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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化学是药学、临床药学、制药工程等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ꎬ在药物化学课程教学中融入

素质教育理念ꎬ将有利于增强教师的道德修养ꎬ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ꎬ促进教学相长ꎬ以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ꎬ切实提升立德树人的成效ꎮ 本文以抗疟药物青蒿素的教学设计为例ꎬ采用课程导入设计、教学过
程设计、教学拓展设计、教学反思四步法ꎬ探索在药物化学课程中开展高质量教学设计的有效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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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教务部要求高等学校的所有学科专业建
设中要切实推进综合素质教育建设ꎬ将价值引领与
知识传授相融合ꎬ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ꎬ切实
地提升立德树人的成效 [１] ꎮ 这对高校教师的教学指
明了方向ꎬ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２￣５] ꎮ 在教学内
容设计上、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上ꎬ都要潜移默化地将
素质教育理念融入教学过程中ꎬ使教学内容更生动、
更加人性化ꎬ既拓宽了学生知识面ꎬ又可促进学生创
新思维的发展ꎬ以培养专业人才ꎮ
本校药学 专 业 于 ２００３ 年 建 设 并 开 始 招 生ꎬ 于
２００７ 年获评黑龙江省重点专业ꎬ２０１９ 年获评为黑龙
江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ꎬ药学专业拥有省级重点
学科、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省级教学团队、省级
精品在线课程ꎮ 在学院大力支持和发展下ꎬ药学专
业于 ２０２１ 年获评国家一流专业ꎬ专业发展建设迎来
新的契机ꎮ 在教学实践中要以构建价值引领、能力
提升和知识传授的教学目标ꎬ高质量完成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ꎬ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综合性高素质
的应用型药学人才ꎮ
基 金 项 目: 黑 龙 江 省 高 等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项 目
( ＳＪＧＹ２０２００８１５ꎬＳＪＧＹ２０２１０９８４)

作者单位:１６１０００ 黑龙江齐齐哈尔ꎬ齐齐哈尔医学院 药学院
通信作者:卜明ꎬＥｍａｉｌ:ｂｕｍｉｎｇ＠ ｑｍｕ.ｅｄｕ.ｃｎ

药物化学是药学类专业的核心课程 [６] ꎬ是一门
以应用型、实践型和技能型为培养目标的专业课程ꎬ
注重对学生实验技能、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ꎬ
其在专业知识的传授和价值教育的引导上ꎬ都应发
挥核心专业课程的示范作用 [７￣１３] ꎮ 同时在理论授课
的过程中加入素质教育ꎬ为学生提供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ꎬ具有重要意义ꎮ 笔者所在药物化学教学
团队结合课程特点及教学经验ꎬ不断尝试和探索有
效教学方法和手段ꎬ在理论教学与思政融合的路径
中ꎬ我们探索将吗啡、磺胺、硝苯地平等经典药物形
成特色教学案例并进行教学实践ꎬ取得较为理想的
教学效果ꎮ 本文以抗疟药代表药物青蒿素的相关知
识为教学案例ꎬ采用课程导入设计、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拓展设计、教学反思四步法( 见图 １) ꎬ进行药物
化学授课过程中素质教育的探讨与实践ꎮ
一、课程导入设计
在课程授课前进行导课ꎬ根据药物化学课程每
一章节不同的代表药物ꎬ以学生视角寻找恰当的切
入点ꎬ比如与之相关的一段历史、一个故事、一条新
闻、一件科学史ꎬ或者相关的生活常识、社会经验等ꎬ
生动趣味的课程导入ꎬ可迅速调动学生的学习状态ꎬ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ꎮ 在抗疟药物这一章节青蒿素
的教学中ꎬ结合抗疟药代表药物青蒿素发现的历史ꎬ
以屠呦呦获得 ２０１５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为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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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图片和视频ꎬ回顾药物发现史ꎮ 新课导入的过程
中ꎬ以互动式教学鼓励学生自发地提出思政角度ꎮ
元素挖掘:(１) 历史背景 － － 越南战争ꎬ中国举全
国之力开启抗疟药攻坚研究ꎬ并取得重大突破ꎬ以此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ꎻ(２) 为了一
个使命ꎬ执着于千百次实验ꎬ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
过程中面对数百次的失败而不放弃ꎬ充分体现了其
坚毅执着的科研精神ꎻ(３) 屠呦呦是迄今为止第一位
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本土中国科学家、也是第一
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ꎬ实现了中
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零的突破ꎬ激发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ꎻ( ４) 中药典籍« 本草纲目» 、« 肘后备
急方» 、« 五十二病方» 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ꎬ经典
古籍在当今药物的开发与探索中依然扮演重要的觉
得ꎬ这一点可激发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传承
和弘扬ꎻ(５) 物质的来源是多样的ꎬ天然来源的结构
也可以通过化学合成 － － 周维善由“ 屠” 而始由“ 周”
而终的药物发展ꎬ首次通过人工化学合成方法生产
抗疟新药ꎬ鼓励学生开展学科交叉、团结协作、积极
探索的精神ꎮ

图１

四步法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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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获得成功ꎮ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８ 日屠呦呦作为北京中药
组的代表ꎬ在南京报告了青蒿乙醚中性粗提物在实
验中抗鼠疟、 猴疟的作用达 １００％ꎬ 取得重 大 突 破ꎮ
１９７３ 年北京中药研究所拿成功到了青蒿素结晶ꎬ正
式将其命名为青蒿素ꎮ １９８４ 年我国科学家周维善首
次完成青蒿素的化学合成 [１４] ꎮ
元素挖掘:( １) 老一辈科学家为了一个使命ꎬ执
着于千百次实验ꎬ坚毅执着、永不放弃的科研精神ꎻ
(２) 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的使命
感、责任感ꎮ
２.青蒿素的结构认知与理化性质:多角度全面认
识药物ꎬ以青蒿素而言ꎬ以其结构为中心ꎬ分析理化
性质:(１) 有几个环构成ꎬ 环之间的并合方式如何ꎻ
(２) 独特的过氧键有何作用ꎬ使否为其药效团ꎻ(３) 结
构中存在 多 个 手 性 中 心ꎬ 立 体 化 学 对 活 性 的 影 响ꎻ
(４) 化学性质是否稳定ꎬ酸碱性如何ꎬ屠呦呦团队尝
试多种青蒿素的提取方法ꎬ为何都失败ꎬ古籍中记载
为“ 青蒿一握ꎬ以水二升渍ꎬ绞取汁ꎬ尽服之” ꎬ原来青
蒿素预热容易分解ꎬ应该采用乙醚低温萃取以保护
其结构稳定性ꎻ( ５) 化学性质对药物应用的影响等ꎮ
青蒿素的结构认知与理化性质见图 ２ꎮ 结合知识点
讲解ꎬ进行讨论式教学ꎮ
元素挖掘:(１) 从复杂的结构中如何挖掘局部有
效信息ꎬ理解整体与局部的关系ꎬ因与果的联系ꎬ培
养对复杂事物的正确认知方式ꎻ(２) 扎实掌握专业知
识ꎬ培养医药学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意识ꎮ

二、教学过程设计
理想的课程教学是将课程知识点与价值元素自
然、恰当、深入地融合ꎬ这就需要目标明确且清晰的
教学设计ꎮ 教学团队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和文献ꎬ
通过集体备课反复讨论和琢磨ꎬ不断完善授课内容ꎬ
以润物于无声地将价值元素融入到药物化学的课程
教学之中ꎮ 这些元素的挖掘可以是国内外科学家的
突破性成果、历史事件、诺贝尔奖等话题ꎬ也可以是
医药学事件或者是学生感兴趣的问题等ꎮ 本文根据
教学内容对应章节ꎬ以青蒿素教学为例ꎬ探索在药物
化学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素质教育的有效路径ꎮ

１.青蒿素的发现史:以时间线的形式讲述青蒿素

的发现史ꎬ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越南战争中ꎬ疟疾再次肆
虐ꎬ对已有的抗疟药物产物耐药性ꎬ迫使中国政府开
始研发抗疟新药ꎮ １９６７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中国启动抗疟
新药研发“ ５２３ 项目” 组ꎬ１９６９ 年屠呦呦以中医研究
院副研究员的身份加入该项目组ꎮ １９７１ 年屠呦呦在
经过 １９０ 多次失败后ꎬ用乙醚低温提取青蒿ꎬ制取青

图２

青蒿素的结构认知与理化性质

３.青蒿素的临床应用与作用机制:按照教学大纲
确立教学的重点ꎬ掌握青蒿素的结构、性质及临床应
用ꎮ 青蒿素作为抗疟药物ꎬ其除了具有见效快ꎬ对多
种类型疟疾都有效之外ꎬ必须每日多次用药才能维
持ꎻ不能用于预防ꎬ易产生耐药性ꎮ 其结构中七元环
( Ａ 环) 中的过氧键与疟原虫中的亚铁血红素结合致
使过氧键断裂ꎬ使其发挥药效的机制ꎬ此机制是否唯
一还有待探索ꎮ 在讲授青蒿素的临床应用和作用机
制时ꎬ可引入屠呦呦团队新提出的青蒿素对系统性
红斑狼疮有效这一重要发现 [１５] ꎬ以及近年来对于青
蒿素及其衍生物在肝癌、肺癌、结肠癌等抗肿瘤作用
研究报道等 [１６￣２０] ꎬ该研究对青蒿素的应用领域和作
用机制研究有重要的意义ꎮ
元素挖掘:( １) 药物可以治疗疾病ꎬ但需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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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ꎬ避免耐药性或不良反应的发生ꎬ此过程需要
严谨的辩证思维去认识事物ꎻ(２) 不断深入探索并阐
释其明确的作用机制ꎬ是医药工作者的专业素养与
要求ꎻ(３) 学习科学家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ꎻ(４) 打破
固有细想ꎬ老药新用的创新思维与辩证思维ꎮ
４.青蒿素的结构改造:按照教学大纲确立教学的
难点ꎬ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构 － 效关系及临床应用ꎮ
对于某种药物的缺陷ꎬ或是进一步提升药效ꎬ对药物
本身进行结构改进是药物 化 学 这 门 课 程 的 核 心 思
想ꎮ 结合青蒿素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用大量、长期
使用产生耐药性、半衰期短、无预防作用等缺陷ꎬ以
问题为导向ꎬ引导学生积极思考ꎬ作为药学工作者应
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ꎬ然后根据前面讲解的青蒿素
的结构特征ꎬ融入新药研发的思想ꎬ引导学生思考如
何对其进行结构改进或修饰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鼓励
学生独立思考ꎬ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对青蒿素的结构进行修饰:( １) 在 １０ 位羰基进
行修饰ꎬ把碳氧键变成羟基( 还原反应) 得到双氢青
蒿素ꎬ仅仅 是 这 么 小 的 改 动ꎬ 比 青 蒿 素 强 １ 倍ꎮ 因
此ꎬ双氢青蒿素于 １９９２ 年获得一类新药认证ꎬ并在
２０１１ 年与青蒿素一同获得拉斯克奖 [２１] ꎮ (２) 对青蒿
素碳氧键的简单还原虽然 提 高 了 青 蒿 素 的 抗 疟 活
性ꎬ但结果仍不够满意ꎮ 基于药物化学思想ꎬ对青蒿
素结构进一步剖析ꎬ引入小分子片段相继得到了一
系列新结构ꎬ如蒿甲醚、蒿乙醚、青蒿琥酯等ꎬ其中蒿
甲醚的抗疟活性是青蒿素的 ６ 倍 [２２￣２４] ꎮ 对青蒿素的
简单结构修饰见图 ３ 所示ꎮ

图３

青蒿素的简单结构修饰

青蒿素的化学合成:青蒿素在黄花蒿中含量比
较多ꎬ植物即将开花之前ꎬ那时叶片中所含的青蒿素
最为丰富ꎮ 但对于药物的开发与使用不能完全依赖
于从植物中的分离提取ꎬ为了获得更多的青蒿素原
料药ꎬ人们开始利用化学的手段进行人工合成ꎮ 我
国化学家周维善院士历时 ４ 年ꎬ完成了青蒿素的结
构分析及化学合成ꎮ
元素挖掘:( １) 从整体到局部ꎬ寻找解决问题的
方向和思路ꎻ(２) 从天然分离到化学合成ꎬ正确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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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知识探索药物来源ꎻ(３) 药物学家们为人类健康
做贡献的奉献精神ꎮ
三、教学拓展设计
为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学生对价值引领的理解与
认知ꎬ提升学生学习的热情和主动性ꎬ充分利用课下
时间ꎬ即第二课堂ꎬ让学生结合课上所学知识ꎬ在课
后查阅相关文献资料ꎬ进行延伸性学习ꎮ
１.对于拓展教学ꎬ基于青蒿素可以进一步引申
出:(１) 屠呦呦团队提出青蒿素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有
显著治疗效果 [２５] ꎬ其作用机制与青蒿素抗疟机制的
机制是否相同ꎻ( ２) 近年来文献报道ꎬ青蒿素及其衍
生物具有显著抗肿瘤作用ꎬ其作用机制与抗疟机制
是否相同ꎻ(３) 对于青蒿素的结构改造不局限于简单
的结构修 饰ꎬ 调 研 文 献 可 作 为 综 述 作 业 进 行 整 理ꎻ
(４) 青蒿素结构中独特的过氧键被证明是其重要的
药效团ꎬ那么在其它类型的结构中引入过氧键ꎬ是不
是一个新药研发的思路呢ꎻ( ５) 其他抗疟药物ꎬ如氯
奎、奎宁、乙胺嘧啶等ꎬ治疗疟疾的作用机制是否相
同ꎮ 学生在查阅资料整理之后ꎬ以小组形式讨论所
延伸的问题ꎬ并将这些元素与课程融合ꎬ借助翻转课
堂的形式在学习群互动讨论ꎬ强化素质元素与课程
知识点的融合ꎬ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ꎮ
元素挖掘:( １) 学习科学家勇于挑战自我、战胜
困难的精神ꎻ(２) 作为药学工作者ꎬ能够为社会和人
类造福的自豪感ꎻ( ３) 善于发现科学研究中的乐趣ꎬ
培养正确的价值观ꎮ
２.线上线下同步教学:本教学团队已在超星平台
完成药物化学线上教学资源建设ꎬ以案例式教学为
特点ꎬ包含 全 书 所 有 章 节ꎬ 共 制 作 六 百 分 钟 线 上 课
程ꎮ 线上资源课对于代表性药物重点涉及药物的合
成路线ꎬ合成方法以及新进展ꎬ这也为学生们提供了
课下拓展学习的资源与途径ꎻ同时也为强化了学生
对于理论知识的巩固与实际应用ꎮ
四、教学反思
１.教师自身素质的提升: 有效的教学设计与实
施ꎬ需要教师不断学习ꎬ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ꎬ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ꎮ
教师可利用课余时间ꎬ通过学习强国、央视新闻网等
学习平台加强思想政治的学习ꎬ提升自身思想觉悟ꎬ
增强德育意识ꎬ提高教学水平ꎮ
２.教师教学手段的创新:基于目前疫情和信息化
教学背景下ꎬ教师应转变传统教学观念ꎬ积极探索线
上线下教学拓展设计方式ꎬ为学生提供更多可利用
的便捷学习资源ꎬ培养学生自我提升意识ꎬ对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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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也将有很大的提升ꎮ 另外ꎬ教学团队可积极探
索“ ＢＯＰＰＰＳ” 、“ ＳＰＯＣ ＋对分课堂” 混合教学模式等新
型教学手段在药物化学教学过程中的使用ꎬ以此打
破沉闷的教学环境ꎬ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ꎮ
３.教学评价的改革与创新:在教学改革与实践的
过程中ꎬ更要有合理的教学评价标准ꎮ 线上网络课
程平台ꎬ我们已经完成知识点测试、阶段测试等平台
建设ꎬ可通过后台数据监测学生线上学习完成情况ꎬ
可下载成绩作为学生考核成绩的一部分ꎮ 另外ꎬ在
讨论式教学中ꎬ设置互动讨论评价分值ꎬ利用问卷星
等手段进行随时测试ꎮ 对于期末考试ꎬ可改革试题
类型ꎬ由原有的问答形式ꎬ改变为综合案例分析题ꎬ
充分考查学生综合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讨论 药物化学是药学、制药工程等专业的重
要核心专业课程ꎬ课程内容包含各类系统用药ꎬ主要
讲解典型药物的名称、结构特征、理化性质、作用方
式及主要用途ꎻ重要类型药物的构 － 效关系、代谢方
式及合成路线ꎻ同时还有新药研发的基本知识与前
沿现状ꎮ 药物化学课程知识面广ꎬ是药物分析、药物
制剂等专业课程的理论基础课程ꎬ具有很强的实践
性和应用性ꎮ 我校本课程开设于四年制药学、药剂
学、制药工程专业和五年制临床药学专业的三年级
第五学期ꎬ药物化学课程涉及大量需要记忆的化学
结构和比较抽象的构 －效关系ꎬ学生普遍反应学习难
度大ꎬ而且基于前期已学完的无机、有机和生化等基
础课ꎬ基本知识掌握不够扎实ꎬ学生普遍面对压力而
造成学习兴趣不高ꎮ 因此ꎬ本教学团队尝试多种教
学方法和手段ꎬ如授课过程中及时回顾相关基础知
识ꎬ运用案例教学、情景设置、问题导向等方法ꎬ在授
课中结合素质教育ꎬ深度融合价值元素去积极调动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ꎬ同时鼓励学生绘制思维
导图ꎬ建立适合自己的药物化学学习方法ꎮ
本教学团队在药物化学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有
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ꎬ积极申请各类教学法ꎬ如“ 我
的家乡与药物化学” ＴＢＬ 教学法ꎬ鼓励学生挖掘家乡
有特点的药物ꎬ并基于药物化学思想探讨其结构修
饰、性质优化、药理作用等相关知识ꎬ激发学生的文
化自信和专业自信ꎻ在讲授甾体激素药物章节时ꎬ采
用 ＴＢＬ 教学法鼓励学生查阅资料ꎬ讨论甾体药物的
合成、改造及药物作用ꎬ激发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知识
整合能力ꎮ 同时ꎬ本教学团队基于第二课堂的开发ꎬ
已完成药物化学全套课程近六百分钟的在线课程建
设ꎬ重点突出案例教学ꎬ对学生课后的深度学习提供
了平台资源ꎮ
在案例教学与素质教育融合的探索与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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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本教学团队尝试针对不用典型代表药物进行教
学方法设计ꎬ建立了课程导入设计、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拓展设计、教学反思四步法ꎬ探讨在药物化学课
程中开展素质教育的教学设计思路与方法ꎮ 目前ꎬ
结合此教 学 方 法 已 开 展 包 括 吗 啡、 青 蒿 素、 硝 苯 地
平、阿司匹林等代表药物的案例建设ꎬ在授课过程中
深度融合素质教育元素ꎮ 本文结合青蒿素这一代表
药物为例ꎬ结合四步教学法ꎬ突出重点、难点ꎬ自然地
将思政元素融合于授课全过程中ꎬ达到了预期的教
学效果:(１) 知识目标:学生掌握了青蒿素的结构、理
化性质、构 － 效关系和临床应用ꎻ了解了青蒿素的研
发历史ꎮ ( ２) 能力目标: 根据药物的性质和结构特
征ꎬ掌握了该类药物的结构修饰方法ꎬ培养了学生药
物研发的设计思想ꎮ (３) 思政目标:以青蒿素的发现
历程ꎬ培养 了 学 生 的 爱 国 情 怀、 坚 毅 执 着 的 科 学 精
神、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中华文化的自信与传承ꎻ
以青蒿素的结构修饰ꎬ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的严谨科学精神ꎻ同时结合第二课堂ꎬ提高了学生
的创新意识、专业素养和职业认同感ꎮ
综上所述ꎬ本教学团队以青蒿素教学为例ꎬ在药
化化学课程授课过程中探索和实践课程导入设计、
教学过程设计、教学拓展设计、教学反思四步法ꎬ充
分利用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ꎬ线上与线下教学紧密
结合ꎬ在药物化学课程中深度融合素质教育ꎬ不断探
索药物化学课程思政的有效方法和路径ꎬ提高教学
团队教学水平和培养能力ꎬ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ꎬ最
终达到提升立德树人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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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胡俊锋

李伟

黄礼年

探讨核心素养视域下 ＭＤＴ 联合 ＣＢＬ 混合教学模式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ＰＣＣＭ)

专培学员临床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效果ꎮ 方法

选择本院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级 ＰＣＣＭ 专培学员共 １６ 名作为研究

对象ꎬ将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级 ８ 名 ＰＣＣＭ 专培学员作为对照组ꎬ采用传统教学模式教学ꎻ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级 ８ 名

ＰＣＣＭ 专培学员作为观察组ꎬ采用核心素养视域下 ＭＤＴ 联合 ＣＢＬ 混合教学模式教学ꎮ 通过 １ 年的培训ꎬ
对两组各届专培学员的临床实践能力和专业知识进行年度考核ꎬ并调查两组专培学员对临床能力的提高
和对教学模式的评价ꎮ 结果

观察组专培学员在临床实践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年度考核各项得分均高于对

照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均<０.０５) ꎮ 在人文关怀、医德医风和人际沟通以及科研创新能力的提高方
面ꎬ观察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均<０.０５) ꎮ 观察组在对学习兴趣的提高、理论知识
的理解和增加师生交流方面均优于对照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均<０.０５) ꎮ 结论

ＰＣＣＭ 专培学员采

用核心素养视域下 ＭＤＴ 联合 ＣＢＬ 混合教学模式ꎬ按照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ꎬ不仅培养了其过硬的临床实
践能力和专业知识ꎬ而且其人文关怀、人际沟通以及科研创新能力也得到明显提高ꎬ为临床培养 ＰＣＣＭ 高
级专科医学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ꎬ值得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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