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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医药类高等院校公共管理专业作为交叉学科，
具有理论性强、应用要求高的特点。当前

公共管理专业侧重理论教学，忽视培养学生解决公共卫生管理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实践教学法
以知识点问题设置、文献检阅、小组讨论、课题调研、课堂汇报等为手段，有效提高了医药类高等院
校公共管理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满足培养适应医
药卫生事业发展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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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袁公共管理专

学法证明该方法在专业性和应用性课程中适用效

业在医药高等院校的作用突显遥 作为交叉性学科袁

果很好遥 李伟等咱员暂通过调查发现袁员园园豫的学生均认

公共管理专业具有理论性强和应用要求高的特点遥

为实践教学应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与实践袁有

其教学目的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袁而且

固定的学生作为主持人袁教师参与指导袁其中 远园豫

应当形成探索尧发现尧分析和解决卫生管理领域实际

以上的学生认为实践教学法能够大幅提高分析与

问题的能力遥 因此袁公共管理专业教学方法的调整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遥 王炳焕咱源暂和张俏咱缘暂认为实践

与革新袁已成为培养适应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人

教学法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袁 从教

才的迫切需求遥

学管理角度来看袁 有利于学校形成扎实有效的教

一尧实践教学法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实践教学法于上世纪 圆园 年代为美国哈佛大学

商学院所首创和倡导袁 现已成为公共管理学科教

学氛围和作风遥 沈慧等咱远暂以卫生管理专业学生作为
教学对象袁 发现实践课时的增加能够有效缩短课
程总课时 员缘豫袁 但同时学生学习兴趣和成绩考核
却得到提高遥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此法通过对特定案例的书面

实践教学法在理念和形式上包括以下核心要

描述或介绍袁 改变教师灌输式教学和学生被动学

素院淤野以学生为中心冶的教学理念遥野以学生为中心冶

习的现象袁 让学生在具体问题情境中共同分析和

是指在教学过程中给予学生自由学习的机会袁 学生

遥 实践教学法并不直

可以依照个人想法和兴趣探索学习袁 培养更好的自

接由教师传授相关的概念与理论袁 而是通过让学

学能力遥基于此理念袁实践教学在课程中应当营造轻

生参加各种具体实践的形式袁 在亲身感知和理解

松的学习环境袁鼓励学生自由探讨袁在自主学习和自

过程中袁掌握并熟练运用学科理论遥 其目的在于通

我理解的基础上相互交流袁 探索解决问题的不同路

过现实或模拟场景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尧分析问

径袁从而全面深刻地掌握理论知识遥 更重要的是袁在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咱圆原猿暂遥 前期不同专业的实践教

实践教学过程中袁学生更加自信袁社会活动能力得到

探讨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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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遥 于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交流袁注重思维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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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实践教学法在公共管理专业

与阐述遥 在实践教学法中袁教师的作用在于野辅助冶袁

教学改革中的具体实施策略

学生实践的具体形式可以是问题研讨尧案例再现和
课题调研袁而教师则在实践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导向

鉴于当前公共管理学科中的问题和实践教学法

性教学袁或以类似野聊天冶的方式引导学生完成问题

的优势袁 南京医科大学在我国高校教学改革精神的

解答或社会实践过程遥 另外袁实践教学要求学生以

指导下袁 努力实现将公共管理专业本科生培养成创

课堂汇报方式报告任务进展袁教师一方面根据其汇

新型尧应用型尧复合型人才的目标遥 在继承既往理论

报内容进行教学指导袁另一方面根据汇报内容的错

教学基础上袁 引入实践教学方式袁 创新自主学习模

误或不足之处袁明确教学内容中应当注意的难点和

式袁 强调培养学生解决卫生管理领域实际问题的能

重点遥盂实践教学的组织形式是小组学习遥实践教学

力袁教学过程与教学结果并重袁提升教学质量遥 具体

一般由 苑耀愿 名学生组成合作学习小组袁组内学生就

而言袁 该校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改革措施包括以下

如何解决问题尧开展现场调研尧分析数据等进行分工

四项遥

协作和讨论遥 因为每个人的能力和长处不同袁有人

渊一冤课程体系

善于研究设计尧有人重于数据分析尧有人长于报告撰

为了让学生深入理解抽象的公共管理专业理论

写尧有人好于课题汇报袁在实践教学的团队学习中袁

知识袁在若干次理论教学前袁开展一次实践教学遥 在

学生们既可以相互学习袁又能适应不同的学习风格袁

实践教学之初袁 由主讲教师介绍理论教学中覆盖的

达成较好的学习效果遥

章节尧重点难点以及国内外研究进展遥对于相关教学

二尧当前医药类高等院校
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现状与问题
首先袁从教学内容上看袁医药类高校公共管理专

内容和章节知识点袁不直接灌输袁而是设置不同的问
题袁学生需要通过小组讨论尧文献检索尧社会学调查
等方式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袁 并以课堂汇报和个人
作业形式提交遥

业的理论与实践联系紧密袁学生不仅需要掌握管理

渊二冤教学安排

职能尧卫生规划尧卫生组织等理论知识袁而且需要掌

教学安排由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两个部分组

握卫生人力资源管理尧卫生系统绩效评价尧卫生应急

成遥课堂教学部分袁教师告知学生在一个单元的教学

管理等实践内容遥 因此袁在教学过程中袁采用何种教

内容中覆盖的课程章节及其知识点袁 并就知识点设

学方法袁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有机结合袁直接影响教学

置相关问题袁同时指定参考书籍和文献让学生阅读袁

效果遥 其次袁在教学环节袁当前公共管理专业缺乏实

让学生对相关公共管理学理论产生初步理性认知遥

践教学袁教师和学生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学习袁

在文献阅读基础上袁学生需要组成学习小组袁利用课

使得学生既难以理解理论的内在涵义袁也难以培养

余时间通过社会学调查方式对问题进行实践论证并

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遥 再次袁作为交叉学科袁以

提出解决方案袁并最终以课堂汇报方式进行解答袁同

卫生经济学为例袁其涉及医学尧经济学尧管理学尧医疗

时教师对其进行点评遥 具体的调查方式既可以是自

保险等学科袁因此需要学生广泛涉猎袁在阅读大量文

行组织现场调查袁 也可以利用学校组织的大学生创

献基础上袁通过问题讨论和社会学调查等方式袁才可

新创业训练计划袁还可以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遥通过

能深刻地掌握知识袁如仅依靠课堂理论教学则难以

此种方式袁 可以让学生在实际工作中理解并掌握抽

实现遥

象的公共管理学理论袁有效提高教学效果遥

由于上述问题袁 导致学生公共管理专业理论

渊三冤组织形式

知识和实践学习严重脱节袁 不利于培养学生自主

实践教学的组织形式是小组学习与研讨遥 公共

学习能力和创新性思维袁 也不利于学生将公共管

管理专业任课教师根据学生学号尾数将其分组遥 小

理知识灵活运用于将来的管理工作和科学研究遥

组成员分工明确袁分别负责文献检索尧整理和阅读尧

因此袁必须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袁才能够改变学生

调查工具设计尧现场协调与调查尧数据整理和分析尧

被动学习的情况遥 实践教学法中学生以小组问题

报告撰写尧课堂汇报等遥 同时袁为了防止野搭便车冶现

讨论尧案例分析尧现场模拟与社会调研等方式开展

象袁每人还需将各自部分以小组作业形式提交遥

学习袁区别于传统的授课模式袁对增强学生实践学
习能力尧调动学习积极性和培养自主学习思维袁具
有较好效果遥

渊四冤任务考评
学生的学习成果通过课堂汇报形式体现遥 在汇
报工作中袁 学生详尽阐述如何解决实践教学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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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遥 同时袁由教师和其他小组的成员组成考评

受小组作业任务遥 但也有部分学生认为实践教学法

组袁对汇报组的每位成员进行提问袁既监督汇报小组

方式多样袁任务较多袁尤其多门课程同时采用实践教

各成员是否认真完成了实践教学中的任务袁又能够

学法袁感觉负担较重遥 因此袁如何在课堂中有效实施

保证其他小组同学广泛学习所有章节知识遥 最后袁

实践教学法袁尤其是公共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整合尧

考评组对汇报组进行打分袁作为该小组成员成绩考

协调和统一进行实践教学袁 将是下一步教学改革中

核的重要依据遥

需完善的目标和任务遥

四尧实践教学法在教学改革中的效果

南京医科大学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改革中发
现袁 实践教学法能够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被动

本研究通过成绩评估尧能力培养与学生反馈三

学习现状袁同时转变了教师的教学理念袁形成野以学

个维度评估实践教学法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改革中

生为中心冶的教学模式袁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

的效果遥 首先袁该教学法提高了学生基础理论知识

卫生管理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遥因此袁实践教学法能

的掌握水平遥 以公共管理专业的卫生经济学笔试为

够有效提高教学质量袁 满足培养适应医药卫生事业

例袁较往届同专业学生袁采用实践教学法的学生总成

发展人才的需求遥

绩平均提高 源援缘源 分袁 考核优秀率 渊成绩 怨园 分以上
者冤提高 员愿援愿豫袁最高分 怨远 分袁无不及格者遥 同时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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