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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形成性评价的中医药学研究生科研方法学课程
模块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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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700
摘要：中医药学研究生科研方法学课程既是指导科学研究的基础，又是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引入形
成性评价，从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核方式、评价体系 4 个方面优化课程体系构建，形成在理论中配
合实践需求、在实践中结合理论指导的双向调整模式，以成果为导向，整体提升中医药学研究生的基本
科研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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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Course for TCM Postgraduates with Formative
Evaluation
LIANG Jia, WANG Le, HU Chun-yu*, ZHANG Wen-peng
(Graduate School of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methodology course for TCM postgraduates is not only the basis for guiding scientific
research, but also a course with strong practicality. This system introduces formative evaluation, optimiz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from four aspect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form, assessment method,
and evaluation system, and forms a two-way adjustment model that matches practical needs in theory and
combines theoretical guidance in practice, and is outcome-orient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literacy of TCM postgraduates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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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研究生教育是中医药学科创新发展的

的教学投入不足 [1] ，需要在研究生阶段开设医学科

策源地，在培养中医药创新人才、提高医疗卫生创

研方法学课程，引入形成性评价，以成果为导向，

新服务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问题为抓手，构建匹配不同层次、不同学位类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生的科学研究素养是推动中

型、不同专业方向的中医药学研究生科研方法学课

医药学科领域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其研究

程体系，以满足研究生在读阶段的基本科研需求，

生阶段的科研思路与方法的教育教学极其重要。

满足研究生导师对所指导研究生基本科研素质的需

由于中医药学本科教育中对于科研思路与方法

求，为医学科研方法学类课程建设提供借鉴。
1 中医药学研究生科研方法学课程开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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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医药学研究生培养层次种类、培养专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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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有较大差异，以中国中医科学院为例，有

• 64 •

Chines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un. 2022

Vol. 46

No. 3

专业型、学术型的博士、硕士学位，涉及中医学、中

论文撰写。

西医结合、中药学、管理学等一级学科，有中医内、

2.1.2

外、妇、儿、五官、针灸及情报学等多个专业方向。

献研究方法、动物实验方法、医学研究实验设计与

研究生的培养层次和专业方向不同，对教学的需求

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方法、临

亦会不同。第三，开展医学科研方法学课程的方式

床研究设计衡量与评价（循证医学方法）6 个部

多样，有的院校是理论课程教学，课程偏于枯燥，

分。该模块供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的研究生选择，

可操作性不强，学生兴趣不高，学习成果欠佳；有

并组建适合自己专业方向的学习模式，研究生根据

的院校是专题专家教学，系统性不强，缺乏针对

自己的科研需求，结合导师课题研究需求及自己感

性，无法满足研究生和研究生导师对科研理论基本

兴趣的内容，选择其中 3～5 个部分，学习科研方

方法的需求。第四，目前中医药学研究生科研方法

法，拓展科研思路。

学课程尚无可借鉴的成熟的教学方案、规范统一的

2.1.3

教材，没有针对不同研究生群体的较细致的分类，

沿，讲解学科发展中的思路、问题、困难、阶段及

与国家对于中医药学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契合度不高。

成果，使研究生对中医药学科研方法有整体的学习

中医药学研究生科研方法学课程是本科与研究

中医药科研基本知识结构模块

中医药领域科研视角模块

包括医史文

结合领域研究前

和理解，提升其科研认知的水平和高度。

生的衔接课程，是研究生对科学研究进一步接触的

2.1.4

关键，培养最初步、最基本的科研理念和素养，既

位育人格局，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理论指

是基本科研知识、理论、思路的指导，又是科研实

导实践，形成协同效应，促进学生以科学理论指导

践的指导，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性课程。如

科研实践，严守学术道德，培养科学家精神、医学

果课程只针对理论进行讲授，没有实践指导，抽象

家精神。

的内容则会显得枯燥乏味，影响学生学习的兴趣，

2.2 以成果为导向，丰富教学形式

[2]

构建全员、全程、全方

科学研究基础模块与中医药科研基本知识结构

降低学习效率和成果 。
2

课程思政教育模块

引入形成性评价的中医药学研究生科研方法学课

模块实行过程式教学，以成果为导向，注重“一边

程模块

听，一边做，讲完即做成”的教学效果。课程讲解

2.1 以需求为中心，组建教学模块

将基础理论严格划分层次，每一部分内容讲授后即

通过了解研究生、研究生导师的需求，分析研

有实操练习，从科研课题选择开始，逐步实践成

究生对医学科研的理解、基础知识储备的要求及兴

型。教学的过程是将内容转化、学习成果制作和产

趣关注的主要方面，结合研究生导师要求学生进入

出的过程。这样既能激发研究生的学习热情，又能

课题研究前需要具备的科研素养、要求掌握的科研

促进其养成学以致用、以用促学的学习习惯。中医

方法及内容，进行医学科研方法学课程的模块化设

药领域科研视角模块教学，以讲座、云参观研究基

置和组建。参考“十一五”至“十四五”期间中医

地及线下短期实践项目等形式进行，研究生结合其

药各学科教材，提炼出与科研思路建设及科研方法

自身发展及导师需求进行选择和学习。

密切相关的内容，包括医学科研思路与方法、中医

基于学位层次的要求不同，专业型和学术型研

药科研思路与方法、医学伦理学、护理伦理学、文

究生培养方向的差异等，进行科研方法学模块组

献检索与利用等，组建中医药领域科研方法学课程

建，设立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医学科研方法学课程教

小模块。教学内容既包括医学基础科学研究理论，

学体系，理论与实践结合，提高研究生学习兴趣，

还包括中医思维的渗透引导，以及学术规范、学术

将课堂学习内容真正使用在科研活动中。多样化的

道德等。教学内容模块包括以下 4 个方面：

授课模式，可以深层次地挖掘研究生的科研潜力，

2.1.1

并使其深刻认识到科学素养、科学观念和科学态度

科学研究基础模块

包括基础知识、科研项

目选题、医学伦理、文献检索、论文撰写 5 个部

对于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3]。

分。旨在夯实医学科研的基础理论知识，结合科研

2.3 以考核促学习，改进教学内容

项目申请中的相关问题，学习利用基础科研知识，

考核方式采取基础知识闭卷考试结合科研课题

进行文献检索和利用，研读和撰写科研项目申请

项目汇报或科研小论文撰写的开卷考核方式。其

书，综合分析探讨项目中的相关问题并进行选题、

中，科学研究基础和医学研究实验设计与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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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闭卷考试的基本内容，严格的闭卷考试有利于提

课程考核评价，既可以促进教学方法的改革，也可

高研究生基本科研知识的功底，这已在我们近 15 年

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精神，从而提升中医药学研

的研究生医学科研方法学课程的教学中得到证实。

究生的综合科研素养和水平。同时，在进行形成性

注重将成果形成过程作为考核内容的理念贯穿课

评价过程中，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会有很多

程，以成果形成为导向，以学习、实践同步进行为

讨论与合作的机会，有助于增强学生沟通与合作能

基准，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中医药院校

力，促进和提升教学效果。

应重视学生医学科研思维和科学素养的培养，重视

3 结语

理论知识的成果转化，体现在设计严谨的科研课题
[4]

中医药学研究生科研方法学课程要求理论与实

并规范实施以及发表高质量的科研论文 ，为中医

践相结合，这是将形成性评价引入本课程教学及考

药科研发展培养后备人才。

评的主要目的，以不同学位类型的培养目标定位科

2.4 引入形成性评价，优化教学评价体系

学分析需求、分类组建课程模块及课程体系，以成

在教学评价体系方面引入形成性评价，重视过

果为导向、以考核促学习，形成“反馈—调节—矫

程指导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探索课程考核评价多

正”的正向循环过程，可以提升教学质量，提高研

元化的优势，完善中医药学研究生医学科研方法学

究生的科研水平和科研素养。

基础课程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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