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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然药物化学课程是药学专业的重要主干课程之一。在慕课、金课等教学方法盛行的氛围中，一堂真实
的课堂教学依然是教授学生知识培养能力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阵地。因此，笔者围绕着进一步提高天然药
物化学课程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人文科学素养的双重目标进行了实践研究。通过在教学过程中，采用
多元化教学方法，有机融合PBL、讨论式、比较方法、兴趣教学法、情景教学法、网络教学法等方法有
效提升教学质量、提升药学专业学生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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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of natural medicinal chemistry is one of the main courses of pharmacy major. In spite
of the prevailing atmosphere of MOOC, Gold Courses and other new teaching methods, a real
classroom teaching is still the key link and important position to teach students knowledge and
cultivation ability. Therefore, the author carries on the practice research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natural medicine chemistry course and the students’ humanities accomplishment.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teaching methods is established,
which contains PBL method, discussion method, comparative method, interest teaching method,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and network teaching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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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天然药物化学是以药用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药用植物的化学成分、分离方法，以及化合物的
结构解析与鉴定。作为药学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对学生的培养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才培养包括学生的
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培养，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知识传授、人文素养可以有机结合，互相促进、融
合，能有效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1]。课程《天然药物化学》教材内容一般包括绪论，化学成分的分
类介绍板块，化学成分的提取与分离技术部分，以及成分研究、成分应用等继承与发展方面部分。内容
不同，教学方法和手段就有所区别。当下，网络和新媒体盛行，慕课、金课、微课等教学方法层出不穷
[2] [3]。但是笔者认为，一堂真实的课堂教学依然是教授学生知识培养能力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阵地。只有
在真实的课堂教学下功夫，才能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当然若能再适当结合慕课、微课等线下网络教学方
法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拓展学习空间也是有益的。线下教学方法手段极为丰富，在有效的课堂教学空
间里其实常用的也就几种，针对天然药物化学课堂教学的特点，以及各教学内容的不同特征，我们进行
了多元教学方法组合教学的探索。

2. 兴趣教学法结合讨论教学方的应用
诺贝尔化学奖的赫兹伯格的老师希拉兹认为，一个教师最大的责任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启发学生
对知识的兴趣和教给学生去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和如何学习的方法[4]。兴趣是创新的主要动力。讨论则
可以激发兴趣和积极性。我们把兴趣教学法结合讨论教学方主要应用于绪论部分以及成分的研究和应用、
研究的继承与发展方面。天然药物化学绪论中的教学设计直接采用兴趣教学法，如抛出“三月三荠菜煮
鸡蛋”、“核桃山中宝补肾益又健脑”等和药材相关的民间风俗与俗语，以及“橘井泉香”、“杏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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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扁鹊望色”等中医传统文化故事，引导学生深刻认知中医药药性、药味等客观规律，以及先辈为
此付出的艰辛，激发起学习的兴趣；兴趣教学方结合讨论式教学方法应用于相关章节讲授的课前与课后
精心安排。例如提前让学生通过百度、知网、维普等数据库查阅资料，了解某一类化合物发现的历史，
或者是某一味中药材(外国的某一种传统药用植物)在药物发现中的起到的作用，以及这些药用植物的活性
成分研究历史、临床应用概况等，以此激发学生学习该章节知识的浓厚兴趣，以及深入学习的欲望。再
在课堂上适当时候加以讨论，教师积极引导，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锻炼学生的科学创新思维能力。
例如，大家熟悉的中药材乌头，其子根加工品称之为附子。乌头和附子的提取物具有较强的毒性。所以
临床采用的制附子。其提取物该采用何种溶剂？是有机溶剂提取，还是水提取？提取流程中用到有机溶
剂，后面又用到酸水呢？教师可以提出问题，也可以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引发学生深入学习的兴趣，然
后同学们一起讨论得出答案。兴趣作为学习的推动力，讨论则可以加深理解和师生互动，活跃课堂教学
气氛，让更多的同学积极参与到学习中，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3. PBL 融合网络教学法的应用
PBL 教学模式是以问题为基础进行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的教学方法，90 年代以来已成为全世
界医学院校一致公认的方法[5]。带着问题去学习，学习就有明确的方向性，也能激发学习的兴趣，因此，
针对天然药物中化学成分学习我们采用了这教学方法。教师在讲解天然药物中各大类化学成分模块知识
点时，首先梳理主要知识点的相互关联，提出问题设计教学方案，在课前提前引导学生分组进行学习。
例如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天然药物化学》教材的第四章“醌”，我们设计教案时，首先用大家日常熟
悉的药材“大黄”“丹参”引出醌的概念。大黄中的主要有效成分是大黄酚、大黄素，丹参的主要化学
成分是丹参醌。《本草经解》中记载，大黄入手太阳小肠经、手少阴心经，手少阳三焦经，兼入足阳明
胃经、手阳明大肠经。那么源自东汉张仲景所著《金匮要略》卷中“厚朴大黄汤”是用来治疗什么疾病
的？答案是主治支饮胸满。腹痛，脉数，应下之症。那么是什么物质发挥功效呢，大黄素为什么是醌类
化合物？这类化合物的结构特征是什么？如何从大黄的药材中分离出高纯度的大黄素呢？大黄还有那些
中药方剂呢？一系列问题的提出，让学生的思维迅速活跃，激发想更多更深入的学习激情。在教师的积
极引导下，指导学生分组，设计方案，利用现在网络和各种数据库、媒体查找文献，相互协作，寻找答
案解决疑惑。在问题的驱动下，带着解决问题的决心去学习，经历过一个问题解决的完整的过程，当一
个个“问题”圆满完成，获得感、成就感、自豪感成为了他们深入学习的发动机和引擎，激发他们进一
步学习的欲望，逐步形成一个个良性循环。同时，一些同学制作较好的研究报告，以及他们的研究心得，
可以发布在班级群护着学习群里，供大家参考学习；通过建立雨课堂等学习模式，融合网络教学的优势，
把教师的引导材料和学生自己的成果发布，即给了学生荣誉感，也强化学习空间，拓展学习时间[6]。

4. 比较教学方法的应用
天然药物中糖类、黄酮类、醌类、以及糖苷、强心苷等是药用植物的中药活性成分，这些成分的提
取方法与分离手段，贯穿教材前后。糖类、生物碱、黄酮类、蒽醌类、香豆素类、强心苷、皂苷等成分
的提取和分离有何区别？区分的依据是什么？常用传统的煎煮法、浸渍法、渗漉法、回流法等溶剂提取
法，以及结晶法、沉淀法，还有超临界萃取等高新技术，这些提取方法应该如何应用于化合物的分离提
取呢？在学生理解了不同药物需要不同的提取方法后，又引导学生思考面对过去和现在如此众多的提取
方法和分离技术，彼此之间差异和优劣在哪里？加以对比分析，以确定其异同关系，认识其本质差异。
例如，同属溶剂提取方法的煎煮法和浸渍法，两者相同的地方是都需要选择合适的溶剂、合适的仪器，
不同之处在于采用的溶剂不同，煎煮法所用的溶媒一般适用于对水稳定的成分，而浸渍法所用溶媒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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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机溶剂，仅适用于热敏性成分的提取。比较教学法和情境教学法一般可以同时采用，把一些有相关
性、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区分性的教学内容糅合在一起增强对比性，可以更直观的加深学习印象。

5. 情境教学法的应用
天然药物化学是一门注重实践教学的课程。在课程实践教学中，教师一定要注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可以通过各种措施调动学生实验的积极性，让学生带着积极性、带着问题去实验。情景教学法是教师根
据教学内容所需要的情景，创设出教学内容需要的形象鲜明的场景，加上丰富语言描述勾勒出一定的情
景表象，能够使学生在声、画交织出的虚拟情景中引发问题诱导思考。例如在假设月宫场景中，“玉兔
捣药”，玉兔的捣药动作可以直观地提示学生，为什么药物需要“捣”？对药效的发挥有何益处？当讲
述到糖类化合物这一章节时，课堂的引入时，就可以通过语言的描述来制造一种氛围：可以在 PPT 中播
放从《雷公炮炙论》中找出的炮制黄精的图片，通过语言描述出黄精炮制的步骤和操作方法，学生可以
根据教师的描述结合图片了解黄精的“九蒸九晒”的过程，然后就会生出“为什么要如此操作”的疑问，
疑惑“生黄精和炮制后的黄精从颜色、口感、功效有什么不同呢”？在这样的开场白中应该是可以激发
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的。通过进一步学习了解到生黄精通过炮制就没有了麻涩感，黄精多糖部分水解
脱水导致黄精颜色形成糖棕色，黄精多糖是黄精主要的功效物质，等等。情境教学法一般只是在特定的
章节中作为其他教学方法应用前的一个引入，常用于课堂教学中开场白似的应用，但是确实可以通过声、
形、色等多方面的感官刺激加深对课程内容的深刻印象。

6. 结语
综上所述，现在网络教学、远程教学、数字化教学盛行，线上教育有着远程教育的优势，在疫情期
间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7]。但是其弊端是，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没有师生面对面的
互动，没有直接的交流。笔者认为，只有在与学生真正的面对面进行交流，思政教育、文化和人文素养
教育才能真正融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因此，真正的课堂教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各种教学方法的应用
更会锦上添花。在天然药物化学的课堂教学中，教学方法与时俱进、层出不穷，教学方法的组合也是变
化万千的，一个主要的教学方法常常可以融合 1~2 个其他的辅助教学方法，交叉组合具有激发力。只要
教师忠于教学，精心设计，用心与学生交流互动，所有的教学方法都会自然而然地、潜移默化地运用到
教学之中，就一定会提升天然药物化学课程的课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并提升学生的人文、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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