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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与交流·

“探究式-小班化”课程建设实践与探索
蒋金，贺庆军，卿平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教务部（成都 610041）

【摘要】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自 2013 年春季学期开始，在学校支持下实行“探究式-小班化”医学课
程建设实践与探索。通过设立研究生助教岗位，推行以研究生助教参与辅助教学为基础的“大班授课-小班研
讨”模式；改革课程考核方法、强化形成性评价；制定和完善课程考核与管理规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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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search at the medical courses construction of inquiry-small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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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st China Medical School of Sichuan University has carried out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inquiry-small class since the spring semester 2013. A set of effective results have been obtained through recruiting
graduate assistants to assist lecturing-group discussion in large class, reforming assessment methods and implementing
formative evaluation, building effective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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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小班化”医学课程以培养医学生的

落实[2]。“小班化”不仅可营造一种交流环境和学

临床能力和职业素养、促进医学生胜任力为目标，

术氛围，还能突出学生自我个性，是激发灵感的

其教学过程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通过更新

“孵化器”[3]。小班分为物理小班和理念小班两种

教育教学内容、改革教育教学方法，促进教与学的

类型；物理小班的班级人数在 30 人以下；理念小

深度互动，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激发

班是指在不改变原有班额的情况下在教学环节调

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 ，让学生充分享受学习过

整班级结构，以小组或小班形式实现课程目标。在

程、提升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为进一步提升

教室、设备等基础设施和师资不足的情况下推行

医学教学质量，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在“以学

“探究式-小班化”教学模式，理念小班成为必然

为中心”先进教育理念指导下，自 2013 年春季学

之选。

[1]

期开始“探究式-小班化”医学课程建设实践与探
索。

1 “探究式-小班化”课程建设实践
1.1 实施“大班授课-小班研讨”教学模式

目前医学知识和技能的传授，采用“三段式”
教学模式，按基础医学课程、临床医学课程和临床
见、实习三阶段序贯进行 [4]。华西临床医学院的基
础医学课程与临床医学课程采取理念小班教学，通
过“大班授课、小班/小组研讨”教学模式来实现

“探究式-小班化”包含双重内涵，一是教学

课程目标。在理论课实行大班授课，将全班授课与

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基础的探究式

小组学习相结合，灵活运用讲授教学、翻转课堂、

学 习 为 核 心 ； 二 是 班 级 规 模 为 小 班 额 。 “探 究

讨论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中注重引导学

式”这一教学理念在“小班化”教学形式中得到

生自主探究；在实践课实行小组教学，将同班学生
分到 10～20 人的若干小组中，每个小组配备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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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各小组指导教师可根据课程内容灵活运
用病案讨论、TBL、PBL 等方式进行研讨教学，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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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运用所学医学知识解决

至 40% 以下，提高随堂测验、技能考核、见习评估

问题。华西临床医学院“探究式-小班化”课程体
系和模式见图 1。

和小组讨论汇报等过程考核在总成绩中的占比，注
重测评结果的及时反馈以促进学生的学习与发

1.2 设立研究生助教岗位，发挥研究生助教在
“大班授课-小班研讨”教学中的辅助与协助作用
研究生助教也称研究生兼任助教工作，是指研
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在完成自身专业学习任务的同
时，按照有关规定受聘帮助主讲教师完成一门或几
门课程的部分教学或教学辅助工作[5]。为切实推动
“探究式-小班化”教学改革，在学校研究生助教
政策的支持下，华西临床医学院在大于 80 人的医
学临床课程中设置研究生助教岗位，协助课程负责
人进行“大班授课-小班研讨”教学。研究生助教
的选拔采取研究生志愿申请和各系、教研室、教研
组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申请人经学院教务部资格审
查、面试，通过学院和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培训
且获得《四川大学研究生助教培训合格证》后担
任课程助教，在主讲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讨论组织、
集中答疑、学习辅导等教辅工作，协助课程教师完
成“探究式-小班化”课程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
1.3 改革课程考核方法，强化形成性评价
在“探究式-小班化”教学模式下，学生成绩
评定以过程考核为主，以达到评价客观公正的目的[6]。
华西临床医学院制定了《华西临床医学院探究式小班化课程建设基本要求》，明确规定“探究式小班化”课程应密切结合课程教学目标、以医学生
胜任力为导向积极进行考核方式改革，如实施非标
准答案考试、取消“60 分及格”、实施动态及格线
和形成性评价。在考试方法上，根据课程特点综合
采取笔试、床旁考试、模具考试、SP 考试、论文写
作等多种考试形式，注重医学生综合能力的考察；
在学生成绩评定上，改变期末考试的办法，实施全
程多样化考核，将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降

展。
1.4 制定和完善课程考核与管理规则
配套考核管理措施的落实对“探究式-小班”
改革的成功至关重要，为此学院制定了一套“探究
式-小班”课程考核与管理模式（如图 2 所示），并
经过最近 3 年的实践逐步完善，现介绍如下：
课程管理上实行课程负责人负责制，课程考核
实行以学期为单位的目标管理，课程改革评价实行
二级晋升模式。每学期初，教务部公布“探究式小班化”研究生助教名单的同时告知各课程负责
人，学院将在期末对“探究式-小班化”课程实施
情况进行考核，引导各课程负责人按照《华西临床
医学院探究式-小班化课程建设基本要求》进行课
程规划与管理。每月末，课程研究生助教提交岗位
考评表和工作日志，学院教务部对研究生助教工作
进 行 审 核 ， 监 控 “探 究 式 -小 班 化 ”课 程 实 施 情
况。期末，课程负责人填写《“大班授课-小班研
讨”课程教学情况汇总表》，汇报该课程在小班、
小组教学、考试评价、课程管理与师生互动、教学
资源建设方面的数据并提交课程在“探究式-小班
化”教学改革中的具体做法、亮点和特色的总结文
稿或 PPT，由学院组织专家对各课程提交的材料进
行评审。教学成果显著的课程将直接入围学院
“探 究 式 -小 班 化 ”教 学 改 革 经 验 交 流 会 ， 参 与
“探究式-小班化”优秀课程的评选。

2 实施成效与思考
2.1 实施成效
经过三年的建设，学院“探究式-小班化”课
程建设初见成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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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探究式-小班化”课程考核与管理模式

（1）实现了课程组织形式与教学方法的多样
化。全班授课与小组学习相结合，讲授教学、翻转

末，学院采用“问卷星”对秋季学期 56 门临床本
科专业课程进行了教学质量评价问卷调查，回收有

课堂、讨论教学、案例教学、病案讨论、TBL、PBL
等多种教学方在课程中得到灵活运用，探讨式教学

效问卷 14 31 份。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实施“探究
式-小班化”教学的课程评教平均分为 89.12 分，而

学时数在全院课程总学时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
截止 2016 年秋季学期，学院“探究式-小班化”课

未实行“探究式-小班化”教学的课程评教平均分
为 88.4 分。其中，参评学生对“该课程教学方法灵

程探究式教学时数比例已达到 45.44%。
（2）课程考核改革成效显著。随堂测验、技能

活多样，能激发我的兴趣和积极性”、“在需要的
时候，我能较便捷地得到课程负责人、教学秘书、

考核、见习评估、小组讨论、汇报等形成性评价比
例逐年升高，2016 年秋季学期“探究式-小班化”

助教或教师的帮助”、“该课程考核形式多样，重
视对学习过程、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满意度上，

课程形成性评价成绩占总成绩的 56%，而期末考试
等终结性评价在总成绩的比例随之逐步下降到
44%，见图 3。
（3）教学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学生对教学的积
极性和满意度大幅提高。由于实施了大班理论授
课和小班研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使得传统以教师
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得到了根本改变[7]。先进的教
学理念、科学的教学方法、良好的教学氛围、有效
的师生沟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与兴趣
得到调动，教学质量得到提高。2016 年秋季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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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小班化”课程存在明显优势。学生普遍

教师；同时，进一步细化、量化期末课程考核指标

认为，“探究式-小班化”课程教学方法灵活多样、
教学手段先进、学习资源丰富且在学习中能较便捷

内容，并加入学生评价与专家评价；② 建立相应
的教师专业培训机制，为教师提供探究式教学方法

的得到课程负责人、教师、研究生助教的帮助，能
够得到较好的达到预期学习目标。

和教学策略培训，提高教师探究式课堂设计能力和
教学能力。③ 量化研究生助教考核指标，加强研

2.2 存在的问题与措施
学院虽然在“探究式-小班化”课程教学管理
上实行课程负责人制度，教务部也制定了系统的考
核与管理办法对课程实施情况行监管，但还是存在
许多问题：① 由于医学课程采取折子戏教学模
式，教师众多且来自不同科室，课程负责人很难监
测到每位教师进行“探究式-小班化”教学活动的
组织与实施情况，学院在课程监管上也存在较大盲
区；② 课程教师来自临床科室的医生，大多教师
缺乏专业教育知识，教学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教师
在“探究式-小班化”应用方面缺乏经验和思路，
虽形式上使用了多种教学方法，实则“换汤不换
药”，探究式教学可能在课堂中并没有真正落实；
③ 研究生助教考核、管理缺乏量化标准，助教在
“探究式-小班化”教学中的参与及贡献难以量
化，惩奖机制需要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针对以上问题，华西临床医学院将采取以下措
施：① 加强“探究式-小班化”课程改革过程监
督，选取专家定期检查“探究式-小班化”教学效
果、听取学生意见并及时反馈给课程负责人和相应

究生助教在“探究式-小班化”课程中辅助工作的
日常监督与考核，建立和完善惩奖制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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