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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内经选读课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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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经选读是中医本科专业学生学习《黄帝内经》的必修课程。为了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现代教学理念，在教学中应用微课、慕课、翻转课堂、思维导图、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的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模式，能够提升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在教学工作中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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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 in the Course of Nei Jing Xuan Du
WANG Zhi-yu, DONG Xiao-ying*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9, China)
Abstract: Nei Jing Xuan Du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students of TCM.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modern
teaching concept of “student-centered”,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 in
teaching, such as micro-courses, MOOCs, flipped classrooms, mind maps, knowledge competitions, etc., 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stimulat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It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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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在《汉书•艺文志》所载“医经”
“经方”“神仙”和“房中”4 类中医典籍中被收

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对内经选读课程教学改

革的必要性

录于“医经”中，是中医研习者的必修书。内经选

近几十年来，内经选读课程教学主要采用传统

读作为中医本科专业学习《黄帝内经》的必修课

的教学方法，随着现代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模式的改

程，自 1956 年开始中医本科教育以来具有举足轻重

变，西医课程增加，学生见习实习在医院以中西医

的作用。作为精品教学的示范者，首都医科大学中

结合的教学模式为主，大学二年级开始的内经选读

医学专业一直秉承小班精品的教学模式。为了使教

课程，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学习，主动探索

学更有深度，帮助学生更加热爱经典，笔者对内经

能力不强，完成教师要求掌握和背诵的内容之后不

选读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了实践探

再深入学习，知识体系局限在教师设定的框架之中，

索，有效促进了学生对经典课程的学习。线上线下

无法将所学的知识主动应用在临床实践中[1]。

混合式教学模式以线下课程为主体，充分利用线上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做出重要

资源，结合新的教学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尤

批示，强调“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

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得到了实践的检

守正创新”，在新的教育背景下，如何调动学生自

验，是值得推广的一种教学方式。

主学习能力，让这门经典更好地被传承，是摆在教
师面前的问题。

基金项目：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3＋3 工程”（2012-SZ-C-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是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

41）

势和互联网络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使教学过程“线

第一作者：王智瑜，E-mail: wzygz2009@163.com

下”与“线上”有机结合，在课程设计和知识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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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课堂教学与信息技术融合，提高教学效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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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等学习材料自学，课中由教师组织学生通过小组

的应用

协作学习、作业答疑、成果展示、互动交流等方式

2.1 微课攻克教学难点

展开课堂教学，促进教学绩效最大化的一种新型教

《黄帝内经》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

学模式 [5] 。在内经选读课程教学中，将与临床结合

期，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其理论抽

紧密的内容进行翻转课堂设计，给学生提供前导性

象，文理深奥，如何讲好《黄帝内经》一直以来都

学习资料，如视频、论文、医案等，学生在自学

是一个挑战，在《灵枢•官能》中针对教学有“不得

后，分小组进行探讨，整合问题，设计教案；在课

其人，其功不成，其师无名”之说，“其人”即指

堂教学中由教师引导，各小组分别发言，全班讨论

热爱中医、钟情岐黄且有一定悟性的可造之才。如

甚至辩论，教师针对难点问题进行讲解。例如，在

何培养学生对中医的热爱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样，

《素问•痹论篇》的教学中，许多疾病会出现痹证的

《素问•气交变大论篇》提出“得其人不教，是谓失

症状，教师在课前将原文中重点的词句讲解并录制

道”，指出作为教师若没有尽责教也会造成过失。

5 节小微课程，整理和该篇相关的文献资料，筛选

由于内经选读课时有限，教学中一些需要拓展

与该病相关的古今医案数则，将该篇的学习方法整

的知识难点不易讲清，学科组集体备课时提炼《黄

理成文本资料。上述内容在课前 1 周发给学生，学

帝内经》教学中每一章节的重点及难点，利用现代

生以小组协同方式自学并梳理问题，课堂上学生已

信息技术，制作成微课，导入 BB（BlackBoard）平

经对原文基本理解，对于其中的深层含义进行探

台，在开课之前作为预习的关键点，指导学生观看

讨，如“五脏痹”与现代疾病的关系，“五脏痹”

学习，同时要求学生在自学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在

与“六腑痹”的关系和发展过程等，教师结合学生

小组群中讨论，注重协作合作学习，培养发散性思

的问题进行点评，强调本篇的重点、难点，引导学

维，激发内经选读课程学习热情，使学生能最大效

生深入认识经典的现代意义。学生由被动学习变成

率地完成知识的内化与固化。

主动学习，显著提高了教学效果。

2.2 慕课拓宽学生视野

2.4 思维导图辅助学生整理知识体系

古人把具有一定法则、一般必须学习的重要书

思维导图以层级形式，使用不同的颜色、线

籍称之为“经”，唐代医家王冰言，《黄帝内经》

条、底纹、图形等绘制层级图，将思维可视化，并

“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慕课（大

将思维框架、知识体系构建起来。思维导图是梳理

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MOOC）作为一种新的教学

知识体系的有力武器，可为学生复习知识带来巨大

模式，为教学改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在国内

的裨益[6]。

外的教学应用实践中受到了师生的普遍欢迎 [3] 。近

在内经选读教学中，学生课后复习时往往只是

年来《黄帝内经》慕课也开始上线，教师提前观

背诵知识点，难以抓住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脉络，也

看、遴选慕课，选择其中的重要片段及知识点，让

难以与授课教师所讲内容产生共鸣。为了让学生更

学生在开课之前作为预习视频学习，使其对内经选

好地掌握《黄帝内经》的真谛，我们教授学生使用

读课程先有了解并思考，以促进后续学习。

思维导图的方式进行复习——选定知识主题或划定

2.3 翻转课堂调动学生主动思考

条文范围，让学生制作思维导图，学生在线上提交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过，“对古人的东西要有

思维导图后教师予以指导修正。例如，在制作《素

两种态度，一是照着讲，二是接着讲。照着讲就是

问•上古天真论篇》思维导图时，学生会联想到《灵

还古人本来面目，重述古人的东西；接着讲，即从古

枢•天年》的生命节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

人的东西出发，将古人提出的问题向前推进，开出新

的生命阴阳变化规律等内容，将其编纂在一张导图

[4]

局面，达到新境界” 。一直以来，《黄帝内经》

中，使学生更容易厘清经文的脉络，抓住课程的重

教学即秉持此观点，一方面讲清楚经文本意，然后

点，整合相似内容，减轻学习负荷，提高学习效

讲清楚其临床指导意义。但是，对于大学二年级的

率，更快地获得成就感，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从而

学生很难认识和理解如何将理论应用于临床。翻转

形成良性循环。

课堂（flipped classroom）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2.5 知识竞赛使经典学习寓教于乐

翻转课堂是学生在课前通过教师提供的教学视

为了提高学生对内经选读课程的兴趣，创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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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良好的教与学的环境，提升教学效果，提高教学

知识竞赛进行整合，形成了多元化课程设计，围绕

质量，教师将知识竞赛引入教学过程。结合全国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优化“以教为主”的传

《黄帝内经》知识竞赛的形式，建立知识竞赛储备

统课堂教学模式，提高了教学效果，激发了学生学

题库（包括向学生征集的竞赛题目、教师根据教学

习热情，使学生对中医经典更加热爱，并且学会了

重点难点挑选的题目等），近两年按照《中医经典

自我学习、快乐学习。

[7]

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教师在教学过程及启发

能力等级考试指南》 进行完善，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参与知识竞赛。

引导学生方面仍发挥主导作用，教师需花费较多精

向学生征集竞赛题目，可以更好地让学生融入

力提前完成大量准备工作。在具体的实施中，如何

竞赛过程，这种方式不仅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

管控好学生线上的自主学习、如何驾驭好线下的翻

的教学理念，更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转课堂等，都是对教师的责任心和创造力的巨大挑

性。好的题目都是建立在对知识点良好理解的基础

战。因此，应加强全教学过程的管理，提高教师线

之上。学生通过出题，加深了对《黄帝内经》的认

上教学活动的参与度，这样才能使线上线下混合式

识和理解，也激发了对经典理论的探索热情。通过

教学模式不断完善，贯彻“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首都医科大学五年制中医学班 2012－2021 级连续近

的教学理念，培养衔接古今的现代中医药人才。

10 年的尝试，我们认为这种教学形式能有效提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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