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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史育人，知行合一”的课程建设实践与思考 

李  慧 1，康  菲 1，陈思含 2 

（1. 沈阳药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016；2. 辽宁何氏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3） 

摘  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建设中应遵循“鉴史育人，知行合一”的思想。在教学目标

方面，可以解构为知识、能力和情感三维目标；在教学设计方面，要调整价值性和知识性、建

设性和批判性、理论性和实践性、主导性和主体性“四个统一”；在教学运行方面，要通过构

建教学共同体、专题教学模式、三维课程体系达成课程创新。此外，还要在鉴史育人、破立结

合、知行合一、润物无声方面做出教学反思。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三维目标；专题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是一门体现教学目的政治性与教学内容历

史性相统一的思政课，意在提高大学生的史学修养和政治觉悟。在课程建设中，把教材体系转换成

教学体系要遵循“鉴史育人，知行合一”的思想，从教学目标、教学设计视角、教学运行、教学改

革侧重等方面入手彰显这一思想。 

1  解构传统目标，设立“三维目标”体系 

传统的目标通常表述为：“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

的规律性，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

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这一表述带有大方向的特征，作为课程目标显得笼统，没

有体现出明理增信的鉴史育人目的，也没有张显崇德力行的知行合一效果。这一表述可以作为基调，

解构成知识、能力和情感三维目标，从而体现“鉴史育人，知行合一”。 

知识目标：系统认知国史国情——1840 年以来风云变幻的 80 年、1919 年以来翻天覆地的 30 年、

1949 年以来经天纬地的 70 年，以及光荣地镶嵌在中国革命史中的沈阳药科大学校史，使学生明了

近现代中国的历史逻辑和发展潮流。 

能力目标：真正领会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中国人民对“四个选择”的认识、认同和认定的历史，

在学习中贯穿历史，对接现实，培育历史思维和政治智慧，让学生在历史中寻找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

的问题答案，从而做出价值判断。 

情感目标：激发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热爱红色校史，薪火相传“团结、勤奋、求实、创

新”的沈药精神，成为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医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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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审视教学短板，调整“四个统一”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撰文《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指出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八个统一”，成为新时代思政课程建设的风向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

从中撷取“四个统一”作为教学设计视角。 

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本课程主要是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

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怎样选择了改革开放。鉴史育人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并未达到最佳的水乳交融的境界。 

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对历史知识的陈述和

对历史人物的描绘更容易从正面形成认知与情感，而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对历史规律的论证更具思

辨性利于形成意志与行为。破立结合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并未达到最佳的相得益彰的境界。 

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

堂结合起来。本课程的实践性在遭遇瓶颈与努力突破中一直在探究，力图教育引导学生立鸿鹄志，

做奋斗者。知行合一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并未达到最佳的水到渠成的境界。 

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思政课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同时要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

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把学生角色从局外人变成参与者，让学生走近历史，让历史照

进现实，这是美好愿景。润物无声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并未达到最佳的大音息声的境界。 

3  推动教学运行，注入“三项构建”动力 

3.1  不忘初心，取长补短，构建教学共同体 

课程建设必须以人为本，在教师队伍建设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教师人数少与教学

工作量大的矛盾，二是教师专业背景不同形成的教学理念的矛盾。第一个问题和矛盾的解决之道

就是增强教学力量，为更深入的教学改革储备新能量。第二个问题和矛盾的改革方向是，以求同

存异的态度和谐共生，以取长补短的态度谋求发展，这是构建教学共同体的智慧。 

3.2  统筹规划，创新超越，构建专题教学模式 

目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专题教学模式成为流行的“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方

式，在专题设计中有的注重价值引领，有的注重历史思辨，有的注重文史相融。整合梳理，以毛泽

东诗词为线索和冠名，探究出一个融价值引领、历史思辨、文史相融三位一体的专题教学体系，案

例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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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1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project teaching design 

表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专题教学设计 

专题序号 专题名称 子专题名称 

一 
凭阑静听潇潇雨 

大学生为什么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二 
已是悬崖百丈冰 

西方列强的入侵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1. 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2. 甲午悲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3. 狭路亮剑：抵御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4. 痛定思痛：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三 
无数英雄竞折腰 

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1. 太平天国：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2. 洋务运动：地主阶级在内忧外患中的应变 

四 
壮志未酬事堪衰 

新兴资产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1. 维新变法：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 

2. 辛亥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3. 悲情谢幕：辛亥革命的失败 

五 
星星之火可燎原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 时代坐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2. 真理味道：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 

3. 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4. 国共合作：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六 
雄关漫道真如铁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1. 闪闪红星：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探索 

2. 西行漫记：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 

七 
长缨在手缚苍龙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 罄竹难书：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2. 还我河山：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 

3. 箭在弦上：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4. 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 

5. 浴火重生：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原因和意义 

八 
敢叫日月换新天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新中国 

1. 重庆谈判：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 

2. 四面楚歌：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3. 肝胆相照：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4. 擘画蓝图：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九 
神女当惊世界殊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1. 彩虹链接：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2. 一体两翼：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3. 豪迈进程：有中国特点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十 
人间正道是沧桑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1. 崭新起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良好开局 

2. 九曲回肠：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 

3. 从无到有：建设有成就 探索有成果 

注：专题一～专题四为上编“变局与应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专题五～专题八为中编“出路与选

择：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专题九～专题十为下编“道路与辉煌：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 

教学专题设计独具特色，弘扬艰苦卓绝的浩然正气，昂扬向上的凛然清气，体现了文史相融、

刚柔并济的风采；子专题的设计，用四字词领起，或有聚焦有画面感，或有典故有情绪感，体现了

提纲挈领、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 

3.3  精心研判，加强反馈，构建三维课程体系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追求建立“理论课+课内实践+课外实践”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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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立体课程体系。其中课内实践需要突破的瓶颈是思辨性、趣味性、系统性，课外实践需要突围的

困境是思想性、艺术性、原创性。实践资源建设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沈阳的博物馆资源，如让“抗

战文化博物馆之旅”成为教学素材。学生成绩评定也带有多维特色，由期末成绩加过程性评价构成，

重视过程性评价（由课堂讨论、课前分享主题演讲、专题论文写作、情景剧制作等成绩构成）。 

4  加强教学反思，点燃“强活动美”亮点 

4.1  鉴史育人，突出价值性，让理念“强”起来 

夯实教学主课堂，统筹推进课程育人；丰富校园隐课堂，深入推进文化育人；融入社会大课堂，

扎实推动实践育人。在教学中聚焦“信仰的力量”，凸显三个价值引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

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探索信仰培育的协同育人路径实践教学体系，联

合校团委构建理想信念教育第二课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强大的思想引领，培育学生对马克

思主义的价值认同。 

4.2  破立结合，突出批判性，让课堂“活”起来 

善于提问质疑和思辨批判，是盘活史学知识形成价值判断的必由之路。在教学中尝试问题链式

专题教学体系，如教学开篇以“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为引题，继而以三个母题

“不识庐山真面目——鸦片战争前的世界和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铁马冰河入梦来——为何从

鸦片战争战败开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故国人民有所思——如何认识近代中国面

临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进行教材解构，再以九个子题如“曾经强盛的中国是如何在鸦片战争前

衰落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为什么会战败”“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等对教材进行解

读，形成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问题链，牵引学生兴趣，激励学生探究，从而完成这段历史之旅。 

4.3  知行合一，突出实践性，让学生“动”起来 

力求形成实践教学品牌，使之成为常态化的教学单元。如课前分享多媒体介入近现代史主题

演讲，以“中国精神”作为分享主题，依据教材可以设计五四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

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抗疫精神等作为创作方向。再如近

现代史情景剧制作，在活动中充分利用新媒体，尊重历史、杜绝恶搞、团队协作、提倡原创，体

验近现代史波澜壮阔的历史，尤其鼓励学生拍摄制作表现红色基因的校史剧。 

4.4  润物无声，突出主体性，让课程“美”起来 

以文学结构设计教学思路，以文学表达锤炼教学语言，以文学创作开拓实践教学。如通过分析

鲁迅的小说《药》讲述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通过毛泽东诗词串讲土地革命战争和对革命新道路的

找寻；通过林觉民的《与妻书》和白莽的译诗《生命与爱情》去解说革命先驱的价值观和幸福观……

在纲要课教学中应追求文史相融的教学境界，以期达到逻辑力量、情意魅力、人文内涵和艺术氛围

相结合的审美和教育效果。 

（下转至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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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远程化和多媒体化在教学中的地位逐步提高，线上教学成为教育教

学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我们对沈阳药科大学药膳与健康课程线上教学的实施进行了初步

的探索实践，希望对其他课程的线上教学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药膳与健康；线上教学；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2.4；S663.1      文献标志码：A 

2020 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高校春季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为应对疫情，线

上教学成为各地高校主要采用的教学方式。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讲，早已习惯了面对面与学生交流，

线上教学这种全新的教学方式，在此之前从未接触过，如何在有限的准备时间内，充分利用现有资

源，充分发挥线上教学的优势，正确引导学生有效的学习，并保障学生的学习成效，成为每位教师

亟需思考的问题。我们对药膳与健康课程线上教学的实施进行了初步的实践探索，希望对其他课程

的线上教学提供参考和借鉴。 

1  线上教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为保障学生的生命健康，学校无法进行正常的传统线下教学，为

贯彻落实教育部提出的“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的文件精神，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教育教学

工作的影响，各大高校全面启动了线上教学工作。这是疫情期间不得已的选择，但也是对信息时代

下，高校教育教学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同时也推动了高校教学改革的发展，对于教师和学生

来讲，更是一种机遇和挑战。 

2  线上教学的优势 

信息时代，互联网为人们随时随地获取信息、更新知识、乃至终身学习提供了机会和手段。互

联网所具有的优势正在被人们广泛认识，其中有些优势恰好弥补了当前传统教学系统的不足，从而

使教育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2.1  线上教学使知识获取更便捷 

线上教学与传统的线下教学有所不同，它不受地域的限制，打破了时空的界限[1]，使相隔千里

的师生，也能通过一台电脑、一部手机或 iPad，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连上网络就可以开展教学活

动，完成教学任务，解决了因疫情无法出行、聚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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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线上教学使优质教学资源更均衡 

互联网时代，网络上有大量的优质教学资源：微课、教学课件、习题库等，更不乏优秀教学名

师的授课回放，学生可以及时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更可以聆听名师声音，弥补课上教学学时

不足的问题。线上教学更是推动了高校教育公平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使学生平等的享受到更多

优质的教育资源[2]，使教学资源更加均衡化，迅速地提高了基础教育的课程水平。 

2.3  线上教学使学生的学习方式更多样 

线上教学中，即使平台不同，但几乎都有回放功能，学生在课中有不懂的知识点，可以在课后

通过回放的方式再次学习，使学习更高效，也可以通过再次学习，巩固复习。学生因特殊原因没有

参加直播课程学习，也可以通过回放，选择适当的时间自己学习，学习时间灵活自由，为学生创造

了自主学习的机会。 

2.4  线上教学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 

线上教学平台有很多，雨课堂、超星、钉钉直播、腾讯课堂、腾讯视频会议等等，教师要熟练

掌握各种平台的使用，这是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水平的一次检验和提高。教师在准备线上教学内容

时，要搜集大量的教学资源，并将其进行合理的筛选和整合，备课过程中还要针对教学环节进行科

学有效的设计，这极大地推动了教学水平的提升。 

3  线上教学的具体实施 

药膳与健康是针对沈阳药科大学所有专业开设的一门全校自由选修课，该课程的任务是为学生

讲授健康和食疗药膳，培养正确的健康意识，加深对食疗药膳的理解和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3]。 

2020 年 2 月，为应对因疫情影响延迟开学的形势，同时为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要求，

学校决定按原开学时间正常开学，但将全校自由选修课全部移到前两周，进行线上教学的尝试，并

为后续的其他课程开展线上教学积累经验。我们以药膳与健康课程线上教学为例，对线上教学的实

施进行初步的探索和实践。 

3.1  线上教学的前期准备 

线上授课对绝大多数教师来讲，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对各种平台的使用都需要先学习，然后再

准备相应的授课内容，这需要教师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3.1.1  熟悉平台的使用 

为使教师能够熟练掌握平台的使用，沈阳药科大学教务处为教师安排了几轮线上平台的培训，

请专业人员来逐步讲解平台的具体使用，建立了不同平台的交流微信群，同时群中安排了具体负责

人，对教师遇到的各种使用问题，及时给予解答。经过反复的学习和操作，教师对平台的使用开始

变得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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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选择适合的平台 

药膳与健康课程是一门全校自由选修课，全国开设相关课程的院校非常少，网络上能够找到的

教学资源更是少之又少。该课程一直是采用教师自编教材授课，课件也完全由授课教师制作。雨课

堂的软件界面全部基于 Powerpoint 和微信，它将这两个软件有机结合，一方面教师向学生手机推送

视频、语音、课件，可以实现师生课上的及时沟通反馈，也大大降低了师生们的学习成本；另一方

面，也可以让教师充分地利用已有的课件资料。基于雨课堂平台的特点，考虑药膳与健康课程自身

的情况，该课程选择了雨课堂平台授课，以教师讲授为主。同时，考虑到前期雨课堂非正式用户无

直播功能，同时为应对太多用户同一时间操作给平台带来的压力，影响直播效果，因此该课程采用

雨课堂与腾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安装 EV 录屏软件，共计三个软件，以保证顺利完成授课任

务，并对授课过程进行全程录制。 

3.1.3  准备相关学习资料和习题 

线上授课与线下授课方式不同，线上授课时，教师无法随时观察到学生的课堂表现，甚至课中

有学生离开，教师也无法得知。故为加强线上授课的监督管理，药膳与健康课程利用了平台签到和

推送习题的功能，一方面监督学生课中听课情况，另一方面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推送的习题，

教师需要针对每节课的具体内容提前准备好。此外，课件、课后学习内容等相关学习资料教师也要

提前预存到雨课堂平台。 

3.1.4  学生课前交流演练 

绝大多数教师对平台是陌生的，绝大多数学生对平台同样也是陌生的。为避免学生首次上课不

知所措，手忙脚乱，药膳与健康课程在线上授课前一周建立了选课学生的 QQ 群，在群中通知学生

课程线上授课情况，并安排腾讯视频会议，具体介绍线上授课流程，同时对课堂签到、推动习题等

平台功能与学生进行实际演练，以期提高首次授课的效果。 

3.2  线上教学的实施 

正式线上授课开始时，雨课堂、腾讯会议和 EV 录屏三个软件同时打开，教师进行正常授课，

一个内容讲授完毕后，通过雨课堂推送相应习题，学生需在限定时间内作答。由于教师和学生们所

在的区域不同，网络条件不同，使线上授课受网络影响较大。为避免出现课上突然网络中断，教师

将提前录制课堂授课内容，这样即使网络中断也可以用手机通过雨课堂平台将录制好的内容推送给

学生，避免教师无法授课的情况出现。此外，为提高课上试题推送的成功率和对学生答案的有效回

收，教师和学生同时准备手机和电脑两套上网设备，当出现部分学生接收习题延迟的情况，教师将

再次推送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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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考试方式的调整 

药膳与健康课程是一门全校自由选修课，每年选课的学生都在 200 人左右，传统的点名方式并

不现实，线下授课时采用的是最后试卷成绩作为课程成绩，而线上授课，利用雨课堂平台推送了习

题，便捷、所用时间也短，习题成绩通过平台查询一目了然，故将其作为学生的平时成绩，占总成

绩的 40%，最后的考试，通过雨课堂推送试卷，学生在限定时间内作答，成绩占总成绩的 60%。试

卷中的选择题和填空题等客观试题，在试卷的制作过程中，教师已输入标准答案，这部分试题雨课

堂将直接评分，而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等主观试题需要教师评分。雨课堂平台的使用减少了

教师近一半的工作量，大大提高了教师的试卷评阅效率。 

4  线上教学的思考 

没有变革就没有思考，没有思考就没有进步。线上教学虽然是面对特殊时期的一种不得已的选

择，但是也给课程教学带来了新的尝试，如药膳与健康课程通过雨课堂授课，可以了解学生的出勤

情况，解决了线下授课学生人数较多无法一一点名的问题；通过课上习题的推送，及时掌握学生的

课堂学习效果；雨课堂中的客观题自动评分功能大大提高了教师的评卷效率，等等。 

通过药膳与健康课程由线下转为线上教学的实践，让人不免对线上和线下两种不同的教学模式

进行比较。传统教学模式下，主要是以教师的主动讲授和以学生的被动反应为主要特征，教师往往

注重通过语言的讲述和行为的灌输来实现知识的传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突出，而学生

的主体地位却被习惯性地忽视，从而使课堂教学过于死板，学生的学习地位得不到充分的体现，严

重束缚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4]，无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而

线上教学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恰好弥补了传统教学的不足。当然，线上教学也有不足之处，比如

因为不是师生面对面的教学，老师缺乏对学生的有效管控，一些自我约束能力较差的学生，会出现

注意力不集中，看手机、玩游戏、听音乐、甚至是中途离开课堂的现象。再如，线上教学必须依靠

网络，线上授课时间集中，短时间大批用户上线，会造成网络卡顿，部分学生接收课中习题滞后，

甚至接收不到，需要重复发送习题，耽误上课时间，尤其是教师端，一旦网络不稳定，出现掉线、

没有声音等问题，会影响整个课堂的教学效果，等等。 

尽管线上教学有利有弊，但我们深刻的认识到，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教

育的远程化和多媒体化已成为教育的必然发展趋势。学校不再是学生的唯一或主要信息源，传统的

课堂式信息传递方式的实际教学效果已相形见绌，远程化和多媒体化在教学中的地位逐步提高。随

着时代的发展，线上教学必然成为教育教学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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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药物化学”在药学领域中是重要的领头学科，其教学在药学、药物制剂等相关专业

的培养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药物化学”课程知识点繁多，专业性和多学科交叉性强，课堂

教学设计显得尤为重要。本教学团队以“创新主动，均衡发展”为教学理念，采用“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形式，逐步建立了移动互联网下的新型兼容性课堂教学模式。实践表明，该模式有

利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践、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以及团队协作等能力。 

关键词：药物化学；兼容性课堂教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421；R914      文献标志码：A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计算机和智能手机全面普及的形势下，本科教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药物化学”课程是建立在化学和生物学基础上对药物的结构与活性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研究内

容涉及新药的发现、发展、从分子水平上揭示药物作用方式以及药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1]。该课程

在药学、药物制剂等专业的培养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形式

单一，课堂上过于注重知识的灌输，气氛沉闷，学生学习缺乏主动性，难以培养学生的探索和创新

能力。由于“药物化学”教学内容纷繁复杂，同时受到课堂时间的限制，应用传统方式的“药物化

学”教学，难以获得所期望的教学效果。因此需要更新教育理念，转变教学模式，根据学生已有的

知识经验，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以正确的方式引导学生主动探索、自主学习。 

 

Figure 1  The teaching mode of medicinal chemistry 

图 1  药物化学教学模式 

本教学团队对传统的“药物化学”的教学模式进行改进，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建

立了移动互联网下的新型兼容性课堂教学模式，包括“中国大学 MOOC 网络课程预习+PPT 授课+

雨课堂互动教学”三位一体的授课模式、“反客为主”式翻转课堂教学、“潜移默化”式课程思政

教学、“触类旁通”式思维导图总结以及“多路并进”式课程考核评价等多种模式（图 1）。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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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程中，逐渐形成本课程的教学理念：“创新主动，均衡发展”，通过课程学习，激发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均衡发展。 

以“β-内酰胺类抗生素”这一节的教学内容为例，通过流程图的形式展示应用“移动互联网下

的新型兼容性课堂教学模式”进行“药物化学”课程教学的全过程（图 2）。 

 

Figure 2  Application of new compatible teaching mode in the teaching of medicinal chemistry 

图 2  移动互联网下的新型兼容性课堂教学模式应用实例 

1  “三位一体”式授课模式 

采用“三位一体”授课模式即“中国大学 MOOC 网络课程预习+PPT 授课+雨课堂互动教学”，

实现“药物化学”课前预习、课中学习、课后复习的有机结合。 

我校制作的“药物化学”中国大学 MOOC 课程成功上线，该 MOOC 内容与课堂讲授内容紧密

结合。授课前在班级 QQ 群中发布中国大学 MOOC 网络预习任务，包括视频、PPT 以及习题，引导

学生主动自学，提高课堂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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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授课中采用雨课堂，通过弹幕、随机点名、不懂标注等实现与学生的互动交流，使学生踊

跃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激发学生的参与感与收获感；课后推送作业及答案解析，促进学生对知识点

的巩固。通过雨课堂模式，实现了师生多通道互动，帮助教师更好地管理课堂的气氛和学生的反馈，

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极大地拓宽了教学趣味性与教育教学的实用性。 

雨课堂后台数据采集与整合分析功能有利于教师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效果，每次上课前会对

前次课的重点内容进行回顾并对错误率较高的习题进行讲解。此外，还可以重点关注预警学生，量

体裁衣，及时调整教学内容。 

“三位一体”式授课模式促进“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调动学生在“药物化学”

课程学习中的创造性、主动性与积极性，从而帮助学生从“被迫学”到“主动学”的转变。 

2 “潜移默化”式课程思政教学 

“课程思政”是指在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强化非思想政治类课程的价值引领功能，并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2-3]。本教学团队秉

承“润物细无声”的理念，根据不同章节的实际情况将代表性药物的发现、药物的临床用途与现状、

药物研发的热点等实例融入到教学环节之中，不仅使学生学到扎实的药物化学专业知识，还能使学

生潜移默化地接受到思想政治教育。 

例如，在绪论中将我国药物化学家周后元院士、张礼和院士、陈凯先院士、诺贝尔获得者屠呦

呦等毕生投入药物化学发展的事迹融入课程内容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投身医药事业的责任心

与事业心；在镇痛药中结合吗啡的发现发展以及鸦片战争告诫学生勿忘国耻，“珍爱生命，远离毒

品”；在抗病毒药物中将 2020 年社会热点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与抗病毒药物的研发相结合，使

学生感受国家凝聚力，风雨同舟、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挑战。通过课程思政

教学，引导学生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勇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反客为主”式翻转课堂教学 

翻转课堂重新调整课堂内外时间，学习的主动权由教师转移到学生[4-5]。药物研发过程中，不仅

需要个人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更需要团队精神和有效的项目管理能力。 

本教学团队在药物化学授课中，将学生设置成 5-7 人的小组，选取近三年上市或临床在研的

药物，开展文献调研、PPT 制作、课堂演讲以及课堂互动讨论等，由小组推选代表进行演讲。具

体内容包括药物作用靶点介绍、先导化合物的发现与优化、构效关系研究、重点药物的合成、代

谢及临床应用等以及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教师针对演讲内容进行点评，并引导其他同学提问

与交流，促进学生积极思考，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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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触类旁通”式思维导图总结 

思维导图是由英国著名教育家东尼·博赞创立的一种将思维形象化的方法，也是表达发散性思维

的有效图形思维工具[6]。思维导图是以“触类旁通”的方式梳理整体章节知识脉络，使学生更能触摸

到知识的全貌，便于理解与掌握相关内容。本教学团队安排学生对重点章节进行绘制思维导图，有利

于学生深入挖掘药物化学研究体系，同时进行逻辑与思维的训练。例如，学生通过对“合成抗菌药物”

这一章节内容进行思维导图总结，更加深刻的理解与掌握抗菌药物的结构特征、作用机制、构效关系、

临床应用和代谢拮抗等内容（图 3）。 

 

Figure 3  The summary of mind map 

图 3  药物化学课后思维导图总结 

5 “多路并进”式课程考核评价 

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到课程建设中，本教学团队对

药物化学课程的考核评价方式进行了改革，采用“多路并进”式课程考核评价模式。本门课程满分

为 100 分，最终成绩包括期末成绩 60%和过程性考核成绩 40%。其中，期末考试能够较好地考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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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过程性考核成绩（40%）包括中国大学 MOOC 学习成绩（15%）、翻

转课堂成绩（15%）和思维导图总结成绩（10%）有利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践、创新思维、发现问

题并解决问题和团队协作等能力。 

6  调查问卷与学生建议 

针对“移动互联网下的新型兼容性课堂教学模式”的各个环节，学期末对学生发放调查问卷

进行调研。此次调查共计发放 135 份问卷并征集建议，收回有效问卷 120 份。结果表明，学生对

兼容性课堂教学模式有着较高的满意度（图 4）。学生的建议主要包括：（1）在翻转课堂教学的

基础上，增设讨论学习模块，教师根据每一章节内容的需要设定讨论题目（例如某一个药物的代

谢机制以及合成路线的选择等），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课下自行查阅资料、调研文献、查找答案，

课上利用 5min 左右时间进行汇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2）建议“小班式”教学，该种

教学模式的本质是“以学生为中心”，“小班式”教学可以提供更多启发式和探究性教学机会，

充分发挥学生积极性和创造性，达到“教与学”双丰收的效果。 

 

Figure 4  Part of the survey results 

图 4  部分调查问卷结果 

结语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难以满足人才培养的要求，在药物化

学课程的教学中，我们应当转变观念，更加注重“以学生为中心”。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通过

运用新型兼容性课堂教学模式，近三年学生的平均及格率提高近 10%。因此，在未来的课程建设过

程中，引导学生合理、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为研究基础，以“创新

主动，均衡发展”为教学理念，逐步完善移动互联网下的新型兼容性课堂教学模式，为我国医药行

业培养具备扎实药物化学基础的应用型或创新型药学人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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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专题教学的体系设计与基本遵循 

——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为例 

郭  赞，刘向红，卜思元，马寰宇 

（沈阳药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016） 

摘  要：专题式教学在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性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思政课教师要在尊重教材

的权威性、注重专题的逻辑性、凸显价值的引领性、体现教法的精准性基础上科学合理的进行

思政课教学的专题设置，以实现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思政课；“概论”课；专题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阵地。如何让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入耳、入心、入脑，让思政课真正发挥

立德树人的功能和使命，成为当代大学生真心喜欢、终身受益的课程，是当前思政课教师的重要任

务。在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性方面，专题式教学有着独特的优势，是很多高校正在积极探索的一种

教学方式，这里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为例，

试述在“概论”课上实施专题教学法的实践及其思考。 

1  思政课开展专题教学的意义 

1.1  有利于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教材是将理论成果通过一定的历史逻辑和结构性逻辑呈现出来的，是开展教学的基础，“教材体

现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观点，是基本教学的依据和蓝本，保持教学内容的理论性、

稳定性、完整性、严肃性是对教材体系的基本要求。教材体系是不可能囊括社会生活全貌的，也不

可能因教学对象的不同而改变”[1]。在“概论”课教学中，要想把抽象生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

论以有情感有温度、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形式传递给学生，真正易于学生理解和接受，达到教学

目的，就需要教师在充分把握和理解教材的基础上，实现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专题式教

学的特点在于打破教材原有的章节的限制，根据教学目标、教学的重点、难点和学生的特点及其关

注点，对教材进行有针对性的整合，从而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1.2  有利于实现问题导向教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要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和价值上的引领，解决他们

在思想理论和现实问题上的困惑，满足他们成长成才的期待，激起他们的思想与情感的共鸣，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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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获得感和满意度。专题式教学是开展问题导向教学的有效形式。“概论课教学中，可以根据不同

专业学生的特点和他们的关注点，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聚焦理论难点、现实热点、社会

焦点，层层深入进行专题的设置和专题内容的完善，能够很好的把理论讲透彻，把历史和现实、国

际和国内问题阐释清楚。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比如，在讲授“五

位一体”总布局专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我们在预习中设计了讨论题“抗击疫情中，

国有企业所起到的作用有哪些具体体现？”在授课过程中通过案例和讨论深化学生对公有制经济占主

体的制度优势的认识。在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在课前预习中设计了“疫情大考面前，

彰显了哪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思考题，引导学生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优势的认识。 

1.3  有利于突出理论的现实性时代性 

“概论”课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中国

化的马克思主义要适应时代的需要，解决时代之问，因此既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脉相承，又

要不断的与时俱进。正是因为这门课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时代感，每一次教材修订，“概论”课的变

动都是最大的，这就导致“概论”课教师总是紧跟形势，疲于奔命的备课，却不能取得满意的教学

效果。通过专题授课，既能遵循专题设置的逻辑框架，保证专题内容的相对稳定性，又能与时俱进

的及时吸纳实践中的新事物、新经验、新成果，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充分反

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充分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案例教学，运用新

的资料素材和新的表现元素，实现教学内容的常讲常新,使“概论”课程紧密契合实际，突出时代性，

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2 “概论”课专题设计的思路和做法 

2018 年版“概论”课教材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部分，共计十四章。2019 年 6 月教育部高等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写了各门思政课的专题教学指南，“概论”课共设置了二十四个专

题。我校结合教指委的指南和自身的实际，设计了“1+2”专题教学模式。设计思路如下： 

“1”是指前言部分，此部分设置一个专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主要从历史的脉

络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2”是指两大部

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第二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二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部分包括四个专题，涵盖教材第一至四章内

容。这一部分内容相对稳定，在专题讲授过程中要注意与《近现代史纲要》的部分内容有交叉重复，

要注重取舍。第二部分包括八个专题。这一部分的逻辑思路是通过专题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三个代表”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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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科学发展观及其历史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这一专题涵盖了教材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的部分内容，这样设计专题，能够把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合在一起，体现了各个理

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理论的衔接和完整。有利于把授课重点放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讲授上。这一部分的第二至第八专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面深

入讲授，分别对应教材的第八章至第十四章。 

 

3  开展专题教学的基本遵循 

3.1  尊重教材的权威性 

思政课教材都是由教育部组织每门课程课题组的专家编写的，教材经过严谨充分论证，体现了

课程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和整体性，是思政课开展教学活动的依据和基础。在开展专题教学过程中，

思政课教师一定要尊重教材的权威性，立足教材、吃透教材，以教材体系为核心，以重点问题为主

题进行专题教学的内容重新构造，开阔学生视野，扩充理论新知，实现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

化。在转化过程中，教学内容和重点不能偏离教材、脱离教材，要做到“万变不离其宗”，始终以对

学生展开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大学生“四个自信”为核心目标，既能体现理论的高度、思想的深度，

又能体现育人的温度、教学的热度。 

3.2  注重理论的逻辑性 

专题设计是对教材的重新整合，是对教学体系的科学构建，既要使专题内容覆盖教学大纲和教

学内容，又要使各个专题之间紧密联系，具有理论的内在逻辑性和整体性[2]。专题设计不是随意设

计，不是杂乱无章的问题堆积。能够体现教学重点难点又科学合理的专题设计是专题教学成功的关

键。“概论”课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即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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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概论的讲授为主要内容，这两大理论成果之间体现了继承性和发展性，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也体现了继承性和发展性，在专题设计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各个理论之

间的承前启后、继承发展的关系。对于教材重复的理论需要进行整合以体现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

例如，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中的改革开放理论，我们把这一部分整合到第二部分的专题五《“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全面深化改革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都有体现，在专题设计上就要考虑这一点

并进行整合，以体现理论发展的逻辑脉络。 

3.3  凸显价值的引领性 

思政课专题教学不仅仅是知识的讲授，更要达到育人的目标，要突出思想性政治性，突出意识

形态功能，通过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能力素养，引领学生成长成才。在进行专题设计时，

要突出“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指导思想，遵循思政课的教学规律和特

点，遵循大学生成长规律和特点，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凸显价值的引领作用，增强大

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塑造大学生完美政治社会人格。 

3.4  体现教法的精准性 

专题式教学也是多种教学方法的最佳载体。要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在专题教学过程中积极探

索案例式、互动式、讨论式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注重利用新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不断完善

考核制度，注重过程性评价，从而使教学成果事半功倍。例如，“概论”课专题教学中，将在疫情防

控过程中体现出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速度”“中国奇迹”，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英雄人

物和感人事迹等作为课堂教学的鲜活案例。在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的对比中，通过疫情教育讲

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提升了理论的阐释力、说服力，增强了教学的感染力和感召力。

此外，在专题教学中还要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在“概论”专

题教学中我们探索的“课前分享”实践教学法一直受学生的喜欢和好评。所谓“课前分享”就是每

次上课前利用 10-15 分钟时间，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登讲台讲述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聚焦国内外的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然后教师进行点评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充分实现师生

互动，教与学融合，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国际国内的热点和焦点问题，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思考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顾海良, 佘双好.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156. 

[2] 李娟.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专题教学探析[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19，

31(12): 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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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design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special topic teach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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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the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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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matic teaching has unique advantages in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of the course should respect the authority of the textbooks, pay attention to the 

logic of the topics, highlight the guidance of values, and reflect the accuracy of teaching methods. Special 

topic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should be set up scientifically to achieve focus and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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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讨了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针对制药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了制药工

程专业在开展课程思政过程中，挖掘思政素材的思路和方法，以及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需注

意的问题，为高校课程思政的广泛开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制药工程专业；课程思政 

中图分类号：G642.4；R324      文献标志码：A 

“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的各环节、各方面，以“隐性思政”的功用，与

“显性思政”——思想政治理论课一道，共同构建全课程育人格局[1]。课程思政在中国传统教育领

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从至圣先师孔子开始，就把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德育教

育渗透到日常教学活动中；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师说》中写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

惑也。”这里的传道，指的就是传授道理，相当于当代教育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但是，

在当代高等教育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课程教育往往是割裂的。专业课的课程内容、教学目标

也很少提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因此，做好课程思政工作，还要进行系统的探索。 

1  课程思政的意义 

1.1  是立德树人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12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

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

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2]。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自然离不开课堂和课程。 

教育部在 2017 年 12 月制定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3]提出大力推动以

“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优化课程设置，修订专业教材，完善教学设计，加强教学管

理，梳理各门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融入课堂教学各

环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技能教育的有机统一。 

加强“思政课程”的同时，着力“课程思政”建设，促进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的相互配合，打

通两类课程之间的关系，使非思政课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互促互进的协同效应。 

1.2  是人才培养的要求 

沈阳药科大学制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中规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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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开发）解决方案”方面，要求毕业生掌握化学制药领域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

本技能；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化学制药工程领域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制药系统、

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在“工程与社会”方面，要求毕业生能够基于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制药工程专业

工程实践和复杂制药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

的责任。 

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要求毕业生熟悉国家关于药品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制药工程问题的专业工程

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在“职业规范”方面，要求毕业生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在

制药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以上要求也是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对工程人才培养的要求[5]。 

这些培养目标中所涉及的考虑文化环境因素、理解承担的责任、理解可持续发展、培养社会责

任感、遵守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可以通过相关专业课和课程思政的建设得到很好落实。 

2  课程思政的素材挖掘 

在制药工程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将哪些思政素材融入专业课程之中呢？可以对以下几个方

面的素材进行深入的挖掘。 

2.1  严谨的科学作风 

在思政课程范畴，并没有哪门课程对培养科学严谨的学风这一议题进行阐述。所以，在课程思

政环节应该而且必须把这一内容作为重点加以强调。在医药研发和生产领域，有很多关于科学与工

作作风的正反案例，正面案例如我国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通过严谨的文献研究，从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提到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中“绞取汁”获得低

温提取的灵感，提取到活性成分，发现了青蒿素，造福人类。反面案例如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

司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事件，因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丧失职业道德，采购非法辅料导致药害事件

发生，给患者带来灾难。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通过合适的案例进行分析，引发思考，进而培养学

生严谨的科学作风和高尚的职业道德。 

2.2  业界精英的杰出贡献 

我校制药工程专业有近 90 年的办学历史，毕业生中产生了大量的业界精英，这些人都会成为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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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的榜样，他们的事迹可以成为课程思政的素材。比如，1994 年 2 月 17 日，《自然》杂志报导了

沈阳药学院赴美学者杨震博士参加的尼可拉奥教授为首的 11 人合成小组，进行“紫杉醇全合成”研究

获得成功，杨震提出的合成路线起到了很重要作用，杨震教授是化学制药专业 45 期学生，是学校和专

业的骄傲。1996 年 12 月，制药工程专业教师刘百里教授研制获批一类新药乙氧苯柳胺，这是我校研

发的第一个一类新药，足以载入学校史册。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介绍业界精英的杰出贡献，可以

增强学生的专业自豪感和认同感。 

2.3  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发展 

沈阳药科大学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卫校，学校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我国我党我军的发展，因此

红色基因是我们学校一张醒目的名片，可以在课堂上介绍学校特别是制药工程专业在发展历程中所

取得的成绩，以此激励学生。例如，1947 年 7 月，为了支援解放战争，学校以制药工程专业教师胡

振凯等教师为核心开展了磺胺药合成工作，各位教师经过夜以继日的工作，当年 12 月打通磺胺合成

路线，得到磺胺结晶，并在佳木斯东北制药厂放大投产，满足了战时的药品需求。为此，东北民主

联军卫生部给胡振凯等老师记三等功。这样的事例可以在药物化学课程教学过程中讲给学生听，使

同学们对红色基因的理解更加清晰。 

2.4  沈药教师的爱国情怀 

可以在课堂上介绍学院计志忠、容士宏等教授，这些教授当年作为留学生，放弃国外的高薪，学

成之后毅然回国，为祖国的药学教育和药学研究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还可以介绍本专业在国外从

事药学研究的校友，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帮助母校、支持祖国发展医药事业。 

2.5  制药学生的责任与担当 

在讲授制药设备与车间工艺设计、制药过程自动化技术等实践类课程时，可以介绍中国医药产

业的发展态势，结合中国制造 2025，讲述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等与制药行业密切相关的

内容。在讲授制药过程安全与环保一类的课程时，结合化学原料药合成具体案例分析，从专业技术

角度开发绿色制药技术、开展密闭生产，做好节能减排，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生态保护优先。

以此帮助学生树立行业愿景，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主动在专业领域担当作为，助力实现 2035

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 

3  课程思政建设中要注意的问题 

3.1  要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课程思政 

任何一门专业课程都蕴含有启迪人们智慧、激发爱国热情、富有社会责任感、充满人文精神等

丰富的“思政”元素。但是，在提出“课程思政”这个概念之前，这些元素往往被忽略，或者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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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很好地被挖掘。因此，要开展好课程思政，要帮助任课教师掌握思政元素内涵、挖掘方法和融

入专业教学中的方法，做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 

3.2  要把握好课程思政的“度” 

科学的课程思政要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因子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就像盐溶化到汤里一样。思政

教育元素是“盐”，专业课程是“汤”，让学生从“汤”里品出“盐”的滋味。所以决不能为了思政

而思政，一定要注意把“思政元素”这个“盐”，溶到专业课程这个“汤”中。要做到这一点，必须

把握好思政建设的“度”，使学生明白道理，又不会感觉到刻意的说教。 

总之，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与课程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相融合，

使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之中，丰富专业课自身内涵，挖掘其育人价值，拓展其教育教学功能，

最终助力制药工程专业学生达成毕业要求，实现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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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erms of the 

talents training program of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major, it studies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explo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aterials,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ts develop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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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背景下高职药学专业毕业设计校企（院） 

协同管理及评价的思考与改革 

韦丽佳，邱妍川*，徐颖倩*，杨宗发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药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基于信息化技术，以重庆医药职教集团为基础平台，针对高职药学专业学生毕业设计，

构建校企（院）协同管理平台，并从缩小毕业设计选题范围、“互联网+”过程监督、规范化网

络化评阅评优等角度实施改革与实践，探索了校企（院）协同育人新途径，促进高职药学专业

学生毕业设计质量整体提升。 

关键词：高职院校；药学；毕业设计；协同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2.477      文献标志码：A 

学生毕业设计是高职院校教学实践的最终环节，是评价学生专业技术技能、个人综合素质和培

养效果的重要方式[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推行工学结合、

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职业人才培养模式”，而学生毕业设计作为顶岗实习期间的成果之一，可作为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三者紧密联系的纽带，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探索校企（院）

协同管理和评价毕业设计的新途径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前，国内职业教育者对高职毕业设计（论文）的管理模式、设计选题、过程控制、考核机

制等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具体措施，但仍存在难以有效管理、学生选题与岗位密切度不高、

企业导师因工作繁忙无法开展详细指导等问题。虽有研究人员对利用信息平台开展毕业设计管理

进行研究，但评审专家以学校导师为主，企业参与度有限，不符合职业教育发展需求。随着信息

化技术的快速渗透与广泛应用，针对高职药学专业，运用“互联网+”思维，将学生毕业设计与学

校-企业（医院）协同育人有效衔接，在满足时代与社会需求，集合校企（院）优势的同时，提升

了高职院校毕业设计环节的可操作性、科学性与有效管理性[2]，为“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

长”注入了新的形式。 

2012 年由重庆市政府、市教育委员会和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导，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牵头，联合 100 余家医药类学校、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行业学会、协会及医疗卫生单位组建了区域

职业教育的合作团体——重庆医药职业教育集团（以下简称“职教集团”），实施“五个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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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制定方案、共同培育人才，共同培养师资、共建共享资源，为学校药学专业开展学生毕业设计

校企（院）协同管理改革提供了基础平台。 

1  对接岗位设定内容，明确选题方向 

传统高职院校学生毕业设计选题多数延用了本科院校相关标准与要求，或以学生实习单位总结

替代毕业设计的方式，使高职院校学生毕业设计形同虚设，无法突出高职院校教育特色。高职院校

对学生毕业设计的不重视，学生对选题的跟风盲从，教师对学生毕业设计指导不够等问题，导致学

生毕业设计内容质量低、存在抄袭现象，毕业设计作为考核学生大学总体学习情况和技能掌握情况

的意义也逐渐被淡化[3-4]。 

为规范高职院校药学专业学生毕业设计选题要求，突出内容的职业性与岗位性，根据高职院校

药学专业实习岗位情况（重庆地区）的调查结果，获知学生实习涉足药品生产、销售、使用、研发

或其他领域，涉及生产过程、药品经营、药品临床合理用药及研发相关岗位，实习工作包括制剂工、

质控人员、购销员、营业员、库管员、养护员、调剂员、审方员及实验人员等。根据实习岗位工作

性质不同，将药学专业学生的实习内容划分为四类，分类设定专属选题范围：①到生产、经营企业

实习的学生（从事非购销、营业人员工作），选题设定为撰写所在岗位涉及的标准操作规程（SOP）

关键点分析；②到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从事采购、销售人员及营业员工作的学生，选题设定为撰写

药品市场营销策略策划书；③到医院从事调剂、审方、用药咨询等工作的学生，选题设定为撰写合理

用药调查情况分析；④到医药研究所或其他实习单位从事科研、资料整理等工作的学生，选题设定为

撰写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综述。 

 
Fig. 1  The program flowchart of pharmacy post docking 

图 1  药学专业岗位对接选题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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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选题方向不同，通过网络或其他信息化平台设置四个课题组，将学生分类纳入不同课题组

中，进行统一管理、监督及评分（见图 1）。如学校利用智慧职教云平台（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建设的

在线教学平台），搭建药学专业毕业设计专属通道，设置课题组，实时发布选题相关信息，及时回答

学生对选题的疑问等，使药学专业毕业设计选题清晰化、简单化、特色化。 

2  搭建毕业设计相关课程数字化平台与实习培训互动平台，加强针对性学习 

开设并创建毕业设计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利用智慧职教云，搭建课程网络学

习平台。其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中文献检索、医药数理统计、专业英语等为毕业设

计基础课程，药学综合实训课程为专业课程。课程教学强调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教师引导学习

为前提，多种媒体教学资源和手段自主学习为基础，利用所学进行实践，促使知识串联成线，提高

学生查阅数据库资料、统计分析与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搭建实习培训互动网络平台，包含毕业设计专题讲座视频、毕业论文写作要求，毕业设计相关

制度等学习内容，开设互动专区，施行专人专管，实时解答学生毕业设计相关问题，确保学生在进

入实习岗位前，熟悉毕业设计流程与方法等。 

3  构建校企（院）协同管理平台，强化过程监督与指导 

在职教集团下设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与招生就业指导委员会指导下，设置二级机构药学分委

会进行统筹管理，组建院（部）毕业设计管理机构，学校药学院，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医院及其

他研究机构等为主要成员，制定校企（院）三方共同参与的管理制度。搭建药学专业学生毕业设计

校企（院）协同管理平台（图 2），即以选题分类为基础，设置四个课题管理组，包括 SOP 组、营销

策略策划书组、合理用药调查组、综述组，各组核心成员分别由学校药学类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

及行企业技术精英组成，其中校内指导教师在完成全程指导监督的同时，可充分利用时间的灵活性

与擅长理论的优势，协助、配合校外指导教师参与课题指导过程，弥补由于校外指导教师数量有限、

时间有限、实践能力强于理论知识等问题造成的在项目指导上的空白区域，促进学生专业技能和实

践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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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College-enterprise-hospital cooperative management platform organization 

图 2  校企（院）协同管理平台机构图 

针对改革后的毕业设计选题内容及传统毕业设计存在的主要问题，制定《高职院校药学专业学

生毕业设计工作办法》，明确药学专业毕业设计选题原则、校企（院）协同管理机构、各课题组成员

任选条件与工作职责、过程监督、指导要求等。 

课题组对学生毕业设计的审查监督分三个阶段，其中一、二阶段借助网络平台审查课题进度，

第三阶段可采用网络平台与现场答辩相结合的形式完成最终考核。第一阶段审查学生选题，主管责

任人为校内课题组指导教师。实习期间，学生通过网络平台接收任务后，按时间节点反馈选题题目，

课题组指导教师借助网络平台审查，筛查学生选题是否符合岗位要求，是否存在雷同现象等；第二

阶段审查学生中期完成进度，实行双责任制，即校内校外课题组指导教师协同审查。学生在网络平

台上传电子中期报告，课题组指导教师筛查学生完成进度是否符合要求，课题内容是否出现中途更

改等现象，同时提前制定各类课题过程量化要求，对学生中期完成情况进行量化打分等，确保学生

的完成质量；第三阶段评阅评优，校内外课题组指导教师共同参与评审。利用网络平台对学生毕业

设计评分、统计、排序，推选优秀学生毕业设计候选名单，进行现场答辩。整个过程通过网络或其

他信息化平台搭建学校、企业、医院三方协同管理立交桥，在简化工作程序、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

起到了良好的督查、指导作用。 

4  制定毕业设计评分标准，组建课题组指导教师库，突出考评规范性与指

导教师专业性 

高职学生毕业设计评分标准的制定应以校企（院）共同探讨为基础，不同选题对接不同评分标

准。如撰写 SOP 关键点分析的评分点，可从所选 SOP 关键点的难度、内容与专业知识技能的联系紧

密度、分析的完整度与准确度等方面进行设置（详见表 1），并基于各项评分点，校企（院）共同细

化评分要求，确保打分过程有理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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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ndard for evalu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pharmacy graduation project 

表 1  高职药学专业学生毕业设计评分标准 

评分项 选题 评价要素 分值 

特有评分项 

SOP关键点 

分析 

SOP关键点与实际工作联系紧密性 10 

内容对所学专业的实用性价值 10 

所选分析点的难易度 10 

分析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30 

药品市场营销 

策略策划书 

市场现状分析的全面性与完整性 10 

切入点与药品市场社会关注问题的联系紧密性 10 

内容对所学专业的实用性价值 10 

策略的可行性与逻辑性 30 

医院合理用药 

调查报告 

内容与实习单位情况联系紧密度 10 

切入点与医院合理用药关注热点联系紧密性 10 

用药情况数据充分程度 10 

反映现象、原因分析、针对性策略等内容完整性 30 

综述（与工作 

岗位相关） 

查阅文献的数量 10 

选择内容的难易度 10 

内容与所学专业联系紧密度 10 

内容与工作岗位的契合度、前瞻性、准确性 30 

共有评分项  

创新性 10 

格式 10 

抄袭情况审查 20 

为更好监督高职学生毕业设计评审过程，可从职教集团成员单位中抽取理论与实践能力突出的技

术人员，组建评审专家库，制定评审专家任选条件，严格把控“课题组指导教师资格关”；培训课题组

指导教师网络平台使用方法，制定《毕业设计指导细则》《毕业设计评审制度》等，确保校内外指导教

师能正确使用网络平台完成三个阶段的工作，加强对毕业设计的管理及与校内指导教师的沟通。 

5  优势分析 

5.1  校企（院）协同管理与评价学生毕业设计，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在职教集团的基础平台下，搭建药学专业学生毕业设计校企（院）协同管理平台，开创了校企

（院）协同育人新途径，促使优势整合，也为学校、企业、医院优秀技术人员提供了更多交流学习

平台。同时在该项工作执行过程中统计的相关数据、产生的反馈意见，可作为改革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课程体系设置、教学方式方法等内容的材料支撑，从而进一步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5.2  利用信息化管理模式开展工作，弥补传统管理模式不足 

将信息技术融入高职药学专业学生毕业设计，弥补了传统管理模式时效性、指导性、交互性、

监督性等方面存在的的不足。以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018 级药学专业专科学生为例，各审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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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平均限时提交率达 96.8%，相比未使用信息化平台的 2017 级药学专业学生提升 17.8%；学

生可通过网络平台接受课题组指导教师线上指导，弥补了部分实习单位指导教师专业理论不足的缺

陷，使“问题有老师可解”，如 2018 级药学专业专科学生参加不同程度线上指导的比率达 72.4%，

相比 2017 级学生提升 53.1%；课题组指导教师在三个阶段的监督过程中，可通过审阅学生线上作业

的完成情况，了解学生毕业设计选题具体内容、撰写进度、撰写质量，行企业指导教师仅需要在最

后阶段对数量有限的优质毕业设计进行现场评判，弥补了行企业技术人员因工作忙、时间紧无法多

次、长时间到场评审的不足，简化了监督评阅过程，如 2018 级药学专业学生毕业设计中，行企业指

导教师实质性参与度达 84.6%，相比之前提高近 70%。 

5.3  选题内容对接岗位，促进“学做合一” 

与传统模式相比，改革后的选题方式将毕业设计内容紧密对接工作岗位，使“学生有东西可写”，

避免了选题过程中的盲目性。选题内容亦不是单纯的照搬实习岗位所学知识，而是在此基础上的进

一步提升运用，促使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边做边学边思考，达到“学做合一”的目的。 

5.4  双责任制评审原则，保证评选结果更加公平公正 

整个评审过程，首先严把课题组指导教师资格关，确保毕业设计审查的专业技术含量；其次，

第一阶段除由校内课题组指导教师把好选题关外，其他两个阶段均采用双责任制，校内校外课题组

指导教师均需参与评阅，学生毕业设计由各项评分叠加而成，分值综合了不同指导教师的观点，结

果更为客观、公平公正。同时，每项课题均有校内外教师参与监督，减少了学生为提交毕业设计，

临时抄袭等现象。 

6  小结 

基于信息化平台，从选题管理、学习培训、过程管控、评阅评优四个层面开展高职药学专业学生

毕业设计改革与实践，提升了毕业设计工作过程中的效率与质量，最大限度的避免了选题不合理、延

迟提交、评分统计困难等现象，为学生提供了与指导教师实时交流的平台；同时，采用校企（院）协

同管理与评价的方式，提升了企业与医院参与度、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对学生毕业设计的指导力度、毕

业前终极考核的实效性，进一步促进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后期，将联合企业、医院进一

步细化毕业设计评分标准，充分考虑岗位的对接性及评分的明确性与导向性等，使评分更准确、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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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platform of college-enterprise-hospital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Chongqing Medical Vocational Education Group and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assist student 

with their graduation project. We explored a new way of college-enterprise-hospital cooperative education 

through narrowing the range of the graduation project, “internet plus” supervision, and standard and online 

marking system. This tripartite coordination model has the potential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radua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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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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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in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UN Yan1, LI Wei1, SU Guangyue1, WANG Haifeng2, WANG Fang1, HAN Jing1 

（1. School of Functional Food and Wine,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16,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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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status of distance and multimedia teaching is gradually 

improved. Online teaching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means of education. In this pap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of Medicated Diet and Health in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was explored,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the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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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食品类“新工科”人才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韩  静，王  芳，何博赛，曹家庆，张向荣，纪巧玲 

（沈阳药科大学 功能食品与葡萄酒学院，辽宁 沈阳 110016） 

摘  要：培养食品类“新工科”人才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我们的培养体系是：依托沈阳科大

学的药学办学积淀，创办特色突出的食品类工程专业，改革实践类课程的运行模式，探索创新人

才培养过程中的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实施“始于入学、连续四年、螺旋升级”的综合实践课程，

在教学实践中采取“三层次、四方面、校内外结合”的实践课程方案和学习模式，构建层层递进

的实践课程基本内容，最后达成课程目标和食品类“新工科”人才培养目标。 

关键词：“新工科”人才；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中图分类号：TS20-4；G642      文献标志码：A 

沈阳药科大学功能食品与葡萄酒学院始建于 2015 年 11 月，是顺应“健康中国”国家发展战略、

依托我校“加快建设特色鲜明、多学科交叉、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药科大学”的办学理念、契合

辽宁省对食品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而成立的国内首家功能食品与葡萄酒学院，目标是面向大

健康领域培育食品类“新工科”人才[1]。学院目前建设有 3 个食品类工程专业，分别是食品科学与

工程专业（2016 年开始招生，其前身是 2007 招生的药学（食品药学方向）四年制本科专业）、葡萄

与葡萄酒工程专业（2013 年招生）、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2019 年招生）。根据专业建设的国家标准[2-4]、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5]及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认证补充标准[6]，不断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体系，提升食品

类工程人才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是有利于促进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的重要

探索和实践。 

1  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体系是培养食品类“新工科”人才的需要 

2017 年教育部在上海举行综合性高校工程教育发展研讨会，探讨新工科内涵等，“新工科”开

始广受重视。相比于传统的食品工程类人才，未来的新兴产业与新经济发展需要工程实践能力及创

新能力强的高素质复合型“新工科”人才。需要“新工科”人才具有学科交叉融合的知识结构和系

统的工程实践创新思维训练，既要掌握传统食品科学与工程领域知识，又要学习新的工程理论与技

术，以便解决未来食品领域发展中遇到的复杂工程问题。所以，经过 2019 年和 2020 年两次深入研

究和广泛探索，学院全面重构了三个食品类工程专业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在食品课程体系基础上，

突出功能食品研究特色，强化工程课程体系，构建“始于入学、连续四年、螺旋升级”的综合实践

课程体系和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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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综合实践课程体系，培养食品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依据专业建设国家标准和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对标食品领域先进高校，以目标为导向，各专业

把“新工程教育改革”理念融入人才培养方案，明确了实践教学思路、内容和实施模式。从 2019 级

学生开始，实施“始于入学、连续四年、螺旋升级”的综合实践课程体系和学习模式，这也完全契

合了 202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7]。实践课程体系包括课程实验、

课程设计、实习课程、整合课程、毕业设计或论文、社会实践。其中，课程设计和整合课程是新增

课程，实习课程和整合课程内涵建设具有开创性。食品类大学生从入学开始连续四年、从公共课到

专业课始终开设实验课强化实践操作能力，从大一到大三开设综合实习课，大三开设课程设计和整

合课程，大四开设毕业设计/论文，这些实践课程的复杂程度和对知识的综合利用程度是螺旋升级的，

逐渐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创新思维习惯和能力。 

3  创新实习课程方案是综合实践课程体系的关键 

从 2019 年开始，我校食品类三个专业采用“大类”招生模式，即学生入学时是不区分专业的，

充分考虑这一特点，我们首先改革了以前学生在大学四年只集中实习一次、且内容单一的参观模式，

而是创新为采取“三层次、四方面、校内外结合”的实践课程方案和学习模式，即大学四年实习三

次，分别设置在在大一至大三的第二学期。其中“三层次”是指实习层次分为认识实习、岗位实习、

毕业实习层层递进的实践教学，“四方面”是指参观实习、仿真模拟操作、专业法规培训实习、讨论

交流实习多面交融的实践教学，“校内外结合”是指充分利用校外省校级实践教育基地、省市专业食

品研究及检验院所、校内及校外不同工程实训中心等立体互补的实践教学模式。 

实习课程的实施模式具体为：在大学一年级，食品大类学生学习通识课程和食品概论，此阶段

为学生们集中开设“认识性实习”课，充分利用我校新建的工程实训中心，引导学生认识食品生产

车间和设备、了解食品工艺和生产单元操作、简单进行实训操作、初步了解食品生产管理规范等，

激发学生深入自觉学习后续专业课程的兴趣；同时，采用线下参观、线上仿真模拟操作并考试、最

后汇报交流的方式，全方位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在大学二年级，学生已经根据自己对专业的

理解选择了喜欢的专业，此阶段为学生们集中开设“岗位实习”课，借助辽宁科技学院“金工实训

中心”使学生了解食品生产设备与机械的构成材料、加工制造方法、设备的质量精度等，借助省内

食品质量检验机构，了解食品质量检验检测技术和法规，掌握与食品质量和生产过程密切相关的工

程知识。在大学三年级，学生已经掌握了专业基础知识，开始了专业课程学习，此阶段为学生们集

中开设“专业实习”课，发挥学院建立的省内外实践教育基地的作用，是学生直接进入正规专业的

食品企业、参与生产过程，强化专业知识和工程能力，为大四的毕业设计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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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阶梯式实习课程内容是食品类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 

学院的实践课程体系实施过程是基于人才培养目标导向的教学过程。在明确实习课程目标前提下，

组织了阶梯式递进的实习课程内容，并在课程运行中落实，探索客观的评价机制和课程组织模式，为

最后达成专业人才培养要求提供保障。我院的实习课程基本内容和培养目标层层递进，构建如下： 

“认识性实习”课包括参观实习和操作实训两部分，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及实践打基础。通

过参观实习，使学生系统掌握食品车间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识生产车间、生产设备和公用

系统方面的基本知识、原理和方法，初步具备对食品生产车间的评价能力，熟悉常用食品生产设备

的结构及功能，了解 GMP 规范在食品加工企业中的实施与监管。通过操作实训，培养食品大类学生

对食品生产工艺过程的理解，加深对生产设备结构的认识，培养工程概念和实际操作能力。 

“岗位实习”课程包括金工实习和食品检验检测实习两部分，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及实践打

基础。通过金工实习，使学生较系统地掌握机械制造、机械加工方面的基本知识、原理和方法，初

步具备基本工具、量具的使用能力，熟悉常用机械设备的结构及功能，了解数控加工及特种加工技

术在机械制造中的应用，了解金属材料的牌号及性能、机械加工的常用方法和设备、不同加工方法

与设备表面质量的关系。通过食品检验检测实习，培养食品大类学生对分析检测、监督管理、产品

品质控制、风险评估等方面的意识和能力。 

“毕业实习”课程是各专业的综合实践课，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特色需求组织实施。例如葡萄酒

工程专业组织学生到省内外或国外葡萄酒庄参加生产实习，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和食品质量与安全

专业会组织学生到专业食品的食品企业或功能食品企业参加实习，使学生们了解食品车间的设备布

置、食品工厂的整体布局、公共系统的配套设计、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

题的能力。 

同时，实习课程的评价机制也随着课程组织模式的变化而实现更新，后续还需要结合实践课内

容和对学生影响力的大小，探索完善校企、校校的过程性成绩的评价细节，激励学生学习的热情，

保障实习课程的学习效果。 

5  结语 

“以本为本”的教育改革之路需要不断探索、实践和完善。我校食品类“新工科”人才的实践

能力培养体系已在学校支持下开始实施，这是三个食品专业基于学校深厚的药学教育基础、顺应“食

品安全”和“大健康”国家发展战略的召唤而完成的实践课程体系创新，后续我们将用人才培养过

程中的成果推动人才培养方案的完善和总结，为一流专业建设形成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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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system of 

food specialt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new engineering” 

HAN Jing, WANG Fang, HE Bosai, CAO Jiaqing, ZHANG Xiangrong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chool of Functional Food and Wine, Shenyang 110016, China) 

Abstract: It is essential for higher education to cultivate the Food innovative talent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new engineering”. Our training system which was established relying on advantages of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of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is as follows: establishing the major of Food Engineering 

with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reforming the operating mode of practical, exploring the training system of 

practical 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carrying out the course of comprehensive 

practice through the way of "starting from enrollment, four-year- continuation, upgrading spirally", 

adopting the teaching method and learning mode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levels, four aspects and 

combination of on and off campus", constructing the basic content of the progressive course of practice. 

Thus, the goals of curriculums and the talent training of "new engineering" for the major of Food were 

achieved with the help of all these efforts based on the system. 

Keywords："new engineering" talents;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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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恋爱观，打造绿色健康校园文化 

易庆艳，袁  飞 

（沈阳药科大学 制药工程学院，辽宁 沈阳 110016） 

摘  要：大学阶段正值年轻人风华正茂之时，在接受科学教育的同时，对异性的关注

也逐渐达到一个高峰期，恋爱问题也成为大学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针对大学生的

情感状况，本文对大学生恋爱的原因、特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加强

对其恋爱观的教育和引导，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文明的恋爱观。 

关键词：大学生；恋爱观；校园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大学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恋爱观是否正确不仅仅关系到大学生个

体的幸福问题，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而合理分析大学生在恋爱过程中易出现的问题并提

出解决措施，加强大学生的恋爱观教育是促进大学生生理、心理健康发育的客观要求，关系到学生

终身价值观的确立，甚至关乎校园和谐、社会稳定和发展。 

通过前期调查研究，数据显示 82.3%的同学都处于恋爱或是准备恋爱中，而恋爱动机也是多种

多样，恋爱后产生的影响有利有弊，而在这些有恋爱经历大学生中，恋情维持时间在半年以上的比

率为 72.2%，一年半以上的比率降为 48.7% [1]，最终能坚持到毕业并修成正果的情侣比例却不足 10%。

结合前期调查结果，我们从大学生恋爱的原因、大学生恋爱的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合理建议，

进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1  大学生恋爱的原因分析 

1.1  生理需求 

大学生正处于青春期，身体发育也迎来了第二高峰期，不管是生理上的需求还是对异性的好奇，

都促使少男少女们对异性产生了兴趣，期待着开始一场恋爱。 

1.2  心理需求 

有的同学因离家独立生活在外，缺少家人的呵护和关心，为了排遣寂寞寻找温暖和趣味性而开

始谈恋爱；有的同学急于恋爱，是为了通过得到人们对自己较高的评价甚至是羡慕来满足个人的虚

荣心；随着当今和爱情相关的小说、电影、电视、歌曲等的传播渲染，大学生对浪漫爱情拥有强烈

的向往；对待爱情，当然也有沉着冷静派，因为对方的幽默风趣，学习成绩优异，抑或者人缘好性

格佳，从朋友开始，日久生情，慢慢渗透到生活的点点滴滴，慎重的对待彼此的感情，最后有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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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成眷属。 

1.3  物质需求 

这只是极少数大学生的观点。特别是个别女生，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能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

想通过恋爱来解决，甚至认为多谈几个，就可以在经济上获得利益。 

1.4  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 

作者在与学生谈心谈话中了解到，有一些来自农村的男大学生把找对象作为一项尽快成家、传

宗接代的任务；有的同学是由于家庭结构的特殊，如单亲，离异家庭的孩子，从小就极度缺少安全

感，渴望被人重视，渴望被爱，以至于很容易就接受他人的表白。还有一些同学，通过直接接触社

会、影视小说等资料的刺激，或通过身边已经恋爱的大学生的影响，或是听说毕业生工作后找对象

难等等原因，以上因素也导致一些学生谈恋爱。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学生恋爱的原因是多样的，有些是出于内心，有些是出于功利，有

些是出于生理上的骚动和好奇，也有的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与爱情背道而驰，

实在不能称之为爱情，而是玩弄感情，是“乱爱”。当然，大部分的爱情，都是真挚纯洁的，主观上

认为恋爱可以促进学习，真心实意地要找一个终身伴侣，但由于其他种种因素，毕业后如愿以偿的，

并不占多数。 

2  当代大学生恋爱的特点 

2.1  恋爱模式公开化，恋爱尺度开放化 

高中时期，学生谈恋爱往往需要躲开老师、避开家长的视线，处于“偷偷摸摸”的状态。现在，

学生情侣们公开出双入对，毫不避讳的甜甜蜜蜜秀恩爱，已经成为了大学校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而且如今的很多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表示非常宽容，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行为。虽然大学生在生理

上发育成熟了，但是在心理上他们还未成熟到能够周全的考虑问题或是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对性

行为的宽容态度往往引发不良后果，有些女同学甚至因此怀孕去做人流手术，对身心造成了极大地

伤害。这些对其今后的生活甚至是后代都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有甚者还会不得不终止学业。 

2.2  恋爱动机多种多样，但良莠不齐  

不同的人因为处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对恋爱的想法也不尽相同，这也就导致了恋爱的动机良

莠不齐。有些大学生将恋爱视为一种炫耀的资本，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目的；有些大学生因为大

学空闲时间多，无所事事间不想被寂寞折磨，以寻找趣味性忘却孤独为目的；有些大学生将恋爱看

成是促进学习的一种方式，以提高成绩为目的；有些大学生处于一种周围全是恋爱人士的环境中，

以摆脱另类人士的身份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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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恋爱情感单纯强烈，但感情认识模糊 

经过了激烈的高考，终于摆脱了家长的监视和老师的看管，进入大学的青年学子们，内心难以

抑制的青春期情感如炽热的岩浆喷薄而出。大学的恋爱是毫无杂质的、热情奔放的、也是最令人难

忘、刻骨铭心的。然而提起恋爱的理由、爱情的本质和真谛时，处于爱情中的学生们却模棱两可，

给不出明确的回答，他们对于这个问题处于一种懵懂的思维模式，相爱的理由也很难让人信服。 

2.4  恋爱消费水平明显提高 

谈恋爱成了当今大学生们的一种攀比平台，大家相互比较，两人出去约会的餐厅、娱乐场所、

给对方赠送的生日礼物等等都将作为比较和炫耀的资本。这无疑增加了很多同学的日常花销，而这

些钱，几乎都是来自父母。 

2.5  恋爱现象比较普遍，更注重恋爱过程而非结果 

当代大学生谈恋爱时享受恋爱带给自己的快乐，而对于恋爱结果却毫不在意，也并不以婚姻为

目标。他们的恋爱动机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同学们认为恋爱是为以后恋爱打基础，还有很多同学

们是为了排解空虚……由于恋爱双方的动机不同、性格不合，当今社会巨大的就业压力等原因，大

学期间的恋人只有极少数能够坚持到最后共同走入婚姻，结为终身伴侣[2]。 

3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恋爱观，打造“健康恋爱”的绿色校园文化 

3.1  开展谈心谈话引导工作，加强思想教育 

学生在学校产生感情问题后，除了向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倾诉外，最容易寻求帮助的对象就是辅导

员。不管是因为年龄和阅历还是老师的身份和角色，都是最容易让学生信任和接受的，而在平时生活

学习中，辅导员除了是老师的身份外，更要学会与学生“打成一片”，做学生的知心朋友。让学生了解

到真正的爱情是简单而又幸福的，因为爱所以爱，两个人在一起能比以前变得更好，这才是优质的爱

情。于师于友，我们都可以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给出良性建议来帮助学生解决情感困惑。 

3.2  学校、家长、教师要紧密结合 

在面对孩子的恋爱问题上，有的学生家长认为孩子年龄还小，不应该这么快谈恋爱，所以对与

异性交往这一块是严厉禁止的；有的家长觉得孩子都上大学了，可以随便谈恋爱，只要开心就好，

至于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而在如何与异性交往，如何培养正确的、健康的恋爱观这一块，家长对

相关知识的了解是相对贫乏的。时代在变化发展，年轻人的爱情观也在变化和发展，他们的感情来

的更炙热，更外放，甚至来的快去的也快，家长们不能再按照自己的观念去要求孩子。所以，在加

强学生恋爱观教育这一块，我们要将学校、家长、老师紧密结合起来，互通资源的同时，向家长多

多传授一些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改变他们错误的教育观念和方法，支持孩子与异性同学的正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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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同时要求家长多关心孩子，加强沟通，在某些恋爱观念上与老师达成一直观念，给予共同的、

正确的引导和教育[3]。 

3.3  开展培养正确恋爱观讲座 

每年的 5 月份是心理健康活动月，作者所在学校都会举行很多心理健康方面的活动，其中就

包含了如何培养大学生正确婚恋观的相关讲座，作者本人就曾担任讲座老师为学院低年级学生进

行了一场“恋爱那些事儿”的讲座，从如何做一名受欢迎的男/女性、良好的第一印象、约会秘籍、

结婚的 7 个基础条件、如何处理恋爱危机、学会珍惜等几个方面与同学进行沟通和交流，讲座后

反响非常不错，同学说这种轻松、生动、有趣的讲课方式让大家容易接受和引发共鸣，同时又印

象深刻，在轻松幽默的环境中体会应该如何去规划自己的大学生生活，让自己变成一个受欢迎的

人，当爱情真正降临时又应该怎么去正确辨识和维护爱情，以及缘分尽了如何去调整心态正确面

对失恋。所以，建议以后可以将这种讲座推广化，推广到各学院、各年级乃至各高校，以此引导

同学培养正确的恋爱观。 

3.4  增加青春期性教育 

对于逐渐发育完全的大学生而言，性生理成熟与性心理尚未完全成熟之间的矛盾，成为大学生

性教育的焦点和关键，切实加强大学生性教育，正确引导其认识和解决矛盾冲突，对于大学生恋爱

的成功和婚姻的幸福有着重要的意义[2]。然而因为国人传统思想的桎梏，很多老师都觉得性教育难

以启齿，所以高中要么不开设相关课程，要么都让大家以自学为主，导致很多成年大学生对性知识

严重缺乏，而对性的好奇促使青少年男女对黄色书籍、黄色视频产生兴趣，甚至偷吃禁果，由此产

生了一系列相关问题。因此加强青春期的性教育也很重要，应该让学生们从进入青春期开始，就了

解两性知识，这样才能更好的引导学生们正确的恋爱观。 

3.5  充分发挥学校心理咨询室功能 

近年来，随着对学生心理问题的逐渐重视，大多数的高等学校都设立了学生心理咨询室，但是

很多咨询室都是“门庭冷落”。学校应积极采取措施，由心理咨询室主动开展一些宣传、宣讲活动，

从心理学角度引导学生如何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并正视由恋爱引发的心理问题，出现问题后敢于主

动找心理咨询老师寻求帮助，充分发挥心理咨询室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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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inal Chemistry” is an important leading subject in the field of pharmacy,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system of pharmacy, pharmaceutics, clinical pharmacy and other related 

majors. The teaching design of medicinal chemistry is essential because of its various knowledge points, 

specialty and the cross with other subjects. The teaching team gradually establishes a new internet-based, 

compatible teaching mode, following the idea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adopting onlin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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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在十九届中

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廉洁教育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的是思想意识领域的问题。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大学生接受良好的廉洁教育不仅仅是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更关乎对国家建设事业

发展贡献问题。本文通过对部分高校学生关于廉洁教育相关问题的问卷调查，进一步了解当前高

校大学生的廉洁教育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探索推动大学生廉洁教育深入开展的有效举措。 
关键词：高校；大学生；廉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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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髙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入，我国髙等教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与此同时随着髙校的办学

规模的不断扩大，学校的办学层次也在不断提升，高校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普遍较高，但不可否

认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类网络媒体平台的推广与应用，在大大加速信息流动共享的同时，

互联网作为极具传染性的传播媒介，也将许多制造政治、社会、经济混乱的黑色信息带入象牙塔内，

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产生侵蚀，并且对大学生廉洁思想的构建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因此，在新形势新环境下开展对高校大学生廉洁教育现状的研究，充分了解掌握当下大学生廉洁教

育的实际情况，存在的问题，对于开拓有效廉洁教育领域，创新廉洁教育方式方法，提升廉洁教育

有效性长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调研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以线上填写问卷的形式开展，问卷采取无记名方式进行，问卷拟定的题目主要围绕当前

大学生对廉洁意识的整体认知、大学生廉洁教育现状、大学生对高校开展廉洁教育的看法三个方面，

共计 20 个问题。本次调研对象挑选作者所在学校的一个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发放问卷 45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448 份，有效率为 99.6%。从问卷填写结果看，同学们填写问卷态度认真，呈现的调

研结果具有真实性和参考价值。 

从被调研人员的学年分布来看，大一学生占比 40.65%，大二学生占比 21.46%，大三学生占比

16.36%，大四学生占比 14.6%，研究生占比 6.93%。调研覆盖了该学院的各年级学生，结果较为客观

具有代表性。从男女比例来看，男生占比 31.47%，女生占比 68.53%，女生占比较多。政治面貌方面，

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群众分别占比 12.15%、82.05%、5.8%，调研覆盖了各个群体，覆盖面较广。 



40                                       高等药学教育研究                                     2021 年 

2  调研结果分析 

2.1  大学生对廉洁意识的整体认知方面 

大学生对廉洁意识的整体认知，这部分问题可以反映出目前大学生对廉洁问题的关注程度、

对廉洁和不廉洁行为的基本立场，进而了解大学生的价值层面趋向。本方面共设计 7 个问题，

结果见图 1-4。 

 
Figure 1 “Do you know what honesty education is？” 

图 1  “您是否了解什么是廉洁教育” 

 

Figure 2  "Do you think honesty educ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图 2  “您是否认为应该开展廉洁教育” 

 

Figure 3  "What is your attitude towards the dishonest practices around you?" 

图 3  “您对身边不廉洁行为的态度是什么” 

 

Figure 4  "What will you do if your relatives and friends cheat in order to get you a highe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图 4  “您的亲朋好友为了您升学就业走后门，您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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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个问题反映出大部分学生对廉洁意识和廉洁教育关注度较高，对廉洁标准有一定的

判断，但是也暴露出个别学生廉洁认识淡漠甚至产生偏差，有的学生在对某种行为作出道德判

断时将是否侵害个人利益作为判断的前提。 

2.2  大学生廉洁教育现状方面 

对大学生廉洁教育现状的调研，能够看出现阶段高校对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视程度、教育

活动开展情况、教育实际效果以及学生参与程度等。本方面共设计问题 7 个问题，结果见图 5-7。 

 
Figure 5  "Frequency of Integrity Education in Your College (Class)" 

图 5  “所在学院（班级）开展廉洁教育的频率” 

 

Figure 6  "In your impression, what are the main aspects of honesty education in schools?" 

图 6  “在你的印象里，学校廉洁教育主要在哪些方面开展” 

 

Figure 7  "Would you like to receive integrity education and participate in activities related to integrity education?" 

图 7  “您愿意接受廉洁教育，参加与廉洁教育有关的活动吗” 

从结果看，高校在努力营造激浊扬清、风清气正的校园环境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学校大部分学

生身心确实受到洗礼，崇廉拒腐的思想也逐步形成。但是调查问卷同样显示出目前高校存在对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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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开展滞后的问题。也反映出廉洁教育开展形式过于单

一乏味，部分学生认为廉洁教育可有可无，主观不愿意主动参与。 

2.3  大学生对目前高校开展廉洁教育的看法和建议 

大学生对目前高校开展廉洁教育的看法和建议，这部分试题主要是从实际出发，获取学生

对高校廉洁教育水平的一线评价，再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进一步调整优化，达到良好的教育效

果。本方面共设计 6 个问题，结果见图 8-10。 

 

Figure 8  "What is the effect of honesty education in schools?" 

图 8  “学校开展廉洁教育效果如何?” 

 

Figure 9  "What difficulties do you think exist in honest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图 9  “您认为目前大学生廉洁教育存在哪些困难？” 

 

Figure 10  "What are the effective forms of honesty education in your opinion?" 

图 10  “您认为有效的廉洁教育形式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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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研结果看，目前高校对大学生开展的廉洁教育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开展的教育实践在

帮助大学生建立对廉与腐的认知，对廉洁品格塑造方面是否真正起到作用，是个需要认真面对并深

入思考的问题。同时，在探索廉洁教育有效抓手方面还需要不断解放思想，务求真正能够吸引打动

大学生的教育形式，不断扩大受教覆盖面，压实教育实效。 

3  大学生廉洁教育存在问题的破解之道 

综上，从调查问卷的反馈结果分析，当前高校大学生的廉洁教育存在着认知不清、重视不够，

方式方法单一空洞、成效有限，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如同平静湖面下的暗流

涌动。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问题，关系到的不仅仅是个人发展，更关系到整个学校、甚至整个国家的

未来，培养出一代代廉洁奉公、守法诚信的新青年，是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应有之意，要下大

力气破解大学生廉洁教育瓶颈和难题。 

3.1  充分认识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要性，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正确地把握腐败问题的实质，牢固树立起崇廉耻贪的

价值观，并教给他们在个人和组织层面保持廉洁的方法、工具、策略和技能[1]。当前形势下，高校

面临着大学生廉洁教育责任主体不明确的问题，出现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现象，导致大学生廉

洁教育缺少顶层设计，缺乏总体的目标任务规划，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和健全的运行规范。大

学生的廉洁教育应建立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教务、学生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宣传部门等各司其责、

齐抓共管，广大干部师生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各部门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大学生的廉洁教育工

作，将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加强对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示

范引领，将廉洁教育提高到“怎么样培养人”以及“培养什么样的人”政治高度来加以强调和贯彻。 

3.2  办好思政课，开设廉洁教育课堂，切实发挥课堂的主阵地作用 

廉洁教育本身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组成部分，廉洁教育不可能脱离了思想政治教育而成为单独

的学科，廉洁文化不可能与政治相分离，必然是紧密相关的[2]。而课堂教学以其内容的稳定性、时

间的固定性和受众对象的集中性，使在对大学生廉洁教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3]，而思政课教

学的作用更为凸显。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课程思政改革，高校要以此为契机，将廉洁教育内容更

多地引入思政课，探索开设专门的廉洁教育课程，通过课程改革创新，不断探索廉洁教育新思路，

使课堂充满时代气息和丰富内涵，吸引广大在校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在润物无声中加强廉洁意识的

渗透，促进廉洁意识的建立。 

3.3  丰富廉政文化传播载体，创新廉政教育方式 

在传统文化传播渠道的基础上，创新宣传手段，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短视频 APP 等工具，通过

录制“微课”，讲廉洁故事、发布廉洁公益广告等方式，以图文并茂、简约实用的形式，普及廉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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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知识，在经常而持续的良好氛围中，有效促进高校廉洁教育工作的顺利推进，真正起到推进学校

廉政文化建设和师德师风建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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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s the core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conduct and clean 

government. At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Xi stress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conduct and clean government and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is always on 

the wa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lean government, anti-corruption education solves 

the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Thought is the guidance of action. Anti-corruption education is not 

only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view of life, values and the world,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this paper further understan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problems of the anti-corruption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explores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omot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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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18 日，《高等药学教育研究》正式成为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

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核心资源库）是我国最大的期刊全文数据库，该库受到国内图书

情报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赞誉，目前已拥有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 2000 余家大型机构用户，是我国数

字图书馆建设的核心资源之一，也是科研工作者进行科技查证和科技查新的必备数据库。 



2021 年第 2 期                              高等药学教育研究                                       p.45 

投稿日期：2021-01-09 

作者简介：吕阿丽（1982-），女（汉族），山西文水人，硕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高校组织建设和人力资源

工作研究，Tel. 13840039215/024-43520041，E-mail 23980304@163.com。 

文章编号：2617-6084（2021）02-0045-03 

高校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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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领导干部是盘活体制机制的重要力量，是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源头活水。

政治素质则是考察高校领导干部的重要考量指标。文章以沈阳药科大学领导干部政治素

质考察为例，从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考察重要内容、构建政治素质考察立体化平台、强化

政治素质考察结果应用三个方面阐明了政治素质考察的实践经验，以期为其他高校开展

领导干部考察提供可借鉴的参考。 

关键词：高等院校；领导干部；政治素质 

中图分类号：D262.3；G648      文献标志码：A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把关和政治素质考察是第一位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强调，坚持新时

期好干部标准，把政治素质考察摆在干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新修订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明确规定“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1]。作为管党治党的

职能部门，组织部门必须主动担当、用心用力做好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考察，引导领导干部走好

信仰之路、走好为民之路，走好修身之路，走好实干之路。 

1  将政治素质作为领导干部考察的首要内容 

1.1  注重从政治信仰和政治定力维度考察 

一是考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态度。掌握干部是否能够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是否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在原则问题上是非分明，在科学与谬误面前头脑清醒，

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上客观公正。掌握干部是否能够常观行业发展大势，对重大改革拥有独到的见识

和见解，能深层次思考单位发展举措和推动本职工作更上水平的方法，自觉将各项决策部署变为服

务群众的行动。二是考察干部在重大关头、关键时刻的态度。掌握干部是否拥有全局观念、为民情

怀、斗争精神、驾驭能力等，在关键时候、紧要关头、重要节点是能冲得出来、顶得上去，以“舍

我其谁”的劲头、“功成必定有我，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扑下身子、真抓实干，还是遇到困难和

问题就“撂担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求守位”；是能够主动承担责任，对上敢于负责，对下

勇于负责，还是消极“避事”、畏缩“避难”。三是考察干部为人处事的态度。掌握干部是顾大局、

讲奉献，还是把权利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凡事看个人得失；是坚持原则，敢说敢管，还是拿

集体的利益送人情，换取群众的赞成票。 

mailto:2398030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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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注重从政治担当和政治能力维度考察 

一是考察干部落实工作的态度。掌握干部是坚决贯彻上级工作部署，快速出方案、做决策、抓

落实、高效率高质量完成，还是讲条件、提困难，拖拖拉拉，应付了事；是能扎扎实实干出成效、

做出业绩，想干事、会干事、能干成事，还是眼高手低，工作答应得好、落实得差，目标定得好、

完成得差。二是考察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过程和态度。掌握干部对复杂问题是有正确的认识、能抓

住复杂问题的本质、揭开问题复杂性的外衣，由繁入简、删繁就简，将复杂问题简单处理并在解决

复杂问题中提升工作能力，还是剪不断理还乱，一团乱麻越搞越复杂等。三是考察干部对待新工作

领域的态度。掌握干部是拥有超强的学习力，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新的知识、接受新的

挑战、掌握新的本领、谋划新的思路，还是将大量的时间流于迎来送往，不愿学、不想学，不思考

创新，真干事时“本领恐慌”。 

1.3  注重从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维度考察 

一是考察干部对理论学习的态度。掌握干部是将理论学习作为寓理于事、查漏补缺、不断同化

内化的过程，活学活用，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找到破解难题的方法和路径，还是停留在理论表面，

不往深里走、不往心里走、不往实里走。二是考察干部对待批评的态度。掌握干部是将批评视为一

种高层次的爱，虚心接受，主动整改，还是闭耳塞听、闻批就跳、见批就驳。三是考察干部对待群

众的态度。掌握干部是将群众的事情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放在心上，常走进群众中了解情况、听

取民意、收集民情、汇集民智，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为群众想实事、办好事还是不深入

基层、不走进群众，靠圈子、靠酒桌和群众打成一片等。 

1.4  注重从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维度考察 

一是考察干部对待规矩的态度。掌握干部是严守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还是随波逐流、没有自

控能力，对刚刚决定不宜公开的事情跑风漏气，对人有好处的事情说功买好等。二是考察干部对待

廉政的态度。掌握干部是否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严格要求自己、家人及身边工作同志，

防微杜渐，廉洁自律，还是凡事讲利益交换，滥用职权，守不住廉政底线。三是考察干部对待重要

决策的态度。掌握干部是否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将每一项重要事项都第一时间请示汇报，每一个重

要决策都经过“民主—集中—民主”，广泛听取各方意见，还是超越权限办事、独裁独断、自作主张、

搞“一言堂”“自己说了算”等等。 

2  构建立体化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考察平台 

2.1  充分发挥深入谈话考察重要作用 

一是科学界定考察谈话人员范围。将校领导、党委委员、正处级领导干部、所在单位全体干

部、与干部工作密切接触人员和服务对象等全部纳入深入谈话人员范围，确保“管他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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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他服务的”“他身边的”等知情人全面反映其日常政治表现。二是准确把握考察内容。

采取个别深入谈话、民主专项测评等形式严把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作风关、廉洁关。在考察

中，注重听取干部所在党组织领导班子对其政治表现、参加组织生活、党内集中教育等方面的评价，

了解干部在落实重大部署、完成急难任务等过程中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等。三是深入同干部本人

面谈。在深入考察谈话和民主专项测评后，同干部“一对一”面谈，进一步了解其政治立场、思想

品质、价值取向、见识见解等方面情况，深化对干部政治素质的研判。在此基础上，严格审核干部

个人人事档案、查核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听取纪检监察机关意见、核查信访举报等情况，构建立体

化政治素质考察平台。 

2.2  充分发挥无任用调研重要作用 

综合利用专项巡察、日常督查等形式，开展领导干部无任用调研，多方位听取干部群众意见，

近距离考察识别干部，改变“不提拔不过问、不提拔不谈话、不调整不见面”局面，通过多渠道了

解、立体化分析，确保干部政治素质过硬、组织放心、群众满意。 

2.3  充分发挥谈心谈话监督重要作用 

有效利用无任用调研谈话、随机谈话、廉政谈话等形式，将谈心谈话落实在食堂饭桌旁、在学

生课堂间、在各类比赛时、在网络空间里、在座谈现场上，多渠道及时掌握了解干部的政治素质、

思想动态，对出现的苗头性问题及时“扯袖子、咬耳朵”，帮助干部提高站位、提升修养。 

2.4  充分发挥干部成长档案重要作用 

注重收集干部工作总结、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获奖情况、参加培训材料、

参与重大专项工作等情况，注重查阅干部政治理论学习、会议记录、制度文件、专项整改等材料，

建立涵盖政治能力、德行品质、专业能力、廉洁自律等多层面的干部成长档案。有效利用档案信息，

定期分析干部队伍结构，掌握干部个性特点和工作特长，为实现精准的人岗匹配提供有力支撑。 

3  将政治素质考察结果作为领导干部管理重要参考 

3.1  分类使用干部 

对政治素质高、政治表现好的干部，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对政治素质考察不合格的干部实行

“一票否决”。对存在政治意识弱化等政治上不合格的干部，不列为考察对象。对政治表现存在问题

的干部，及时梳理深入考察谈话、民主测评、谈心谈话等过程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并向干

部反馈，通过针对性的谈话提醒、批评教育、函询、诫勉、组织处理等帮助其提高政治素质。 

3.2  夯实干部储备基础 

对政治素质考察合格的干部，加强政治训练，突出能力建设、强化专项培养，通过换岗历练、 

（下转至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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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新入职教工岗前培训现状及优化策略研究 

叶  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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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入职教工岗前培训是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对新入职教工实现身份转变、

提高自身履职能力，从而优化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增强学校教学和科研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随

着时代的发展，高校新入职教工岗前培训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岗前

培训的培训效果和教工入职后的工作情况。笔者分析了高校岗前培训的现状及新教工的特点，

找出岗前培训现存问题，并针对性的提出优化策略，以完善高校新入职教工的岗前培训工作。 

关键词：高校；新入职教工；岗前培训 

中图分类号：G645.1      文献标志码：A 

“岗前培训”一词最早在 1996 年被提出，原国家教委接连发布《高等学校教师培训工作规程》《高

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暂行细则》（以下简称《暂行细则》）《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教学指导纲要》

（以下简称《指导纲要》）系列文件，标志着我国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逐渐规范化、制度化[1]。2016

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启动实施高等学校新入职教师国培示范项目的通知》[2]，建立健全高等学

校新入职教师培训制度，并针对中西部高校教师的队伍建设提出有力举措。新入职教工岗前培训是

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之一，有效的岗前培训可以使新教工尽快适应工作环境、完成身份转

变、提高自身专业能力，增强对学校的认同感、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高校人才培养和整体发

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高校新入职教工岗前培训现状 

1.1  岗前培训现状 

岗前培训对象一般为当年入职的所有新教工，包括教师、教辅人员、辅导员、行政人员等，还

包括已入职但因某些原因未参加岗前培训的教工。根据《暂行细则》文件规定，教师的岗前培训以

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和高等教育法规概论等课程为主要岗前

培训内容。大部分学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再开展校本培训，请相关职能部门同志就校史校情、教学

制度、科研制度、人事制度、学科建设等方面做专题讲座。岗前培训以集中授课和主题讲座为主，

一般一周一次或两次，培训周期一个月；校本培训大多以集中培训为主，培训周期一周左右。 

1.2  高校新入职教工特点 

近几年，国家陆续发布多个文件鼓励高校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高校也纷纷

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增大人才引进力度，使得新入职教工数逐年递增。新入职教工普遍学历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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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专业知识扎实，年纪较小，接受先进工作方式的速度快。但同时，新教工中很大一部分为应届

毕业生[3]，工作经验不足，授课或行政基本素养低，入职后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转变和接受新身份。 

2  新入职教工岗前培训现存问题 

2.1  岗前培训工作重视度不够 

岗前培训多集中在秋季开学前一周或开学后的几周内，对岗前培训组织者来说，新学期初学校

工作任务多、工作时间有限，部分高校并没有认识到岗前培训的重要价值[4]，对岗前培训付出的心

思少，只是按照文件精神把其作为常规工作组织。对岗前培训参加者来说，有些教工尚未正式入职

已被所在单位安排工作，而岗前培训又多为全天培训，这就导致他们不能按时参加培训或参加培训

时私下进行其他工作。同时由于学校组织者对岗前培训的重视程度低，岗前培训考勤制度不完善、

约束力不强，这也导致了新教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足，培训效果较差。 

2.2  岗前培训方式单一，针对性不足 

目前高校岗前培训多以线下集中授课或主题讲座的形式进行，培训方式单一。培训内容基本以

《暂行细则》规定为主，校本培训则以校史校情和各类规章制度为主，大多课程为理论知识的堆积，

缺少实践技能相关的训练，且大部分高校的培训并未对参加人员进行分类，导致培训课程无法满足

不同类型新教工的培训需求，实用性和针对性不强。 

2.3  岗前培训时间短，任务重 

近几年高等教育发展迅猛，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压力大，新教工入职后很快便承担一定的工作任

务，岗前培训的培训周期短。如上文介绍，岗前培训多安排为一周一次或两次，累计一个月，校本

培训一般集中在一周内进行，两类培训均为全天培训，新教工接受“填鸭式”培训课程，没有充足

时间消化和吸收培训知识，培训压力大，培训效率低。 

2.4  考核方式不明确，反馈机制薄弱 

高校组织岗前培训注重形式而忽视效果反馈，培训中安排机械的考勤制度，培训结束多以笔

试或递交论文的形式作为考核，这种做法既不能反映新教工参加岗前培训的效果，也不能掌握现

行岗前培训机制的优劣，无法针对性的对岗前培训计划和培训队伍进行更新和完善，发挥岗前培

训的最大效用。 

3  高校岗前培训的优化策略 

3.1  提高思想认识 

作为岗前培训组织者，高校相关负责人要提高思想认识，正确认识岗前培训的必要性，从根本

上提高岗前培训的重视程度，科学制定岗前培训计划，认真组织实施。必要时可根据相关文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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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岗前培训相关制度，明确岗前培训的组织、实施及管理的各项规程，保障岗前培

训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高校应做好新入职教工思想教育工作，使其意识到岗前培训的重要性，

端正态度，积极主动参加岗前培训。 

3.2  优化培训模式及内容 

3.2.1  设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模式 

可根据不同类别课程的特性进行分类设计，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开展岗前培训。线

上授课教工操作性强、开展时间灵活，基础理论类课程涵盖知识点密集，线上授课的模式可以使每

个人根据自身接收知识点的快慢程度来控制学习进度，提高培训效率。线下授课互动性和仪式感强，

入职培训动员会和总结会、学校校史校情及各类制度介绍等课程可采取线下培训的模式进行，使得

新教工真实了解学校，熟悉学校的工作流程和规章制度，增强新教工入校工作的真实感、对学校的

责任感和归属感。此外，线上线下可设计不同的培训周期，线下授课需结合学校整体规划及授课教

师的时间来设计，培训周期调整弹性小，但线上授课时间灵活，可设计较长的培训周期。教工在参

加线下培训的同时，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时间进行线上培训，在规定时间内修完相关课程

即可，使得岗前培训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减轻教工培训压力。 

3.2.2  设计必修选修相结合的培训课程 

现行新入职教工“一刀切”的培训模式也有待改进，不同类别的教工对岗前培训的需求不同，

除需全部参与学习的培训课程外，高校可针对不同类别教工的培训需求设计不同培训课程，例如针

对教师设计提升教学技能、科研水平和项目申报的课程，针对辅导员设计学生心理健康辅导课程，

针对行政人员设计公文写作课程等。同时还可采用必修选修相结合的选课模式，每位教工时间充裕

程度不同，对岗前培训的态度和期望不同，在可顺利完成自身必修课程的基础上，教工可选修其他

感兴趣的课程。这样大大提高了岗前培训的培训效率、增强培训资源的利用度，同时不同程度的加

深新教工的知识积累。 

3.2.3  丰富培训内容及领域 

随着时代发展，高校岗前培训可在完成文件要求的培训内容基础上，设计与时俱进的培训课程。

例如随着网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课程采用线上授课的形式开展，学校可设计线上授课软件培训课

程；现阶段学生特性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校园暴力或心理问题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学校可设计

学生心理疏导、课堂常见教学事故预防等培训课程。结合现实社会的课程可以激发教工的培训兴趣、

增强教工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除采用授课和主题讲座的培训课程外，学校可增加培训心得

分享、经验交流、素质拓展等培训单元，使新教工在学习知识之余，增强沟通表达和分享能力，增

进相互之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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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立培训师资库 

岗前培训是新教工高校工作的起点，岗前培训的质量影响着新教工未来的发展和职业规划，高

校可根据岗前培训课程设计，邀请国家级或省级教学名师、师德标兵、长江学者、院士等专家进行

授课，逐渐形成一支学科背景多元、授课方式多样、年龄层次合理的师资团队。同时，除邀请校内

优秀专家授课外，还可结合实际情况，邀请校外或国外知名专家参与授课，提高岗前培训质量，交

换优秀教育理念。 

3.4  健全培训考核和反馈机制 

岗前培训应制定严格的考核制度，现行考核制度不完善，考核结果对教工无直接影响，导致岗

前培训没有发挥最大效用。高校可将岗前培训考核结果作为教工能否上岗工作的依据，岗前培训考

核不合格人员，不允许其参加教学任务或负责主要工作，需参加下一轮岗前培训且考核合格后方可。

岗前培训考核结果也可成为教工年度考核结果的参考，岗前培训考核不合格人员，在参加的第一次

年度考核中年度考核结果不能定为优秀档次。同时，高校可以问卷调查或访谈的形式，对新教工进

行岗前培训回访，通过教工反馈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了解现行岗前培训机制的不足，为下次岗前培

训的开展积累经验，长期来看也为岗前培训机制的改革完善提供参考。 

4  结语 

岗前培训是新教工高校工作的起点，也是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关系到教工本人的成

长，也与学校的发展息息相关。高校应高度重视岗前培训，结合学校实际设计岗前培训计划，通过

岗前培训帮助新教工实现身份转变、提高自身履职能力，从而优化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增强学校教

学和科研水平，为学校和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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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ientation for newly-recruited facul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aculty development in 

colleges. It is of importance to transfer their roles in new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their working ability. 

Meanwhile, it also can optimize the faculty construction, and raise the level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colleg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he 

orientation for newly- recruited faculty, which have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orientation effect and the work 

afterward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orientation situation of colleges and the features of 

newly-recruited faculty, finds out problems, proposes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nd looks forward to 

improve the work. 

Keywords: colleges; newly-recruited faculty; orientation 

（上接第 47 页） 

挂职锻炼等“多岗快跑”“弯道超车”方式，让干部经受吃劲岗位、重要岗位的磨练，在难事急事中

经受摔打，千方百计为干部发展踢开“绊脚石”，赶走“拦路虎”，加快其专业化成长速度，让政治

素质高的干部在学校科学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3.3  强化干部针对性教育 

对思想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坚持缺什么补什么原则，采取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参加专

项培训、选派到基层工作历练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帮助干部弥补知识空白、经验盲区、能力弱项，

强化党性教育，磨砺政治品格，切实推动干部“四个意识”不断增强，“四个自信”进一步坚定，“四

个服从”成为普遍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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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political quality examination of cadr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V Ali, LIU Zhigang, LIU Tao  

(Organization and Personnel Department,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16, China) 

Abstract: Cadr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critical to revitalize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mechanism, and are the source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olitical quality 

is a critical index to assess cadres. Taking the cadres in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political quality examination of cadre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examin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platfor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sults. We hope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t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words: college and universities; cadres; politic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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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药师人才培养问题及改进建议 

韩继丽 1，徐嘉萌 1，崔  霞 1，郭  苗 1，郭  琦 1，曾爱国 1，常  春 1， 

贺震旦 2，赵春杰 3*，傅  强 1* 

（1. 西安交通大学 药学院，陕西 西安，710061；2. 深圳技术大学 药学院，广东 深圳，518000；3. 沈阳药科       

大学 药学院，辽宁 沈阳，110016） 

摘  要：目的 对于我国执业药师人才培养发展现况进行分析，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综合研究法分析我国执业药师人才培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果 我国现

行执业药师人才培养成效显著，但明确的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形成，在政策法规、资格考试、岗

前培训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都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目前我国

执业药师人才培养现状不断得到改善,高水平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培养发展前景广阔。结论 通过

对执业药师人才培养现状的研究,有助于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更好地推动我国

执业药师人才培养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执业药师；人才培养；现存问题；改进建议 

中图分类号：R95      文献标识码：A 

提供优质的药学服务，保证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药学人才培养追寻的终极目标。自 1994 年

我国执业药师制度建立以来，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与进步，我国执业药师队伍在数量有了巨大的提

升。然而执业药师人才培养体系在施行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围绕我国执业药师人才培养过

程中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策略，以期为推动我国执业药师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支持。 

1  我国执业药师人才培养现存问题 

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药品是特殊商品的属性尚未得到全社会的充分认

识。在药品应用领域时而出现常识性、低级性问题。执业药师是医药领域中至关重要的专业技术人

员，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密切相关。推动高水平执业药师人才培养的进一步发展，对提高执

业药师人才队伍的整体质量具有重大意义。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全国执业药师注册人数已达 56 万

余人，每万人口执业药师人数为 4.0 人，已达到《“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每万人口执业药师

人数 4 人的目标要求[1]。然而，现阶段我国执业药师在高校教育、资格考试、继续教育等方面仍存

在很多问题，执业药师人才队伍的发展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1.1  高校药学教育与执业药师要求不匹配 

1.1.1  课程设置与执业药师工作衔接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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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求的推动和行政主管部门的倡导下，以岗位胜任力为目标的教育教学改革正在起步。部分

著名高校虽然已经开始进行了教学改革，教学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但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包括定位

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高校的药学专业课程设置依然是“以化学为中心”的传统药学教育，总体侧重

化学为基础的药学体系学习，学生毕业后更多地面向药物生产、流通、使用、检验等岗位，高等药

学教育内容与执业药师工作要求不匹配，课程设置改革亟待推进。 

1.1.2  实习环节缺乏针对性、专业性 

在药学类专业国家标准中，实践环节是药学类学生的基本要求。由于各校人才培养定位不同，

其内涵也差异较大。大部分院校实习环节较集中于培养计划的后期，尤其毕业论文设计受到较高的

重视，但在整个培养计划中，前期的理论学习阶段综合性实践安排较少，使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不够深刻；另一方面，综合性研究型高校充分利用大学生创新项目、开放性实验以及校内各学科平

台资源为学生提供实验室实习机会，但除了实验室、科研工作外，有意从事药学服务、临床药学等

学生的多样化实习需求仍较难得到满足，且校内实习与进入工作岗位后的工作内容存在差异，无法

使学生得到充分的专业培训并与工作有效接轨。 

1.1.3  执业药师岗前培训不到位 

根据《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的要求，我国执业药师根据学历的不同，需在药学或中药

学岗位工作相应年限方可具备报考执业药师的资格[1]。该举措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报考人员的实践综

合能力，但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执业药师资格前后的工作内容可能差别较大，且工作中难以保证有

专业执业药师进行指导，因此一定年限的工作经历并不能完全代替岗前培训。特别是高学历如博士、

硕士学历的执业药师报考人员，其工作经历的报考要求较为宽松，这种措施表面看起来促进了高素

质药学人才进入执业药师队伍，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岗位必须技能及工作经验的缺失造成了部分高

学历人员进入执业单位后无法在短时间内快速胜任岗位工作。与执业岗位匹配的岗前培训缺失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执业药师上岗后的岗位胜任力，执业药师队伍的整体服务质量难以保障。 

1.2  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制度仍需完善 

1.2.1  资格考试报名门槛低 

在我国，由于人口众多、执业药师缺口大等特殊国情的存在，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准入学历曾

为中专，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业药师队伍的整体水平。近年来，行政主管部门致力于提升执业药师

专业素质和执业能力，在多方努力下，自 2021 起我国执业药师考试报考的最低学历限制将由中专提

升为大专[1]，但仍与发达国家通行的学历标准存在差距。此外，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对于报考专业的

要求也相对较低，除（中）药学专业外，大量的其他相关专业如化学类、生物科学类、基础医学类、

口腔医学类、中医学类等人员也可报考，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报考人员的药学专业水平。执业药师资

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考试，每年组织一次，且无报考年龄及考试次数限制。因此，在我国的执业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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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报考人员中，还存在部分基础知识较为薄弱，但心存侥幸心理年年报考的人员。这不仅降低了我

国执业药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同时也加大了国家相关部门的工作量，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执业药师队

伍的建设与发展。 

1.2.2  考试形式单一，内容偏重理论，能力考察不全面 

考试内容是教育教学的风向标。目前我国的执业药师考试科目为：（中）药学专业知识（一）、

（中）药学专业知识（二）、药事管理与法规、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四个科目。2020 年版《国家执

业药师职业资格考试大纲》于 2020 年 3 月公布实施，新版大纲在借鉴和总结 2015 年版考试大纲和

近年考试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重点要求了执业药师所应具备的在药品质量管理和药学服务两方面

的综合性执业能力[2]。然而，考试内容的设置仍需进一步调整，目前考试内容对基本知识、基本能

力的考核不够全面、细化，其整体性、逻辑性、针对性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例如对于在社会零售

药店、医院临床等不同类别的执业岗位，报考人员皆使用同样试题，对不同执业岗位的专业知识及

实践能力未进行进一步细化的考察，缺乏一定的针对性。考试采取笔试形式，题型均为选择题，考

试题型设置单一，且考试以四年为一个周期，参加全部科目考试的人员可在连续四个考试年度内分

年参考不同的科目，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考试难度，具备一定药品基础知识的人员通过短时间的背诵

记忆即可通过考试。更重要的是，考试内容较为侧重理论专业知识，缺乏医院等临床岗位综合实践

能力方面的考察，如零售药店执业药师的药学服务意识和能力、临床执业药师的处方决策和审核能

力等，另一方面也缺乏对报考人员实际操作能力的考察，如实验技能、药材真伪辨别等，未能全方

位考察报考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导致我国执业药师队伍良莠不齐，水平相差悬殊，严重损害药

师自身职业认同感和民众对药师的信任感。 

1.3  执业药师继续教育体系不完善 

1.3.1  继续教育法律规范不完善  

2019 年 8 月，中国药师协会发布的关于《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

规定取得执业药师职业资格的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并达到规定要求是执业注册的必备条件，并对继续

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进行了改革，明确公需科目包括执业药师应当掌握的思想政治、法律法规、职业

道德等基本知识[3]。然而，文件对于继续教育的基本事项仅进行了初步的界定，强制性条款不足。 

1.3.2  继续教育施教标准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监管 

《管理办法》中仅对继续教育的形式与内容提出了大体的要求，如须进行药学专业知识、临床

医学知识、药物治疗学知识等及国内外药学领域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等内容的学习，

而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各省（执业）药师协会自主设置培训、考试内容，且国内不同地域不同机构

的师资力量、教学水平相差较大，提供的培训质量及考核标准参差不齐。同时，全国范围内对施教

机构未进行统一的监督管理，继续教育效果难以得到追踪和反馈，继续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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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导致了继续教育流于形式的问题。 

1.3.3  继续教育培训课程设置有待完善 

我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培训课程多数采用面授结合网络授课的方式，整体偏重专业理论知识的

学习。《管理办法》中规定执业药师专业科目继续教育学习可选择参加省级（执业)）药师协会组织

的各类业务培训[3]，然而目前尚处政策实施初期，各省级（执业）药师协会组织进度不一，多省尚

未开放业务培训项目，且文件中具体培训内容及培训方式没有进一步明确，可能导致培训效果参差

不齐。此外继续教育对于不同药学教育背景的执业药师采取相同的培训方式和培训内容，没有培训

层次的明显区分，缺乏针对性。 

1.4  执业药师队伍管理仍未理顺 

1.4.1  药师队伍体系复杂、管理问题较突出 

我国的药师队伍目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国家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主管的职称药师体系，主要

分布于医院等医疗机构，按照《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暂行规定》进行管理，实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制度；另一类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管理的执业药师体系，主要分布在药品经营企业，实行职

业资格准入制度，两类药师在报考条件、执业范围、管理主体等多方面均存在区别。2017 年初，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促进职称制度与职

业资格制度有效衔接”“专业技术人才取得职业资格即可认定其具备相应系列和层级的职称，并可

作为申报高一级职称的条件”[4]。但因我国的药师管理体系复杂，目前尚无进一步细化的条例规范

药师队伍管理。长期以来，同一类专业人员由两个国家部门管理的“双轨制”导致药师队伍管理效

率低下，严重影响了药师队伍的健康发展。 

1.4.2  未注册执业药师的管理缺失 

根据《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的规定，我国执业药师经注册后，方可按照注册的执业类

别、执业范围从事相应的执业活动[1]。未经注册者，不得以执业药师身份执业。但据统计，截止到

2018 年底，全国通过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总人数累计达到 103 万人，而真正注册的执业药师仅 46

余万人，执业药师注册率仅 44.7%，尚有 55.3%的执业药师未进行注册[5-6]。目前我国尚无对未注册

执业药师的系统化统一管理，存在监管难、漏洞多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滋生了违规兼职、“挂证”

等行业乱象。 

2  完善中国执业药师人才培养的建议 

2.1  改革现有高等药学教育模式 

2.1.1  推进高校药学专业与课程设置的改革 

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药学教育改革成功经验，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明确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定位，调整设置合理的学制和课程，鼓励应用型技术院校大力培养应用型药学人才。在课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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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方面，根据国际药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Federation，FIP）《南京宣言》，应改革

以化学为中心的传统药学课程体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岗位胜任力为培养目标，根据执业药师

的实际工作要求，科学合理开设课程，保证重点突出、知识分布科学，并适当加入人文课程，加强

学生的药学素养，并设置医患沟通技巧等具有针对性的选修课程，使学生能够根据自身的职业定位

来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使其真正符合执业药师的职业定位和社会需求，培养出能够胜任药物应用

工作的高素质人才。 

2.1.2  设计科学合理的实践环节 

在高校的整体实习规划中，根据人才培养定位可从低年级起就开展实践和实习教学，实践环节

贯穿培养计划的始终，既可加深学生对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还可使学生能够逐渐了解药学领域不

同岗位的工作内容。在毕业实习环节，可与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根据学生的就业意

向对实习环节进行分类，如为考研的学生提供高校实验室、研究所等的实习机会，为有意从事药学

检验的学生提供检验所、药厂质检部门的实习岗位等，而对于有意从事药学服务的学生可为其提供

药店实习、社区医疗服务等多种实习岗位，以保证学生尽快与毕业后的工作进行接轨。 

2.2  完善执业药师考试制度 

2.2.1  探索执业药师分级报考人才制度 

由于目前我国人口基数大、执业药师紧缺等特殊国情的存在，一步将报考学历提升至国际通行学

历尚不现实，过渡性时期可以采取过渡性办法。因此可尝试探索执业药师分级人才培养，将执业药师

分为 A、B、C 三个等级，其中 A 等级执业药师需硕士以上（中）药学学历，可注册于医院、科研机

构等单位，从事临床处方决策审核、药学科学研究等对专业知识、技能要求较高的工作；B 等级执业

药师需本科以上（中）药学学历，可注册于药品生产、批发企业，担任负责人等人职务；C 等级执业

药师可适当放宽学历和专业要求，但需有一定年限的药学领域工作经历，可于社会零售药店提供药学

服务，同时可注册于偏远地区、乡镇等基层单位，缓解我国执业药师分布不均衡带来的民众需求缺口，

使欠发达地区执业药师资源储备得以保障，促进不同地域间的医药卫生资源的公平化。 

2.2.2  设置有针对性的考试科目及实践环节 

摒弃功利主义与充分领会“以用定考”的“用”的含义。着重组织完善《执业药师考试大纲》，

提高各专业知识的整体性、逻辑性、针对性。药物的基本术语，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考核应是考

核重点。考试题型除客观题之外，还应设置案例分析题、陈述推理等主观题，以全面考察报考人员

的药学综合素质。对于不同领域的执业药师设置具有针对性的考试内容：如临床执业药师需重点考

察案例分析、处方决策审核能力；药品生产企业执业药师应以 GMP 作为重点考察内容；而在药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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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的执业药师应以 GSP 为重点，考察药学服务能力、医患沟通能力等。实践环节可有针对性地

为医院药剂科、科研岗位执业药师设置实验操作考察环节，执业中药师还应根据岗位需求设置药材

真伪、习用品鉴别环节等。 

2.2.3  改革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形式 

目前我国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无报考次数的限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执业药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因此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如英国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规定每位考生一生之中只有三次的参

考机会，如果三次都未能合格，则不能从事执业药师的工作[8]。此举可促使执业药师报考人员真正

具备执业基础知识与能力，能够日后在执业岗位上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药学服务；同时也

减少了大量综合能力不达标的报考人员，可大大减少国家相关机关的工作量。 

2.3 完善执业药师继续教育人才培养 

2.3.1  完善继续教育法律法规与人才培养 

面对目前我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法规滞后、执业药师队伍素质良莠不齐的现状，国家应进一步

推进立法进程，建立全国统一、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定期对各继续教育机构的培训开展情况进行

考核，包括机构设施、师资队伍、课程设计与安排等，并对培训效果、培训满意度及执业药师岗位

胜任力进行追踪调查。 

2.3.2  统一继续教育施教标准并统一监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在各省（执业）药师协会承办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具体事务的基础之

上，进一步完善细化继续教育形式与内容的具体要求，对药学专业知识的重大前沿成果、新增药物

关键不良反应等方面重要更新采取全国统一的学习资料和考核；同时可推选全国优秀的执业药师在

各地进行执业经验交流，促进我国执业药师队伍的共同进步。此外，还应对全国继续教育机构进行

统一的监督管理，不断调整、完善继续教育的培训标准，细化相关部门管理细则，以达到提高执业

药师继续教育质量的目的。 

2.3.3  有针对性地设计药学继续教育课程 

应认识到允许非药学类专业毕业学生报考只是权宜之计。目前，对于不同药学教育背景的执业

药师，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培训方式和内容，如提高本科以下学历或相关专业的执业药师的专业知识

学分要求，而对于高学历但工作年限较短的执业药师则增强药学服务能力、医患沟通能力等实际执

业技巧和能力的培养；针对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不同执业单位人员，应优化继续教育的内容和

形式，按照不同执业类别对 GMP、GSP 等考核内容进行不同的侧重并制定相应的考核方案，使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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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更加贴近实际工作；对高学历、高职称的执业药师可采用高级研修班的形式，根据实际情况举

办专题学术讲座和学术交流，以提高培训的实用性和科学性。 

2.3.4  丰富继续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在形式方面，各教育机构可充分利用当地高校资源，以“双师型”作为药学继续教育资源，同

时在紧跟药学前沿、夯实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于执业药师各类别岗位中推选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优秀

执业药师对实操培训过程进行指导，开展有针对性的实践技能培训并开展考核评估，从而提高各执

业药师的药学专业综合技能，向社会提供有执业药师专业素养的药学服务型人才。在内容方面，需

要重点掌握的核心课程由国家统一制定学习要求和考核标准，而自选课程则可以适当拓宽学习范围，

使不同执业岗位的继续教育人员能够全面充实自身的专业知识体系。考虑到不同知识背景和层次的

执业药师人员的不同需求，获得继续教育自修类学分的途径可适当扩充，如参与社会公益服务、发

表论文、参与学术会议等。 

2.3.5  探索执业药师见习制度 

建议应逐步取消报考工作年限的要求，采取见习药师资格制度，增设注册前培训环节，为期一

年，由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执业药师注册中心负责培训项目的课程设置与管理，并在各省市

设置授权的培训中心，定期对培训课程的开展及培训效果进行考核。培训内容应当按照岗位的不同

而有针对性地设置：如医院药师的岗前培训应设有临床医学相关知识，如诊断学、医学伦理学等。

同时，为了确保执业药师能够更好地适应岗位，应挑选药学领域各类岗位具有丰富经验的执业药师

在培训过程中进行全面的指导，以提高执业药师的专业技能和综合实践能力，切实保证岗前培训能

够使准执业药师们获得岗位必须的知识与技能，使其在步入岗位后能快速适应岗位并为民众提供高

质量药学服务。此外，应建立对结束培训走上工作岗位的执业药师的追踪反馈人才培养，对执业药

师培训后走上岗位的满意度以及执业单位对执业药师的工作胜任度进行调研，找出岗前培训中有待

改进的部分，不断对培训内容和形式进行更新和完善。 

2.4  完善执业药师队伍的管理 

2.4.1  破除“双轨”壁垒，统一规范管理 

尽快出台《药师法》，破除药师“双轨制”，构建全国统一的规范化药师队伍管理人才培养，

推进执业药师体系和职称药师体系的融合，实现药学人员执业资格与职称评定接轨。协调两类药师

相关管理部门，对报考、认证、注册、继续教育等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安排，对已取得药学职称的

人员进行资格认定，同时对具有执业药师资格的人员进行职称评定，建立起规范的一元化药师资格

认证与管理体系。同时应进一步完善药师队伍的职称评审制度与职称晋升制度，激励药师努力提高

自身专业水平与服务能力，推进药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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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建立执业药师诚信档案系统 

建议在执业药师注册系统基础之上，建立全国执业药师诚信档案系统，由国家监管部门统一管

理，实现执业药师诚信信息公开透明、全国共享，各地执业单位皆可通过在线查询的方式获得执业

药师的诚信档案。监管部门应制定完备的配套实施细则，对执业药师的失信行为进行详细界定，明

确规定考核内容及方式，并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及诚信档案记录规则。该诚信系统应对全国各地的

政府部门、执业单位及广大民众公开，对已查实的违规执业药师坚决予以曝光，各部门联合监督，

敦促执业药师规范其执业行为。同时应开通执业单位及群众反馈举报通道，监管部门一经核实则依

照处罚程序对执业药师进行惩处，对于情节较为严重的执业药师，应按照规定取消其执业资格。 

2.4.3  完善执业药师分级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已在广东、江苏、江西、山东以及湖北等省市展开了药品零售企业的分级管理试点，

根据各药店基础设施设备、配备药学技术人员数量及质量等指标，将药品零售企业分为三个等级，

随着经营范围扩大，基础设施及对执业药师的配备要求也相应提高。这种将药品零售企业及药师配

备进行分级的方法，一方面可以规范零售药店的经营行为，防止违规销售处方药的现象，另一方面

也可以减轻部分仅销售非处方药的小微药店企业负担，从而使执业药师资源更加合理地流动。但分

级管理在实际落实的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规章制度不健全，相关部门处罚违规经营行为无强

制性法律保障，监管较为乏力；分级管理使中小零售药店的营业额大幅度缩水，很多微型社会药店

因为无法短期内配齐对应等级的设备和人员而面临倒闭，在利益驱使下，部分药店负责人违规销售

其经营范围外的药品，谋取非法利益，一定程度上滋生了零售药店的行业乱象。因此，在进一步完

善药品分级分类准入标准的同时应细化相关监管人才的培养，建立科学的执业药师岗位胜任能力评

估体系，形成有标志性、代表性的执业药师行业行为规范、服务标准和专有的职业形象标识，提高

执业药师的公众认知度、公信力，增强职业自豪感。此外，在推进分级管理落实的过程中，应采取

适当的过渡政策，如要求资质齐全的大连锁药店、新开设药店必须落实与等级配套的设施设备、药

学技术人员配备，而对于现有药店，尤其是非连锁的单体药店、微型药店，可要求其在一定时间限

制内完成整改，以实现各等级药店配备达标、合规经营的目标，推进各社会药店朝着更加专业化、

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2.4.4  健全执业药师多点执业新模式 

目前执业药师多点执业已在广东、青海等少数省市开展了试点探索，执业单位中的执业药师实

现了资源自由流动，极大地提高了执业药师的利用率，可大大缓解药学人员供不应求的局面。但执

业药师多点执业作为起步阶段的尝试，仍需对其各方面进行严格把控。目前尚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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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药师多点执业进行规定，执业药师的权责不清，其执业范围、药师来源、执业地域和地点数量等

规定尚不明确，执业缺乏法律保障。多点执业尚与现行 GSP 中相关规定存在冲突，亟待法律法规的

进一步界定与明确。目前对于多点执业中可能出现的资格证挂靠现象，尚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界定，

也没有统一的惩处标准规范各执业药师的执业行为，导致相关部门对药师多点执业的监管困难。多

点执业的执行可能将对执业单位在岗执业药师审查带来不便，监管部门应明确各单位最低执业要求，

并形成统一、完善的监管体系，以进一步促进执业药师多点执业制度的发展。此外可引进网络药学

服务管理平台，探索执业药师线上服务新模式，并鼓励执业药师于基层、偏远地区多点线上执业，

缓解我国执业药师分布不均衡、基层执业药师缺口大的问题，同时也应进一步完善网络监管的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执业药师线上多点执业行为，为广大民众用药安全提供坚实的保障。 

2.4.5  探索未注册执业药师的管理制度 

对全国的闲置执业药师资格证书进行统一管理，经注册后再移交至相关管理部门，防止“挂证”

等违法执业行为的出现。同时，应建立执业药师志愿服务制度，鼓励未注册执业药师向社会公众提

供社区医药服务、用药指导等社会公益服务，并按照服务时长计算志愿者工时，以提高执业药师的

职业自豪感、荣誉感。 

3  结语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人们对“药品是特殊商品”中“特殊”和“商品”属

性的理解仍待深化。执业药师制度自建立以来的 25 年时间里，经过不断地修改完善，已获得了巨大

的发展与进步。同时，我国执业药师人才培养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如考试制度不完善、高

等药学教育与执业药师工作要求不匹配、执业药师岗前培训不到位和执业药师管理体系仍未理顺等

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进步的医药技术与逐渐增强的人民安全合理用药意识对我国执业药师

的执业服务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 

执业药师队伍的传统的药学服务模式需逐渐向以患者为中心的新型药学服务模式转变。执业药

师应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和药学服务水平，积极发挥执业药师在指导用药中的重要作用，向民众提

供更加优质的药学服务；各执业单位应引进先进的管理思路与方法，建立完善的执业药师人才管理

模式，形成专业、科学的药学管理运行体系；各监管部门应进一步明确执业药师的职责范围，探索

执业药师指导用药新模式，使其更为科学地指导民众合理用药。同时应探索执业药师志愿服务新模

式，鼓励执业药师参与社区药学服务、药学知识公益宣传等社会志愿服务，在向民众提供药学服务

的同时，提高执业药师的职业自豪感和荣誉感，以此促进执业药师更好地树立健康正面的职业形象，

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促进我国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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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talent training of licensed pharmacists in China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Methods Literature review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e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training of licensed pharmacists in China. Results The effect 

of the talent training of licensed pharmacists in China is remarkable. However, a clear talent training 

system has not yet formed and some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especially in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orientation,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Compared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At present, it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in China, 

and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level applied technical talents have a bright future.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helps to fi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so as 

to put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and promote the talent training of licensed pharmacists in China. 

Keywords: licensed pharmacists; talent training; existing problems;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http://www.cqlp.org/info/link.aspx?id=4006&page=1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08/content_5157911.htm?allContent#1
http://www.cqlp.org/info/link.aspx?id=3599&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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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药学教育研究》2021 年投稿须知 

《高等药学教育研究》杂志原名《药学教育研究通讯》，于 1983 年创刊。1986 年更名为《高等

药学教育研究》，它是由沈阳药科大学主办的高等药学教育研究类季刊，本刊主要以药学教育工作者、

药学研究人员、药师、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等为主要读者，旨在探讨药学发展教育规律、研究药学教

育理论、发表药学教育改革成果、结合实际介绍药学教育的先进经验、促进药学教育研究成果及有

关信息的集中、快速、广泛的传播与交流，进而不断推动药学教育研究工作的深入、广泛开展。 

本刊力求突出思想性、创新性、学术性、前瞻性和实用性，在药学教育改革中起到宣传、引导、

咨询、服务、借鉴、交流的作用。主要设有：教育研究、学科与课程建设、素质教育、实践教学、

教学服务、教学管理、现代教育技术、高职教育、继续教育、学生教育管理、教师队伍建设、调研

与评估、国外教育、药学史、综合信息等栏目。本刊具有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信息容量大的特点，

欢迎各位老师积极撰稿。 

1  投稿注意事项 

a. 作者单位应对稿件的真实性、保密性、无一稿两投、无属名纠纷负责。若属基金资助、国家

攻关项目、或获得科技成果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者，请注明。 

b. 文稿应数据可靠，论点明确，结构严谨，文理通顺。复制度不得超过 15%。 

c. 一般研究论文署名不得超过 6 人，限 3 个单位；综述不得超过 3 人，限 2 个单位。作者单位

写至所在校的院（系）部，并注明其所在省、市及邮编。论文一经投稿，原则上不得再加名、改名。 

d. 需作者修改的稿件，请按规定时间及时返回，否则将被视为放弃发表。 

2  撰写项目与顺序 

文章撰写项目及顺序为： 

中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所在省市及邮编 

中文摘要 

中文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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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参考文献 

英文标题 

英文作者姓名 

作者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所在地、邮编及国别的英文 

英文摘要 

英文关键词 

篇首页地脚处依次排列：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3  撰稿要求与规范 

3.1  文题 

尽可能不用缩略词和代号，不用 “…的研究”等非特定词。中文标题不超过 25 个汉字，英文

标题应与中文标题一致。 

3.2  署名 

    单位名称要写全称。如果作者分属不同单位，使用上标数字标示作者所属单位序号。 

    示例（请注意标点）： 

张  英 1, 王晓兰 1, 李卫华 2 

（1. 沈阳药科大学 药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16; 2. 东北制药集团公司, 辽宁 沈阳 110032） 

ZHANG Ying1, WANG Xiaolan1, LI Weihua2 

（1. School of Pharmacy,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16, China;  

2. Northeast Pharmaceutical Group Company, Shenyang 110032, China） 

3.3  摘要 

要求与论文同等量的信息，且数据与正文数据吻合，中文摘要字数约 300 字。英文摘要应与中

文摘要相对应，可更详细些。采用第三人称表述，不使用“本文”等作为主语。 

3.4  关键词 

3～8 个，至少 3 个，每词间用分号“; ”相隔，中英文关键词应一一对应，不采用缩写。关键

词不应以短语的形式给出，可采取组配的形式。如 fingerpri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中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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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图谱）应改为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中药）；fingerprint（指纹图谱）。 

3.5  中图分类号 

请参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 4 版）标注。 

常用分类号： 

药剂学     R 94 

药物化学   R 914 

药物分析   R 917 

药理       R 96 

中药研究   R 28    

3.6  文献标志码 

本刊大部分文章的文献标志码为“A”，接排在中图分类号之后（前空 3 个汉字）。 

3.7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或其他项目）、作者简介 

示例（请注意字体）： 

收稿日期：2007-11-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9637050） 

作者简介: 王一平(1981–), 男(汉族), 辽宁沈阳人, 硕士研究生, E-mail wangyuping@126.com;

张可(1965–), 男(汉族), 陕西西安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药剂学及中药现代化研究 , Tel. 

024-23986082, E-mail zhangke@sina.com。 

3.8  正文层次及标题 

应尽量减少层次，一般不超过 3 级。同一层次的标题应尽可能结构相同、意义相关、语气一致。

各级层次标题均独占 1 行，序号左顶格编排，后空 1 个汉字接排题目。 

示例： 

2  方法 

2.1  胰岛细胞原代培养 

2.1.1  分离与纯化 

3.9  引言 

引言内容包括研究对象及基本特征，前人的工作评述，研究的背景、目的、方法等。引言应开

门见山，直奔主题，突出重点，前后呼应，合理引用文献，勿须展开讨论。引言不排序，一般不分

段，约为 200～300 字。 

mailto:zhangke@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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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量与单位 

应使用国家标准(GB3100～3102-93)规定的量和单位的符号。 

通常量用单个斜体外文字母表示，如：t（时间），p（压力），V（体积），m（质量）, d（直径），

h（高度），A （面积）， T （热力学温度），V（电压）。如要表示量的状态、序位、条件等，可在

该量符号上加注上下角标、阿拉伯数字等，如：ρadd。避免用中文表示量。 

常用的单位有 s（秒），min（分钟），h（小时），d（天），a（年），mL（毫升），L（升），L-1（[细

胞]个每升），Pa（帕），Hz（赫）。复合单位采用乘积的形式，如： mol•L-1（摩尔每升）， r•min-1

（转每分）。药剂学中常用的单位“目”，请换算成国际单位，如 mm、μm等。 

3.11  表和图 

文字表述与表和图不能重复，凡能用文字说明的问题，尽量不用表和图。表和图的设计应具有

“自明性”，通过表和图，能大概了解实验内容。表和图要标注序号，只有 1 个表或 1 个图时，用

“Table 1”“Figure 1”给出序号。为便于国际交流，表题和图题用英文表示。表和图中所有出现

的数值都应标有明确的量与单位。用符号表示数值的量和单位时，采用量与单位相比的形式，复合

单位用括号括上。如：t/min、c/（mol•L-1）。表和图均请直接插入正文。 

表中每一列数据都要有栏目名称，栏目的设置要依据同类数据纵排的原则（即每列数据竖着读）。

表中内容的注释符号用英文小写字母（上标）按从左及右、从上至下的顺序标注，在表下方给出注

释内容。药理学中常用的#、*等也请改用字母注释。 

示例：  

a—P＜0.001，compared with normal； b—P＜0.01，c—P＜0.001，compared with model 

表内空白代表未测或无此项，“—”或“…”代表未发现，“0”代表实测结果为零。 

图要有纵横坐标标目及标值。标目由量与单位组成，其中量符号为斜体，单位为正体；标值范

围在 0.1～1 000 之间。图释标注在图与图题之间，各条注释之间用“；”隔开，注释首词大写，最

后一条注释不加标点。 

示例： 

 1—Aspi…；2—Fei…；3—Caf… 或 ●—…；■—…；◆— 

3.12  浓度 

用如下名词及符号表示各种浓度及含量。 

浓度(c)，即物质的量除以混合物的体积(mol·L-1)。示例：浓度为 2 mol·L-1 氢氧化钠。 

质量浓度(ρ)，即物质的质量除以混合物的体积(kg·L-1)。示例：质量浓度为 2 g·L-1 的阿司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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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分数(w)，即物质的质量与混合物的质量之比。示例： 质量分数为 2 0%的乙醇。 

体积分数(φ)，即物质的体积与混合物的体积之比。示例： 体积分数为 2 0%的乙醇。 

不能笼统地使用百分号(%)。例如：表述为“5%的 H2SO4”，是不确切的。如指质量分数(w)，

则应表述为“质量分数为 5%的 H2SO4”；如指体积分数(φ)，则应表述为“体积分数为 5%的 H2SO4”。 

3.13  斜体字母   

(1) 国际统一的量符号如 p（压力）、V（体积）等或自定义的用字母代表的量如 A（吸收度）等； 

(2) 坐标系符号如（x, y）； 

(3) 生物学中属以下（含属）的拉丁学名如 Valerian officinalis L. var. latifolia Miq.； 

(4) 化学中的 d（右旋），l（左旋），dl（外消旋），o-（邻位），p-（对位），m-（间位），iso-

（异位）， Z（顺式），E（反式），R（顺时针），S（逆时针），D（取代基在右侧），L（取代基在左

侧）；取代位的元素符号等如 N，O，P，S，α，β；  

(5) 结构鉴定中的一些参数符号如 J（偶合常数），m/z（质荷比），δ（化学位移值），表示溶剂

DMSO-d6 中的“d”； 

(6) 统计学量如 n（样本数）， x ±s （均数±标准差），F（检验），t（检验），P（概率）等； 

(7) 拉丁语如 in vivo, in vitro； 

(8) 基因符号如 ras, myc, ced； 

(9) 作者单位的英文名称。 

3.14  数字 

一系列数值的计量单位相同时，可在最后一个数值后标注单位，如 10、50、100、300、500、

750 μg•L-1。单位相同的量值范围，前一个量值单位可以省略，如 10～750 μg•L-1。其他数值如下表

示：200 mm×4.6 mm×150 mm，105.9％～109.1％，(37±0.5) ℃，23、24 ℃，23.0～24.0 ℃，23～25 ℃。 

4 位或 4 位以上数字采用三位分解法。即从小数点起，向左或向右每 3 位分成一组，组间留 1/4～

1/2 个汉字的空隙，不得用千分撇。如应写为 1 589.569 8，而不应写为 1589.5698。 

分析中回归方程的数值应在 0.1～1 000 之间，否则请采用科学计数法表示，如 A =17 690 000ρ

－3 690 应写为 A =1.769×107ρ-3.690×103。  

3.15  缩略词 

文题一般不使用缩略词，正文中尽量少用。必须使用时，在中、英文摘要和正文中都应遵循如

下原则：第1次出现某名词术语时，如果该名词术语较长，先写出全称，在其后括号内写出英文全称

及其缩略词，之后，各部分文内再出现此名词术语时，则直接使用其缩略词。如果在后文中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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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则不必在第1次出现时予以注释。对已公知公认的缩略词（如DNA、RNA、HPLC等）除外。 

示例： 

羟丙基环糊精（hydroxypropy-β-cyclodextrin，HP-β-CD） 

3.16  名词术语 

    应规范使用名词术语，下列括号内名词术语不宜采用。

阿司匹林（阿斯匹林) 

功能（机能） 

艾滋病（爱滋病） 

核素（同位素） 

白细胞（白血球） 

红细胞（红血球） 

头痛（头疼） 

机制（机理) 

变态反应（过敏反应) 

肌内注射（肌肉注射） 

相对密度（比重） 

辨证论治（辩证论治） 

计算机（电脑） 

细胞膜（浆膜） 

并发症（合并症） 

禁忌证（禁忌症） 

心肌梗死（心肌梗塞） 

不良反应（副作用） 

抗生素（抗菌素） 

心力衰竭（心衰） 

心律不齐（心率不齐） 

黏度（粘度） 

心原性（心源性） 

创伤（外伤） 

黏膜（粘膜） 

选单（菜单） 

大脑功能（大脑机能) 

脑出血（脑溢血） 

血常规（血象） 

大脑皮质（大脑皮层） 

脑梗死（脑梗塞)  

胆管（胆道） 

X 射线（X 光） 

胆总管（总胆管） 

发热（发烧） 

其他（其它） 

分子质量（分子量） 

原子质量（原子量） 

强心苷（强心甙） 

皂苷（皂甙） 

体质量（体重） 

概率（几率） 

食管（食道） 

适应证（适应症） 

革兰（革兰氏） 

革兰阴性（革兰氏阴性） 

综合征（综合症） 

组胺（组织胺） 

3.17  参考文献 

引用的参考文献应限于作者直接阅读过的、主要的、近期（10 年）发表在正式出版物上的文献。原创

性论文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 10 篇，综述性论文不少于 20 篇。文献的作者不超过 3 位时，全部列出，超过

3 位时，后面加“等”或相应的外文“et al”。  

外国人的名字采用姓前名后著录法，姓不缩写、全大写，名大写、缩写且省略缩写点；中国人姓与名

均不能缩写（按英文摘要中署名的格式著录）。 

多次引用同一著者的同一文献（一般指书籍），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 ]”

外著录引文页码（上标），参考文献表中不再重复著录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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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内文献序号的著录示例： 

例 1  裴伟[23, 25]提出……在作者名后 

例 2  传统的葛根的提取方法醇提取法和铅盐法，污染大，收率较低[1]。在句子标点结束前 

例 3  说明断血流口服液比断血流片起效快[25-26]。连续号 

在正文中，某些外国人名字仍采用国际惯例，名前姓后，名缩写，加缩写点。 

文后参考文献表中文献的著录示例： 

[1] 李晓东, 张庆红, 叶瑾林. 气候学研究的若干问题[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9,35(1): 101-106.  中文期刊 

[2] ILLUM L H, JORGENSED H L, BISGAARD H A, et al. Bioadhesive microspheres as a potential nasal drug delivery 

system[J]. Int J Pharm, 1987,39(3): 189-195.  外文期刊 

[3] 陈奇. 中药药理研究方法学[M]. 3 版（英文用 3th ed，第 1 版不标注）.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1993: 614-615. 书籍 

[4] 霍斯尼. 谷物科学与工艺学原理[M]. 李庆龙, 译. 2 版. 北京：中国食品出版社, 1989: 15-20.  译著 

[5] 孙玉文. 汉语变调构词研究[D].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35-37.  学位论文 

[6] 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七分委员会. GB/T 5795—1986 中国标准书号[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1986. 

国家标准 

[7] 钟文发. 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C] // 赵玮. 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运筹大会论

文集. 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6: 468-471.  论文集 

[8] 姜锡洲. 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案：中国，88105607.3[P]. 1989-07-26.  专利 

[9] 萧钰. 出版业信息化迈入快车道[EB/OL]. (2001-12-19)[2002-04-15]. http：//www.creader.com/news/200112190019.html.  

电子文献 

[10] 陆钧, 陈木宏, 陈忠. 南海南部现代水体与表层沉积硅藻的分布特征[J]. 科学通报, 2006,51(增刊II): 66-70.  增刊 

4 版式设置与字体(号) 

4.1  基本设置  

页面设置   A4 纸，页边距为上 3 cm，下 2.5 cm，左 2.5 cm，右 2.5 cm；每行 42 字（摘要亦如此），

每页 44 行。 

表和图  通栏排，表采用三线表。 

4.2  中文字体(号) 

标题  3 号宋体加粗。 

作者署名   小 4 号仿宋。 

作者单位   小 5 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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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摘要”“关键词”“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目的”“方法”“结果”“结论”“收稿

日期”“作者简介”“参考文献”的标志 小 5 号黑体加粗，上述标志下的内容 小 5 号宋体或 Times New 

Roman 正体。 

一级层次标题   4 号黑体加粗。 

二级层次标题   5 号黑体加粗。 

三级层次标题   5 号楷体。 

正文   5 号宋体。 

数字  Times New Roman 正体，数字与量符号间空一格，如 5 mg。 

4.3  英文字体(号) 

标题 3 号 Times New Roman 正体加粗。 

作者署名 小 4 号 Times New Roman 正体。 

作者单位 5 号 Times New Roman 斜体，括号、数字为正体。 

Abstract, Objective, Method(s), Result(s), Conclusion(s), Key words 的标志 5 号 Times New Roman 正

体加粗，内容 5 号 Times New Roman 正体。 

图题、表题  小 5 号黑体/Times New Roman 正体加粗。 

图释、表释、表中数据 小 5 号宋体/Times New Roman 正体。 

中文中的外文  首字母除专有名词及药品商品名大写外均为 Times New Roman 正体小写。 

4.4  标点符号 

中文中并列的词之间用顿号“、”，如 2、3、4、5 mg；英文中并列的词之间用逗号“,”，如 2, 3, 4, 5 mg。 

中文中数值范围用波浪线“～”，如 23～39；英文中数值范围用宋体状态下的半字线“-”，如 23-39。 

中文中用于连接相关的词语构成复合词，用于连接相关的字母、阿拉伯数字组成产品型号及各种代号，

用于间隔年、月、日的短线请选择宋体状态；英文中的短线请选择 Times New Roman 状态。 

示例： 

物理-化学反应  表示复合名词的短线为宋体 

2,4-戊二酮  中文中表示化合物位置的短线为宋体 

CJJ78-1 磁力搅拌器  表示仪器型号的短线为宋体 

1997-05-17 日期中的短线为宋体 

C-2、H-5  表示化合物位置的短线为宋体状态，但字母数字仍为 Times New Roman 体 

non-radiation-caused effects 英文中除表示型号、范围号的短线为宋体外，其余为英文连字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