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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mount of postgraduate becomes more and more,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practical ability. Morphological experimental technology break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implements the reform as follows: introducing MOOC of Morphological
experiment technology into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adopting the teacher’s “group system” in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process; adopting group operation competition
in the assessment, and achieving better teaching effect. This teaching mode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the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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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学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提高其教学质量及动手操作能力尤为重要。我们打破传统的授课模式，在《形
态实验学技术》教学中实施的主要改革为：将《形态实验学技术》慕课引入研究生实验教学；实验带教
过程采用教师“包组制”；考核采用小组操作竞赛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此教学模式可为其他
课程提供参考。

关键词
形态实验学技术，教学改革，研究生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目前，我国高等医学院校研究生招生数量已有一定的规模。研究生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具有创新
意识和科学思维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应试教育只是让学生应付了考试，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
生的培养质量有所下降[1]。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研究生动手能力及创新思维的培养尤为重要[2]。
但是，在目前医学院校给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中，以理论课程为主，实验课程相对较少，且大部分教学方
法陈旧，类似于本科生的实验课程[3]，不能有效提高研究生的动手实践操作能力，无法满足新时代研究
生培养的需要。因此，研究生实验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2. 原实验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形态实验学技术》是研究细胞或组织的形态结构并对其中的某些化学成分进行定性、定位和定量
研究的技术。我们给研究生开设的本门课程，共 36 学时(理论 14 学时，实验 22 学时)，主要教授动物取
材、石蜡切片制作、HE 染色、免疫组化化学染色等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些技术不仅对基
础或科学学位的研究生培养至关重要，对专业学位乃至学生毕业后的深造和工作也有重要的意义[4]。而
我们在以前的教学过程中，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2.1. 实验教学效率较低
本课程实验教学环节采用“大锅饭”的形式，效率较低。授课形式为所有选课学生(一般 40 人左右
选课)同时上实验，僧多粥少。例如：在取材环节，练习大鼠灌注固定取材，每只动物从麻醉到取材大约
需要 1 小时，而 4 节实验课的时间，受场地及实验器材限制，不可能保证每个同学都能实际操作，部分
同学只能观看了事，没法自己操作，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以至于以后真正用到该技术时，不
能很好应对，不得不重新学习，失去了课程的意义，达不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2.2. 传统的考核方式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该课程传统的考核方式是理论考试加实验设计报告。其中理论考试成绩占 80%，实验设计报告成绩
占 20%。实验报告为书写形式，非动手操作，这与理论/实验学时分配不相匹配，无法检测学生的实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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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掌握情况，后经调查大部分学生没有完全掌握所学的操作技能，以至于以后不能真正运用在自己的课
题实验中，貌似学习该课程的目的只是为了修到学分而已。
因此，为真正提高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并有效检测学生对本课程的掌握程度，《形态实验学技术》实
验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3. 改革措施
我们从 2015 年开始，进行了《形态实验学技术》相关的教学改革，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主要的改革措施总结如下：

3.1. 将实验操作的慕课引入研究生实验教学
近年来，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高校课程改革带来了新的机遇。网络教育具有传统教育所没有
的优势，使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等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是一种“大规模、开放性、在线课程”[5]。慕课以开放、
共享为理念，随时随地学习，可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促进师生及时互动，对课堂教学具有较好的补
充作用。为此，我们录制了形态学相关技术的微课视频，比如大鼠灌注固定取材、石蜡切片、HE 染色及
免疫组织化学技术，并将这些视频放在本校的 SPOC 平台及中国大学慕课网，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观看。
尤其是在上完理论、实验操作之前，研究生能通过视频进行“热身”，提前了解了一些操作流程及注意
事项，到真正操作时能得心应手；在实验室进行实验操作时，我们滚动播放视频，学生可以在操作间隙
再次观看，遇到问题能及时解决；在实验课结束之后可以再次观看，总结提高。该方式也是对理论知识
巩固的有益补充，通过实施，教学效果比以前有很大提升。

3.2. 实验带教过程采用教师“包组制”
以往的实验过程，教师分段，学生一起上课。例如，40 个学生，分到两个实验室操作，一个老师带
教 20 个学生，教师示教时，有的学生看不清楚，而且学生自己操作时，教师指导也不充分，不能达到较
好的教学和学习状态。我们目前采用了教师“包组制”，即将一个班的学生分成 6~8 组，每组 4~6 人不
等，由一位教师负责到底。不同小组之间错开了操作时间，避免了教学场地和教学资源冲突，学生和自
己的带教老师协调时间，教师只负责指导本组的学生，操作时由于人数较少，学生看的清楚，且每个学
生都有动手操作机会，时间充裕，练习充分，教师指导到位，真正做到了“零距离”指导和研究生操作
的“精培养”。

3.3. 考核采用小组操作竞赛方式
为了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我们在教师“包组制”教学结束以后，实施了小组竞赛式的考核方式。
主要方式如下：集中选取一天，每个小组进行四项操作的考核，即大鼠麻醉、灌注固定取材；石蜡切片；
HE 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每项操作由小组内的 1~2 名同学完成，所得成绩代表小组的该项成绩。操
作现场，由两位监考老师根据评分细则负责某项操作的考核打分，取平均分为最终成绩，并且在操作进
行中，监考教师会提问同学与操作相关的理论知识。例如：在 HE 染色时，会提问学生：盐酸酒精分化
的作用是什么？封片时需要注意什么？免疫组化染色时，提问学生：降低染色背景的措施有哪些？显色
时需要注意什么？学生即时回答，让学生不仅会操作，还要知道理论依据是什么。最终每个小组四项操
作的平均分为实验操作成绩，占期末成绩的 50%，这项改革措施的实施，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也培养了其团队协作精神，让研究生懂得团结一致、互相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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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通过近 5 年的改革，我们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问卷调查显示学生的满意度较高，学到的实验技能实
用且扎实，能很好地助力自己的课题研究。但是目前的改革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待解决，比如本模式适
用于选课人数不多的情况，如果研究生选课人数较多，师资则相对匮乏，这是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另外，不同专业研究生所选课程不同，在实验操作时协调一致的时间较困难，以至于少数同学不能全程
跟踪操作。这些问题有待于在以后的改革中进一步改进。本课程的研究生教学改革经验可为其他有医学
操作实验的选修课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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