元素，搜集课程思政素材，将其穿插在课程知识教

了一大批自主核心知识产权成果[10]。高度发达的制

学中，以实现课程教育与德育教育协同并进，希望为

造业和先进制造技术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

其他课程思政素材选择提供借鉴与参考。

表现，如果顺利推行《中国制造 2025》及创新驱动

2.1 结合医疗数据共享和开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战略，我国将会进入产业链的中上游环节，与美国

医学文献检索绪论包括医学数据的开放与共

形成竞争[11]。专利战略是促进企业产业创新的一个

享，在此内容教学时结合我国医疗数据共享和开放

重要手段，通过灵活运用专利战略，将自主研发的

的事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国在医疗领域积累

核心技术控制在自己手中，可促进企业创新资源的

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和观察数据，但数据分散，尚无

交换与共享，进而提升整个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促

统一的机构库或平台进行管理，造成同种类型的科

进制造业升级，把我国建设成为制造业强国。结合

学数据分裂、不同项目的科研交流不畅、数据难以

电影《我不是药神》，分析中国和印度专利制度的

共享等，在国家和政府的推动下，建成了国家人口健

发展，提出中国实施专利制度的必要性，我国在促

康科学数据中心（https://www.ncmi.cn/index.html），

进全球新药研发和推广应用方面应有的大国担当，

涉及多个医学学科的数据资源，应用于科研院所、

同时介绍近年来医疗体制改革的措施，如对部分抗

高等院校、政府部门、医疗机构等，服务于科技计

癌药物实现零关税、国家层面与药企谈判大幅度降

划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重大工程，真正实现

低抗癌进口药物价格、将更多药物纳入医保机制

了“利用人口与健康科学数据服务健康中国，惠及

等。据统计，2017 年医保药品目录进行了很大调

百姓生活”的目标。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

整，相较于 2009 年的医保药品目录，共增加了 339

初期，中国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疫情信息，

种西药和中成药，增幅为 15.4%[12]。这些惠民利民

先后提交病原学鉴定取得的初步进展及核酸检测引

政策，体现了国家和政府不断完善医疗体制改革、

物探针序列信息，并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也警示我国须攻坚

息开放，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发布；疫情期间，

医药领域，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提升生物医药产业

迅速建立全国疫情信息发布机制，实事求是，透明

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以上事例让学生意识到，科技

公开疫情信息，使全国人民及时获取疫情进展信

创新是一个关键变量，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离

息，做好疫情防护。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

不开高素质创新人才，每个人都是祖国未来建设发

发，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

展洪流中的一滴水花，每个人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决策，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

兴中国梦的参与者和书写者。

第一位，中国人民风雨同舟、众志成城，构筑起疫

2.3 结合希波克拉底的故事进行思辨教育

情防控的坚固防线，体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

在讲述循证医学发展史时，引入希波克拉底的

中国速度和中国担当，深刻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提

故事，追溯循证医学思想的发展源头，结合循证医

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上事例贴近学生生

学的实践模式和思想方法论进行思辨教育。希波克

活，不仅可以使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还可以增强

拉底虽被后世尊称为“医学之父”，其“体液学

认同感、幸福感、安全感、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

说”“癫痫病因论”等学说也曾在医学史上具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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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义，但至今仍然适用的医学理论几乎没有，希

思政素材，具备长期作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阵

波克拉底的伟大贡献不仅是他的医学誓言和医学箴

地的天然优势。医学文献检索课程思政旨在利用好

言，而是以经过严格检验的“临床事实”来指导实

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使课程思政“隐性教育”与思

践的医学思想精髓。在疫情防控中，“敢医敢言”

想政治理论课“显性教育”高度融合，同向同行，

的钟南山、“人民英雄”陈薇、数百万白衣天使、

形成协同效力。后疫情时代，选择合适的思政素材

不计其数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抒

融入课程教育，可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认同感和

写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战疫故事。这些故事让医学生

使命感，在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

明白作为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应具备思辨能力，用

质等方面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为国家培养德才

辩证思维思考问题，遇到问题不能人云亦云、只关

兼备的人才。

注某专家的说法、某篇文章的观点，应学会查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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