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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主体性引导教学法”
在生物化学教学中的准备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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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生主体性引导教学法”的实施, 给医学生化理论的学习带来了生机, 学生的主动性得到了较
大的发挥。 为了最有效地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 运用学生的自学能力, 生物化学课程教学准备和教学安排
的科学化至关重要。 本文结合我院生物化学教学的实践经验, 探讨如何在“学生主体性引导教学法”实施
中, 充分做好教学准备和合理科学地安排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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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物化学是医学院校的重点基础课程, 也是医学生
感到较难掌握的学科之一。教师的授课方式通常都是课堂讲
授式, 学生则是听课、复习、做练习题。 由于生物化学涉及大
量的生物化学反应过程, 因此, 通常课堂上两小时的讲授难
以被学生接受, 显示出较低的学习效率和效果。 我们针对这
种状况, 设计出“学生主体性引导教学法”并付之于实践, 该
法的基本过程是: 教师总体引导→学生自学→教师答疑→教
师总体总结。 实施过程引起学生的强烈反响, 问卷调查和考
试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结果。 在整个实施过程中, 我们感觉到
除了合适的方法外, 合理的教学准备和课程安排至关重要,
甚至关系到学生能否获得有效的自学效果。
1 准备导学辅助载体
〔2〕
在“学生主体性引导教学法”
中, 学生的自学是主要
的, 约占总学时的 68% 。 这种自学并非孤立地抱着一本教科
书死啃。随着现代科学, 尤其是生物医学的迅速发展, 被教科
书收入的基础理论知识日趋增多, 由于篇幅的限制, 这些高
新理论以较为浓缩的方式编写, 虽然作者尽量使其简单明
了, 但是, 对于初学者来讲, 难以透彻理解。配合教材, 必需辅
之以帮助理解的载体。
为了解决载体问题, 一方面我们强调教师在引导阶段和
总结阶段尽量使用多媒体课件; 另一方面, 在实施新教学法
之前, 做好充分的准备, 包括编写导学习题、导学图谱、导学
软件和专业图书阅览室。 现分述如下:
111 编写导学习题
学生在学习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看书。大多数学生
在中学阶段没有受到过良好的自学教育, 把握内容要点的能
力较差。因此, 一本书在手, 首先想到的是怎么看, 看什么。教
师在引导阶段虽然可以介绍一些学习方法, 但是有限的时间
仍然不能解决这个实际的细节问题。 为此, 我们编写了指导
学生看书的导学习题。 导学习题编写的方式是分章节的, 便
于学生按部就班地自学。 导学习题编写的内容是从简单的
“什么是什么? ”到带有综合性的问答题。原则上, 不打乱教材
编写的顺序以便学生能够在初学时从寻找问题的答案入手。
导学习题不配习题答案, 以免学生只看习题不看书。

112 编写导学图谱
生物化学的内容比较枯燥, 学习起来不容易让人产生兴
趣。而且, 许多文字的描述抽象, 对于尚未入门的学生来说难
以深刻理解。为此, 我们编写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导学
图谱》, 将一些抽象的内容以图形的方式表示出来。我们期望
通过示意性的图谱, 让学生对众多抽象的内容有一个形象化
的了解, 这种图谱利于学生产生初步概念和想象的空间。
113 编写导学软件
随着现代科技教育手段的发展, 给教师提供了发挥个性
想象力的强大武器和空间。 许多常用应用软件如 A u tho r2
w a re、3Dm ax 和 Pow erpo in t 等, 能够创造出必要的形象和动
画。利用多媒体手段, 我们编制了导学软件, 如多媒体演示软
件, 将一些难以讲清楚的复杂过程, 用生动活泼的动画演示,
在数分钟内就可以让学生透彻理解。 同时, 这种方式也极大
地方便了学生的学习, 提高了学习兴趣, 增强了学习效率, 强
化了学习效果。
114 开设专业图书阅览室
辅助手段无法代替学生博览群书的主动学习和解决问
题的过程。 生物化学课程涉及许多基础理论知识和原理、方
法, 仅通过阅读一本教材是难以透彻理解的。 不同的教材和
专著对同一内容的阐述和表述有不同的特色, 通过阅读各种
教材中相同章节的内容, 可以帮助学生加深理解, 强化概念,
提高效率。 我们特地开设生物化学专业图书阅览室, 供同学
在自学阶段查阅使用, 学生反应良好。但如何配置各种教材,
需要教师精心选择, 否则, 对于初学者的学生来说, 在大量不
同种类的教材面前, 将会感到茫然。
2 准备教材
通常来说, 学生利用率最高的专业书是统一购买的生物
化学教材, 是他们学习的基本依据。 学生在阅读当中会遇到
很多问题, 有些是比较细致的如化学反应机理方面的问题,
有些是同学结合前后内容所产生的问题, 有些则是学生在阅
读其它专业参考书后所不能理解的问题。 因此, 教师必须认
真准备教材的内容, 扩大阅读的范围, 并做好同学问题的记
录, 以便将来总结阶段备课使用。在适当的时候, 组织学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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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专题讨论, 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并将所学到的知识相互串

段的设计目的有两个: 一是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对

联起来。我们认为, 教师的作用应当是引导同学, 培养同学思

重点、难点和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总结性介绍, 二是解答在

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些都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自学过程中教师收集到的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疑问, 同时也能

3

安排教师教学活动

够使学生检查一下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我们感到在总结阶

教学活动是教师发挥引导作用的重要环节。在学生主体

段特别能够与学生进行交互性交流, 因为学生已经进行了详

性引导教学过程中, 合理地安排教师参与的时间至关重要。

细的学习。 但是, 我们现在逐步开始将总结阶段的安排向前

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 有两个主要的讲授环节, 一个是引导

移动, 目的是腾出部分时间让学生在总结之后, 还有一段时

阶段, 一个是总结阶段。还有一个重要的时间段, 就是它们之

间巩固所学知识。 这样, 不至于刚刚总结完上一阶段的内容

间的间隔。 现讨论如下:

就马上进入下一阶段新内容的引导, 这是一个缓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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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阶段的安排

引导与总结阶段之间的间隔时间安排

引导阶段通常安排在相关章节学习的开始。本阶段的设

引导阶段和总结阶段之间需要一定的时间, 实际上就是

计目的有两个: 一是帮助学生预习, 二是帮助学生建立相关

给学生多少时间的问题。由于不同章节的内容在量上和难度

知识的结构框架。尽管我们在以往教学过程中一直强调预习

上都有区别, 我们觉得应该灵活掌握, 不能固定。甚至不同专

的重要性, 但是真正进行预习的学生甚少。我们认为, 关键在

业之间也存在差异。 但为了教学的方便, 对于同一批学生必

于内容多, 对学生来讲较陌生, 加上课程紧, 又缺乏有效的方

需有一个统一的时间表, 可以集中总结, 同时也规定了完成

法和能力。 因此, 在我们实施“学生主体性引导教学法”过程

自学阶段的时间。此外, 正如前一点所提到的, 总结后应该留

中, 设计了教师指导下的预习活动。另一方面, 在进入自学阶

一段缓冲时间, 让学生进行调整。

段之前, 通过引导性介绍, 使学生能够比较完整地了解相关

参

内容的知识结构, 有利于学生的自学。但在此过程中, 也存在
一些问题: 即在建立框架性知识结构时, 有一些基础知识学
生已经淡忘, 有时学生跟不上教师的引导思路。有专家建议,
在引导之前, 提供本章节相关内容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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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学生一定的时间先复习一下相关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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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阶段的安排

总结阶段一般安排在相关章节分配课时的结尾。总结阶

我校机能实验学教学改革中设计性实验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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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性实验是机能实验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分 6 步进行。 设计性实验能充分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意识; 锻炼学生的表达应变能力; 提高带课教师的自身
素质。
关键词: 设计性实验; 机能实验学; 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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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素质

机能实验学共分 3 个阶段进行: ( 1 ) 基本知识与基本技

教育意识的增强, 提高教学质量, 培养具有综合、创新能力的

能实验阶段; ( 2) 综合性实验阶段; ( 3) 设计性实验阶段。这三

人才成为医学院校实验教学环节努力的方向。 我校顺应潮

个阶段所占学时数分别相当于总学时的 20% 、40% 及 40% 。

流, 于 2000 年开展了机能实验学教学改革, 将传统的、独立

第一阶段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基本理论、基本操作技能,

进行实验教学的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三门学科合为

学习使用常用仪器和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 第二阶段一方

一体, 形成了一门跨学科、多层次、高水平的综合性学科——

面让学生强化在前一阶段所学知识, 另一方面开设把“三理”

机能实验学。 这门以实验为主导的新兴学科, 其宗旨是推进

实验有机结合起来的综合实验, 培养学生动手操作和综合分

素质教育,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

析能力; 第三阶段引导学生进行实验设计, 探索未知领域, 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