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及项目负责人、项目组简况 

项 

目 

简 

况 

项目

名称 
基于 ADDIE模型，构建“互联网+思政教育”病生移动微课教学平台 

项目

类别 
 2.一般类教改项目 

起止

年月 
2020.1-2021.12 

项 

目 

申 

请 

人 

姓名 周艳芳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7.10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最终学位/授予国家 博士/中国 

所在 

学校 

学校名

称 
广东医科大学 手机号码 

138272992

46 

通讯地

址 
东莞市松山湖科技园新城大道 1号 

主要

教学

工作

简历 

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学时 所在单位 

2013.1-2

019.7 

病理生理学 本科 约 100学时/

年 

广东医科大

学 

2013.1-2

019.7 

基础医学概论 本科 约 15学时/年 广东医科大

学 

2013.1-2

019.7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本科 约 15学时/年 广东医科大

学 

2013.1-2

019.7 

生理科学实验（病生） 本科 约 120学时/

年 

广东医科大

学 

主要

教学

时间 项目名称 获奖情况 

2019.3 
发热与过热（2018 年全国高校（医学类）微课教学比赛）

（主持人） 
一等奖 





 

二、立项依据（项目研究的意义、现状分析）
1
 

课程思政即课程德育，指教学科目和教育活动以课程为载体、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充

分挖掘蕴含在专业知识中的德育元素，实现通识课、专业课与德育的有机融合，将德育渗

透、贯穿教育和教学的全过程，助力学生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年全国高校思政

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政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

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即实现“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有机结合［1］。 

作为医学院校，不仅仅要培养医术精湛的医务工作者，更要注重对医学生人文精神和

职业道德的培养。病理生理学课程是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和检验等专业的医学基础课程，

也是联系医学基础和临床医学的桥梁课程，是多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独立学科。如何将

课程思政与病理生理学教学有机结合，如何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医学人文教育、医德教育和

科学素养教育，如何改变过去单一专业知识的灌输而忽略德育的教学方式，是需要专业课

教师积极思考的问题。  

微课“短、小、精、透”的特点，使其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将学习资源共建共享、信

息技术和课程进行深入融合，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2013年以来，本课题团队利用省级资

源共享课、校级重点学科及教学团队的优势，创建手机移动微课平台，通过理论课程体系，

实践教学及课外科研创新训练等三个教学环节，在课程设置上以训练实验技能及科研思维

为核心，辅以多形式的教学手段，以多方位的教学评价体系为指导，以多层次的课外科研

为辅助，对教学方式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及实践。  

经过几年的教学研究与实践，手机移动微课平台教学取得了丰硕成果，获得较高的同

行及学生评价。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创新意识、动手能力等综合素质得到锻炼及提高，

获得多项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新课题，参与发表 SCI论文；获得 1项国家级微课教学比

赛一等奖，1项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中华医学会教学成果三等奖，1项校级授课比赛

三等奖，1项校级微课比赛优胜奖；实验系列微课件、网络测评系统、互动平台已经在近

5000 学生中使用，对课程的预习、复习，提高实验操作效率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教师

素质同步提高，促进学科发展，发表教学论文 5篇，骨干教师撰写教材 5部，发表教学论

文 6 篇，承担多项省、厅级教学课题。 

                                                             
1 表格不够，可自行拓展加页；但不得附其他无关材料。下同。 



 

 

图 1 构建三环节贯通的手机微课平台，促学生综合能力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综上，病理生理学课程对于培养医学生的专业及德育素质，并与其他思政教育形成协

同效应有明显的优势：1.病理生理学的理论及实验教学都需要联系医学基础课程及临床医

学课程的相关知识，能早期接触大量的临床及研究案例，有丰富的思政素材。2.本课程已

有成熟的线上教学平台，能够顺利构建独立的思政教育专栏，实现线上线下的全方位教学，

解决教学学时不够，师生交流不充分的问题。3.本课题组成员对于微课的制作，教学环节

中微课的使用及调整均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 :1.以往的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思政教育明显不足，如何寻找合

适的思政素材，恰当的融入病生的微课制作，并深入到理论及实验教学环节？2.如何完善

教学设计和整体规划，实现“课程思政”教育过程的科学化、规范化建设？3.在思政融入

微课平台建设过程中，如何保留专业微课开发的系统性？ 

系统的教学设计对微课程的整体布局、可持续发展起重要作用。ADDIE模型提供了很

好的参考。ADDIE是指一套有系统地发展教学的方法。ADDIE五个字母分别表示：Analysis

（分析）、Design（设计）、Develop（开发）、Implement（实施）、Evaluate（评价）。 内

容主要包含：要学什么？（学习目标的制定）；如何去学？（学习策略的运用）；以及如何

判断学习者已到达学习成效？（学习评量的实施）。在 ADDIE五个阶段中，分析与设计属前

提，发展与执行是核心，评估为保证，三者互为联系，密不可分［2-4］。 

微课程平台开发及建设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一般要经过选题设计、教学策略

设计、微课拍摄、后期加工、实施、评价反馈、再修正等环节，才能确保其质量。而 ADDIE

教学设计模型的整体性原则、关联性原则、优化性原则、动态性原则为有效的融入思政内

容，提高专业与思政融合的微课程开发的质量和效率提供保证。 

 



 

 

图 微课平台 ADDIE教学设计模型 

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全力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利用混合式教学等多种方式，形成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网络化泛在学习新模

式。规划强调“互联网+教育”，高等医学教学不应拘泥于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传授，而是

利用“线上学习”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本项目构想：在已有的移动微课平台基础上，开辟“病理生理学-思政教育”专栏，挖

掘提炼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要素，将思政教育模块化，形成人生价值观教育、辩证唯物世

界观教育、爱国政治观教育、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教育等四个模块，将思政元素列入教学

计划，撰写教学设计，建立“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加强师资的思政教学培训及交流，

提高教师的思政教学能力和个人素养；以 ADDIE模型为指导，制作一批优质的融合思政教

育微课件。最终，将思政教育贯穿于整个专业课教学过程，建立融入课程思政的新教学模

式，形成专业课教学与思政同向同行的育人格局。 

本项目的开展将推进病生微课程的系统和可持续发展，还将对其他专业与思政融合的

课程设计和开发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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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方案及实施计划 

1.具体改革内容、改革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改革目标： 

基于 ADDIE 模型，对病生微课程进行系统设计和开发，构建开放式微课平台,创建

多元化的德育与专业教育的病生微课程。 

  

改革内容： 

1.加强教师的思政教学培训及交流，提高教师的思政教学能力和个人素养，构建专

业教师与思政教师的教学合作机制； 

2.挖掘提炼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要素，将思政教育素材划分四个专题模块，构建“病

理生理学-课程思政”专栏；  

3.基于 ADDIE 模型的五个要素，选取合适的知识点，融入思政教育素材，设计并制

作微课，用于整个理论及实验教学过程，并以多形式的教学手段为补充，强化教学效果； 

4.改革学习的运行、考核机制，建立课前、课中及课后的多方位的评价体系，通过

学生评价、同行专家评价、教师自我反思几个方面对专业及思政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和反

思。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选择合适的理论及实验课程知识点，探索微课平台基础上的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

最佳结合模式，真正体现课前、课中及课后的学生为主体，专业课教学与思政同向同行

的育人格局。 

2.实施方案、实施方法、具体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及可行性分析 

实施方案及方法： 

1.加强教师的思政教学培训及交流，提高教师的思政教学能力和个人素养，构建专业教

师与思政教师的教学合作机制； 

（1）通过短期进修、观摩、培训等方式，组织专业课教师到向开展课程思政较早、较好

的高校学习，开拓视野，启发思路。 

（2）加深与本校思政教师的交流、分享、互助、合作，制定专业课教师和思政课教师定

期交流机制，推荐学习相关的哲学、人文等课程，提高自身的思想素养。 



 

（3）开展富有针对性、示范性的“课程思政”教学指导，构建多学科的教学合作机制，

形成针对思政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的信息沟通渠道、教学交流机制和智库共享资源。 

（4）教师基于网络及课后的教学评估及反馈系统及时获取教师在创作过程中的不足之

处, 提出进一步的改进办法, 切实提高教学水平。 

  

2.挖掘提炼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要素，将思政教育素材划分四个专题模块，构建“病理

生理学-课程思政”专栏；  

（1）挖掘、提炼理论及实验课程的教学内容、教材建设、教学资源等内容中蕴含的思政

要素，将思政教育模块化，形成“人生价值观教育、辩证唯物世界观教育、爱国政治观

教育、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教育等”四个模块，将思政元素列入教学计划，撰写教学设

计，建立“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 

（2）编写 1-2套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融合的 PBL案例。密切结合与其培养目标、胜任医

生职业所需的综合素养、社会热点问题等，形成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体系相融合的

的 PBL教学模式。  

 

3.基于 ADDIE 模型的五个要素，选取合适的知识点，融入思政教育素材，设计并制作微

课，用于整个理论及实验教学过程，并以多形式的教学手段为补充，强化教学效果； 

（1）基于 ADDIE 模型的五个要素(课程分析，课程设计，课程开发，课程实施，课程评

价)，将整体内容按章节分解知识点，依次选取知识点，通过教材分析及学生分析，确定

学习目标及教学内容，制定教学过程，选择教学媒体。按照三层目录结构，即科目—章

节—知识点，针对每一个知识点制作微课，校园网络相应配备微课的互动平台，答疑专

区等。 

（2）思政内容与专业课内容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利用雨课堂，移动微课

等教学软件，选取部分合适的理论章节及实验课实施混合式教学，从而达到思政教育与

专业课程教育应用系统化、体系化，真正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课前学生预习发

布的微课；课中教师在讲授相关章节时融入思政内容；课后：学生需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观影、在线阅读、讨论、提交作业。并自愿完成“课程思政”的调查问卷。 

（3）利用互动平台开展在线思想交流，邀请德育教师加入案例讨论，将医学生的思政教

育与专业教育充分有效结合。 



 

4.改革学习的运行、考核机制，建立课前、课中及课后的多方位的评价体系，通过学生

评价、同行专家评价、教师自我反思几个方面对专业及思政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和反思。 

（1）学生评价体系：课后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等形式了解学生对该教学模式的认可度，

如对授课方式的改变、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合作学习能力的提高、对课程学习兴趣、

学习效率的帮助及对学生专业知识及技能的影响等进行评价。特别增加德育教育的满意

度、认可度，对自身专业人文素养的培养促进作用。可组织学生撰写心得体会，写出本

门课中感受最深的德育教育。 

（2）同行专家评价体系：对课程设置合理性、思政及专业教学效果、成果等进行评价。 

（3）教师自我反思体系：教师通过阅读心得体会、与学生交流等方式感悟学生的思想变

化，在教学实践中观察学生的行为表现。 

 

图2  基于ADDIE模型的微课平台建设总思路 

 

如：基于 ADDIE 模型的五个要素(课程分析，课程设计，课程开发，课程实施，课

程评价)，对人民卫生出版社《病理生理学》中《休克》章节“休克的概念及分类”知识

点进行微课程设计。 

 



 

表 2  基于 ADDIE 模型，融入思政教育，设计“休克的概念及分类”知识点微课程  

课

程

分

析 

学习

需求 

1.危重病症，救治不及时，易延误生命。 

2.指导学习后续课程中各类缺血缺氧损伤性疾病。 

学习

者特

征 

1.学习能力：已经学习生理学血液循环章节及病理生理学的缺氧；具备一定的

归纳和推理的能力；对生活中常见的失血有初步概念。 

2.学习风格：思维敏捷，动手能力较强，易接受新观念 

学习 

内容 

分析 

1.学习重点：休克的概念及分类。 

2.学习难点：休克的概念。 

3.解决手段及方法： 

针对休克的关键-有效循环血量下降，围绕有效循环血量的定义、维持因素进

行讲解；以临床最常见的失血性休克为例，对休克发病机制详细讲解。 

课

程

设

计 

教学 

目标 

1.专业知识、技能目标： 

（1）掌握休克的概念；休克的分类。（2）熟悉休克的病因。（3）了解对休克

认识的主要发展阶段。 

2.思政目标： 

（1）价值观教育：学习白求恩无私忘我的工作 

（2）唯物辩证世界观教育：休克的研究历史 

（3）道德观教育：车祸逃逸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  

教学 

方法 

案例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结合移动微课等多种教学方法，穿插课堂小组讨论、

在线评测等形式 

课

程

开

发 

微课 1.理论微课件：根据课程分析及课程设计，制作“可怕的摔伤”微课，融入思

政教育元素。 

2.实验微课件：失血性休克的抢救 

专业

知识

拓展 

1.2018 年感染性休克治疗指南 

2.文献学习：南方医科大学赵克森教授研究成果“毛细血管无复流”机制 

3.辅助教材、期刊、新闻报道 

思政 

教育

资源 

1.白求恩的纪录片 

2.新闻报道：车祸逃逸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 

3.新闻报道：赵克森教授的研究成果“毛细血管无复流”机制 

课

程

实

施 

课前 调查问卷 1.专业知识调查：微循环的功能及其调节机制  

2.思政调查：车祸逃逸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 

预习微视频 利用微信平台发布“研讨话题：可怕的摔伤” 

课中 习题测评 检测学生对休克概念的掌握，对错误认识的识辨。 

PBL 讨论学习 “研讨话题：可怕的摔伤”教师协助、引导学生分析 

总结反馈 分析问题，总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优缺点 

课后 小组讨论记录 讨论内容记录、自我感想及贡献，讨论中的困难(如知识面、

技术面、情绪面)及今后可采取的对策，其他同学的表现评价。 

互动平台  针对学生提出的具体问题答疑解惑 

调查问卷及教

学反思 

收集授课内容反馈的疑难专业及思政问题讲解 

实验微课件 失血性休克动物模型的制备原理及操作注意事项  

课

程

评

价 

行成

评价 

调查问卷 课程内容评估、界面评估、学习效果评估，评价反馈 

随堂测试 专业知识测试 

结果

性评

价 

教师教学反思 

专家评价 

学生评价 

通过网络测评、座谈、专家课评等形式对课程设置合理性、课

程专业及思政教学效果、成果等进行评。 

 



 

本课题的具体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 

2020年 1月-2020年 6月：召开研讨会，确定思政元素融入微课平台教学的研究思

路；进一步收集、分析及总结病生课程相关的思政资料；确定具体的微课程的知识点、

录制的人员准备；设计思政与专业教学改革问卷调查以及准备测试试卷。完成部分微课

录制。 

2020年 9月-2020年 12月：完成部分微课录制，并在课程中结合混合式教学实施应

用。在精品资源共享课的网络共享平台上，增加思政专栏资源。在病生理论及实验授课

中部分实施应用混合式教学。在此期间，加强课后及课外的师生沟通、交流、互动。不

断探索教学方法、资料数据收集分析，网络平台建设。对实验效果加以汇总分析，并给

与相应的调整。 

2021年 1月-2021年 9月：根据运行一年的情况，修订完善第一年的实施方案。 

2021年 10月-2021年 12月：对两年的教学改革实施调查评估，统计数据等汇总分

析，形成最终研究报告，上报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课程建设。 

完成课题的可行性分析 

1.病理生理学为广东医科大学重点学科、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目前经过多年的

建设，现已成为一个相对教学、科研实力较强的基础学科。病理生理学已建成丰富的教

学素材库，包括自制录像、图片、动画、课件、配套教材、试题库、案例、参考资料等。 

2.已联合网络技术公司，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了支持混合式教学的网络互动平

台，评测系统及移动微课堂系统，目前已经投入使用。 

3.申请人作为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的负责人，从事教学科研 14年，具有丰富的教

学管理经验并擅长理论研究。在授课过程过程中，先后针对不同授课对象，主持进行相

应的教学方法和技术的改革，建设了病生省级资源共享可教学网站和资源库，搭建了微

信教学平台，并在教学实践中进行了推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目前承担省厅级教学教

改课题 2项，校级教改课题 2项；第一作者发表教改文章四篇，主编教材及辅助教材两

部，副主编教材及辅助教材两部，参编教材一部。并获得广东医学院第一届微课大赛优

胜奖，在教学方式改革、教学设计、教学素材以及网络教学平台建设等方面均有丰富的

经验，将为本课题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申请者和项目组成员均一直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较强

的专业能力、教学改革与创新能力，承担多项教改课题，发表数十篇相关教学论文。 



 

3.项目预期成果及其实践运用预期（包括成果形式，预期推广、应用范围、受益面等） 

1.在手机移动微课平台基础上，构建“病理生理学-课程思政”专栏，将思政教育素

材划分四个专题模块，建立“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 

2.初步建立开放性微课平台的课程模式，初步制作3-4个微课：基于 ADDIE 模型的

五个要素，选取合适的知识点，融入思政教育素材，设计具体的课程模式，建立专业与

思政教学质量评估监控体系； 

3.设计编写 1-2套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融合的 PBL案例，形成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实施体系相融合的的 PBL教学模式。  

4.积极参加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教学研讨会，将教学改革成果及时总结，发表 2-3篇

教学论文，参与相关的教材撰写；申报关于移动教学平台的版权（和/或）成果；为其他

专业与思政融合的课程设计和开发提供参考。  

 

4.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点 

（1）学科优势资源与思政教育资源有机整合：结合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的优势资源，

建立融入课程思政的微课新教学模式，并借助 ADDIE模型使其系统化，将医学生的思政

教育与专业教育充分有效结合。  

（2）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与人文素质相结合：将思政教育贯穿于整个专业课教学过

程，形成专业课教学与思政同向同行的育人格局。 

 

 

 

 

 

 



 

四、项目建设基础 

1.与本项目有关的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工作成绩 

（1）申请人作为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的负责人，从事教学科研13年，在教学方式

改革、教学设计、教学素材以及网络教学平台建设等方面均有丰富的经验、先进的教学

理念和工作积极性，将为本课题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目前承担省厅级教学教改课题 2项，校级教改课题 2项；第一作者发表教改文章四

篇，主编教材及辅助教材两部，副主编教材及辅助教材两部，参编教材两部。担任人民

卫生出版社十三五规划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第四版数字课程的编委。  

（2） 项目组成员均一直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较强的专

业能力、教学改革与创新能力，承担和参与了多项教改课题，并发表了数十篇相关的教

学论文。课题组成员有能力将该课程的重点、难点制作成微视频。   

（3）目前已联合网络技术公司，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了专业特色的教学资源。

病理生理学已建成了较丰富的教学素材库，包括自制录像、图片、动画、视频、网络版

课件、配套教材、试题库、案例、参考资料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了支持混合式

课堂教学的“广东医科大学病理生理学网络互动平台，评测系统及移动微课堂系统”，

目前已经投入使用。通过学生在手机移动终端的使用，初步尝试了课件及其他教学相关

资源投放、师生互动、网络自测、调查问卷、数据统计，配合理论及实验课等教学需求，

得到了师生一致好评。 

    

        图 病理生理学手机移动微课界面及实验课系列微课件 



 

已取得的成绩： 

1.2017 年第八届广东医科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TBL结合 PBL辅助教学法促进

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教学模式研究（主持人） 

2.2017 年基础医学院授课比赛二等奖，校理论授课比赛三等奖 

3.2018 年全国高校（医学类）微课教学比赛一等奖 

4.2019年中华医学会优秀教育技术成果三等奖 

5.2019 年第九届广东医科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强师、精课、促创新”----

基础医学教育新体系的建设与实践（第四） 

2.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含有关政策、经费及其使用管理机制、保障条件等，可附有

关文件），尚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1.政策保障 

广东医科大学一直支持关于教育改革的项目研究，《广东医科大学教育教学研究管

理办法（修订）》（校医教（2017）1 号）提出“鼓励全体教职员工积极参与省级及国家

级教育教学研究课题或教学成果培育项目的申报，凡获得立项的研究课题或教学成果培

育项目，学校给予经费配套。”同时，《广东医科大学在线网络课程建设规范（修订）》

（校信息（2017）2 号）也积极鼓励通过网络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改革和突破。 

《广东医科大学项目经费使用审批管理暂行办法（修订）》（校财务〔2017〕2 号）

更是对经费的规范管理和使用提供了更详细的政策保障。 

2.经费保障 

（1）在教学经费、教学交流与进修等方面提供足够的资金保证。 

（2）对于教师授课所必须的教学软件、参考资料等提供经费支持。 

3.师资队伍条件与保障 

本教研室现为广东医学院重点学科，广东省重点扶持学科，广东省精品课程。目前

承担着研究生、本科等不同层次的病理生理学、临床病理生理学、肿瘤学基础、生理科

学实验、科研设计基础、生物信息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目前，教研室拥有国家级优秀

教师 1人、广东省教学名师 1人、 南粤优秀教师 2人、“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 1

人、千百十工程”校级培养对象 3 人。  

由此可见，无论是学校的政策层面、还是所需软硬件保证、人员及场地配备，广 

东医科大学均可保证课题顺利推进和实施完成。 



 

3.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所承担的教学改革和科研项目情况 

项目负责人 周艳芳，女，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医科大学病理生

理学教研室主任, 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省级第八批培养对象，广东省病理生

理学精品资源共享课负责人，中国病理生理学免疫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广东省病生学

会委员。主编教材及辅助教材两部，副主编教材及辅助教材两部，参编教材两部。2015

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公派南佛罗里达大学访学一年。主持国家青年自然基金、广

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数项，在国外 SCI杂志及国内核心期刊发表专业论文二十余篇。 

主持的教研课题： 

1.整合学科优势，建立多维化实验教学模式(2013年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结题。 

2.应用 TBL 教学法提高机能实验课的创新团队意识（2012 年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

医学教育立项课题 NO:2012-FF-57）顺利结题，并获得广东医科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3.TBL 教学法在机能实验课的应用研究（广东医学院校课题 NO:JY1114） 结题 

4.机能实验课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途径的探讨（广东医学院校课题 NO：20060033）结题 

5.基于 MOCC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2017 年广东医科大学教学研究课题重点项目 

NO：2JY17011）2万，主持，进行中   

教材编写： 

1.《病理生理学》（教育部“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副主编，第

三版，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ISBN：978-7-5659-0682-4) 

2.《病理生理学应试习题集》副主编，第一版，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ISBN：

978-7-5659-0814-9） 

3.《病理生理学》主编，第一版，人民卫生出版社(ISBN：978-7-1172-0399-9) 

4.《病理生理学精要与习题集》第一版，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ISBN：

978-7-117-20189-6） 

5.《病理生理学》第一版，编委，王万铁、商占平主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ISBN 

978-7-5023-9739-5) 

6.《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第四版（十三五规划教材），数字课程编委，步宏主编，人

民卫生出版社（ISBN：978-7-1172-3871-7） 

已发表的教学论文： 

1. 王槐高，孔 霞，郭向华，顾帝水，李彬彬，周艳芳（通讯）. 微课结合 PBL 在病

理生理学病例讨论中的应用研究.基础医学教育，2018 ,20 (2):141-143. 



 

2. 周艳芳,李明勇,王槐高,孔霞,李彬彬,郭向华,顾帝水，张湘宁.机能实验课中TBL教

学法的应用初探.课程教育研究，2015,8:237-238. 

3. 周艳芳,李明勇,李彬彬,孔霞,王槐高,郭向华,申志华,何志巍.整合学科优势，建立

多维化病生实验教学模式的探索.医学信息，2015,28（2）:3. 

4. 周艳芳 ,彭新生 .机能实验课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途径的探讨 .医学教育探

索.2007,6(12):1132-1133. 

5. 周艳芳,黄培春.合作学习理论在技能实验课中的运用与体会 .卫生职业教

育.2005,23(14):24-25. 

6. 孔 霞,李 蓉,周艳芳,李彬彬,王槐高,郭向华,顾帝水.思维导图在病理生理学缺氧

教学中的应用探究.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3,3:108-110. 

7. 顾帝水，孔霞，周艳芳等. 多元互动式教学法在生理科学实验课教学中的探索与实

践.高等医学教育，2015(1)：107-108. 

 

 

五、经费预算 

预算经费总额 2（万元） 

序号 支出科目 预算 支出用途 

1 调研 2000  场地费，人员交通费 

2 思政资料的购买 1000  教材及素材的购买 

3 微课的制作 5000  网络技术公司的酬劳 

4 技术培训、学术交流 5000 会务费，车费，住宿费 

5 论文发表 4000 1-2 篇教学论文的版面费 

6 劳务费 2000 教师微课制作酬劳，按 10%

计算 

7 管理费 1000 按 5%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