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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育·

医学信息学“ 金课冶 建设模式
刘思远,胡德华
[ 摘要] 目的:探索医学信息学线上“ 金课冶 、线下“ 金课冶 及线上线下混合“ 金课冶 的建设模式。 方法:对线上“ 金课冶 、线下“ 金
课冶 及线上线下混合“ 金课冶 进行分析,并对不同类型的精品课程资源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不同类型“ 金课冶 具有不同特点且
差异较大,线下课堂需打造体验式学习环境,不同类型的“ 金课冶 课堂建设需进一步探讨。 结论:由于医学信息学课程体系涉
及多个学科理论与技术,不同课程差异较大,因此在探索实践不同类型“ 金课冶 建设模式时,需充分结合课程建设需求与不同
类型“ 金课冶 特色与优势,多方协作,共同打造适合医学信息学教育发展道路的具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高水平“ 金课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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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online " golden course" construction model, offline " golden course" construc鄄

tion model,combined online and offline " golden course" construction mode of medical informatics. Methods The

three " golden course" construction models of medical informatics and the rsources of different excellent courses
were compara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 golden courses" varied greatly from each

other. Experencing study evevironment should be created for offline class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 golden course" classes need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Conclusion The need of " golden course" construc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different " golden courses" should be taken into full consideration and the high

level " golden courses" with high stepwiseness, innovativeness and challengingness should be constructed in coope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informatics education when different " golden course" construction models are sudied

because the medical informatics course system ivolves the theories and technologies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different
" golden courses" vary grea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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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 金课冶 内涵

2018 年 6 月 21 日在成都举行的“ 新时代全国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冶 首次提出把“ 水课冶 转
变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 金课冶 [1] 。 同年 8

月,教育部印发《 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
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 ( 教高函也2018页8

号) ,提出各高校要全面梳理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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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 水课冶 ,打造“ 金课冶 ,合理提升学业挑战度、增

讲授、学生听记为主的“ 被动冶 学习模式。 问题式教

量 [2] 。 这是教育部文件中第一次正式使用“ 金课冶

强了学生课前自主探索与讨论,提升了课堂上师生

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

学(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 的提出与发展,加

概念。 为了整顿高等学校的教学秩序,教育部首次

开放交流的频率,使学生成为了教学的中心,教师也

将“ 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冶 正式写入文件。

从课堂的“ 主导者冶 转变为“ 引导者冶 。 问题式教学

2018 年 11 月 24 日,第 11 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

的“ 问题冶 在打破传填鸭式教学,要求学生自主学习

将“ 金课冶 的特性总结为“ 两性一度冶 :高阶性、创新

并解决问题,这对于学生自主探究性的培养具有重

性和挑战度。 高阶性,就是将知识、能力、素质有机

要意义。 将传统授课与问题式教学有机结合,同时

融合,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

辅以知识竞赛、主题辩论等多种方式,增强教师与学

维,即课程教学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是知识、能力、

生的互动,努力营造课堂教学热烈氛围,提高课堂教

素质的结合。 对本科生毕业认证的一个关键要求是

学效果,是打造“ 金课冶 至关重要的一环 [4] 。 对于医

毕业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没有

学信息学课程体系中互动性要求较高的课程,如信

标准答案,更多的是能力和思维的训练。 创新性,指

息组织、病案信息学等课程,应充分利用问题式教学

教师在授课时教学方法要创新,学生在学习时学习

的优势,提高学生课堂的积极性、融入性,使学生成

方式也要创新,主要体现在课程内容有前沿性和时

为课堂的主体,提高医学信息学线下课程的创新性、

代性、教学形式具有先进性和互动性、学习结果具有

探究性,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探究性和个性化 3 个方面;挑战度是指课程一定要

由于线下课堂时间有限且无法保证所有学生获

有难度,教师要花时间、花精力、花情感认真备课讲

取到足够的知识,线上课堂应运而生。 国家精品课

课,学生课上课下要有较多的学习时间和思考 [3] 。

程及 MOOC 的迅速发展使线上课程资源得到了充

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具有指导性意义。 教师在“ 金

仅打破了时间的限制,使学生可随时进行预习温习、

课冶 建设中,与学生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学生在学

复习补习,而且突破了空间的制约,让学生足不出户

习知识、自主创新的同时“ 反哺冶 教师,给教师以灵

便可获取更多知识。 这不仅为基础薄弱、接受能力

感及动力,更好地传递知识、诠释知识、转化知识;推

较差的学生提供了机会,同时也给自学能力较强、接

动教师教学能力与个人素质的进阶,提升教师个人

受能力好的学生提供了更好的平台,获取更多的所

的创新能力,进而提升教学难度,给教师授课及学生

需知识。 另一方面,线上课程资源满足了“ 金课冶 建

学习带来挑战。

设的高阶性、创新性、探究性和个性化的需求,使学

2摇 医学信息学“ 金课冶 的 “ 两性一度冶 建设

生得以充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将知识与个人能

“金课冶 的建设对于课本知识、教师教学能力及

医学信息学作为融合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医学

分的质量保障和长足的进步。 一方面,线上课堂不

力和素质充分融合,锻炼思维与能力。

和生命科学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新型前沿交叉学

线上线下混合“ 金课冶 是在线上“ 金课冶 与线下

科,课程设置与其他学科的课程相比更为复杂。 学

“金课冶 发展到一定规模与深度时,将线上课程与线

生不仅需要掌握大量医学知识及信息学、管理学理

下课程有机结合的高质量课程。 翻转课堂作为线上

论,同时需要熟练利用 C 语言、数据挖掘与可视化

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有效策略和方式,颠覆了传统课

分析等计算机技术,这对于医学信息学教学与课程

堂教学中“ 教师讲学生听冶 的模式,是以学生为中心

设计也提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 对 于 医 学 信 息 学 “ 金

的学习和教学方式的革命。 混合“ 金课冶 对线上“ 金

线下混合“ 金课冶 等 3 类“ 金课冶 的课程设计及评价,

模式,并将其与线下“ 金课冶 融合,打造线上线下混

探讨。

课堂教学的互动性,进而推动创新,提升课程质量。

课冶 的建设,尤其是线上“ 金课冶 、线下“ 金课冶 、线上

课冶 进行本地化改造,探索线上“ 金课冶 的多种应用

教学与考核方式等方面的设置则更值得深入研究与

合式“ 金课冶 ,可充分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加强

线下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传统模式是以教师

线上线下混合金课“ 两性一度冶 建设在对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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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进行充分锻炼的同时,也对教师的授课技巧、教
学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指引

[3]

。

医学信息学是交叉学科,在教学体系与课程设

前景,主要授课内容包括定性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
法、信息计量方法及专利信息分析等 [6] 。 教师在进

行授课时,可将学生分成小组,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分

置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也给医学信息学课程教

别对不同的情报分析方法进行探讨;学生在学习定

学带来了难题。 在“ 金课冶 建设方面,要保证高阶创

标比超分析、SWOT 分析、“ 五力冶 模型等竞争情报分

新,使课程充满探究性和挑战性,让学生在掌握必要

析方法时,以小组汇报的形式利用不同分析方法对

的知识与技能的同时,保持对课程的兴趣与学习动

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在课上进行汇报总结。 这种教

力。 医学信息学“ 金课冶 的建设对相关课程的教学

学方式将问题与知识充分融合,在增强学生的课堂

内容、考评方式、教学质量评价以及教师素质均提出

体验、提升课堂互动性的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利用

了新的要求和目标,而新型多元线上线下结合式的

所学知识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课堂的高阶性

“ 翻转课堂冶 教学则迎来了新的重大发展机遇。

及创新性。

3摇 医学信息学不同类别“ 金课冶 建设模式

3. 2摇 线上“ 金课冶 建设

科理论与技术,不同课程的教材体系、教学方式、考

为主的网络课堂的兴起,线上课堂的建设也迎来了

核方法均有较大不同。 同时,不同类型“ 金课冶 具有

新的发展机遇。 与线下课堂相比,线上课堂更为灵

不同优势与特色,因此需将不同类型“ 金课冶 特点与

活,资源更为丰富( 表 1) ,而且线上“ 金课冶 的“ 两性

医学信息学课程体系较为复杂,存在较多跨学

不同学科背景课程教学特性充分结合,根据课程需

随着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迅速推进及以 MOOC

一度冶 的建设方式也与线下“ 金课冶 有所区别。 一方

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建设探索,打造适合教师教学和

面,线上“ 金课冶 建设要求教师设置教学内容时要与

利于学生学习的“ 金课冶 。

时俱进,体现学术前沿动态与最新科研成果,同时要

3. 1摇 线下“ 金课冶 建设

具有高互动、全开放、富媒体的特点。 对于学生而

线下课堂是重要的教学环境,具有无可替代的

言,线上“ 金课冶 需注重开放性与创新性的结合,使

作用。 如何打造优质、高效的线下课堂,激发学生的

学生可以在讨论中学习,在探索中创新,提升线上

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升课程难度,

“ 金课冶 的高阶性与创新性 [7] 。 另一方面,线上“ 金

推动学生自主创新及教师教学创新,是线下“ 金课冶

课冶 也需要一定的挑战度。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

建设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为此,需加强学生学习体

充分应用多种网络富媒体技术和资源,博采众长,同

验,打造以学 生 为 中 心 的 体 验 式 学 习 ( Experiential

时需要学生在进行线上学习后能自主完成随堂练

Learning,EI) 课堂。 体验式课堂教学在提升教学的

习,并在课程考核时取得较好的成绩,而且学习后能

互动性,使学生可以通过实践、体验与反思三元立体

利用所掌 握 的 知 识 进 行 实 践 应 用, 真 正 做 到 学 有

结合掌握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可激发学生的创新意

所用。

识,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其“ 反哺冶 教师,进而推

以医学信息学专业代表性课程《 信息检索》 为

。

例,《 信息检索》 是医学生信息素质养成训练的重要

将体验式学习课堂与“ 问题式教学冶 方式有机融合,

基础课程,对医学生明确信息需求以及信息获取、评

并在有条件的基础上设立学科知识竞赛、技能大赛

价、利用技能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8] 。 与此同时,

动教师教学创新,提升课程的高阶性与挑战度

[5]

等活动,提升课程的互动性与创新性,建设多样动态

由于信息资源( 包括文献资源、专利资源等) 的迅速

的考核方式,可充分提升线下“ 金课冶 的“ 两性一度冶

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交互及融合日益密切,医学信

建设质量,打造高水平线下“ 金课冶 。

息检索课程一直处于不断革新更迭的状态,对于教

以“ 信息分析与预测课程冶 为例,该课程是医学

师教学内容的更新与教学形式的创新起到了重要作

信息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其目的是通过课堂教学

用。 当前开设的精品在线课程共有 7 门,负责人均

和相关实践使学生了解信息分析方法,预测国内外
的研究现状及其在医药信息管理领域的主要应用及

为正高级职称教授、研究员,不同精品课程的课程设
置与考核方式也有所不同。 以《 医学文献检索》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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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精品课程为例,中南大学的《 医学文献检索》 课程

根据教学需求自行设计合适的方案。 西安交通大学

开设方式为每学期 1 轮次,课程每周更新且考试均

吴宁教授在 2019( 第六届) MOOC 发展大会上以“ 线

《医学文献检索》 课程为所有章节内容同时上线,附

报告,认为混合式课堂设计应分为 3 步建设 [9] 。 首

多种方式的线上课程相互补充,可满足不同类型的

Private Online Course, SPOC) , 既 可 以 建 设 线 上 课

有固定截止时间的随堂教学 MOOC。 兰州大学的
带随堂测试,学员可自行选择学习时间的 MOOC。
学生学习的需要,提升学科“ 金课冶 建设质量。

课程名称

授课院校

课程类别

医学信息检索

济宁医学院

基础医学类

精品课

医学信息检索

山西医科大学

图书档案学类

精品课

医学信息检索

华北煤炭医学

图书档案学类

院( 华 北 理 工

福建中医学院

图书档案学类

(福建中医药

程( 中 国 大 学
MOOC) +学银
生物医学文献

中国医科大学

医学文献检索

中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

建设本校的线上资源。 第二步是进行课程总体设
教学内容及各个环节的时间安排,线上线下课程的
衔接等。 第三步是具体实施方案,包括每节课的课

医学文献检索

兰州大学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传统模式为教师在课堂进

程类

行理论授课,中间穿插实验或实训。 翻转课堂则在

医学 - 健 康 学

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新型翻转课堂

科
学银在线

程 13 门) ,基础医学类 20 门。 这些资源都可以用来

及讨论主题等。
与网络资源

学堂在线

习平台 15 家,其中包含医学类课程 54 门( 中医类课

堂表现形式,课堂测试及章节测试的设置,课堂互动

大学)

在线
精品课

程 468 门,2018 年已经增长到 690 门,覆盖在线学

计,包括线上线下混合课堂的教学环节、教学目标、

大学)
文献信息检索

程,也可以利用别人的资源,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配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结果,其中包含本科教育课

精品课

精品 课 + 爱 课

先是建设 MOOC 或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 ( Small

补充,使其利于教学。 2017 年教育部首次公布国家

表 1摇 医学信息检索在线课程资源
课程平台

上线下混合式‘ 金课爷 建设的探索与思考冶 为题进行

则主要包括虚拟课堂和实体课堂两部分,学生在虚

基础医学类

拟课堂完成视频学习、作业练习并进行交流讨论。
而在实体课堂,由传统的教师主导变成教师、助教及

3. 3摇 线上线下混合“ 金课冶 建设

学生共同主导的联动课堂,教师通过对关键知识点

以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为代表的课堂模式作

进行讲解结合随堂练习,及时了解学生对重难点的

为线上线下混合“ 金课冶 的代表,有多种形式,包括

掌握情况( 图 1) ;学生通过小班讨论及示例分析,对

案例点评、研讨辩论、项目探究等。 不同学科课程可

教师进行反馈 [10] 。

图 1摇 混合教学方案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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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摇 结语

本文在教育部“ 两性一度冶 “ 金课冶 建设目标的

基础上,围绕医学信息学学科特色及线上、线下课堂
教学的教学特点,提出了适合不同类型“ 金课冶 的课
程建设模式。 由于医学信息学课程体系涉及多个学
科理论与技术,不同课程差异较大,因此在不同课程
“ 金课冶 建设实践时,需将课程需求、教学目标与不
同类型“ 金课冶 特色与优势充分结合,多方协作,共
同打造适合医学信息学教育发展道路的具有高阶
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高水平“ 金课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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