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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OVID-19 疫情的《健康教育学》“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张东枚，孙禧斌，邹宗峰，刘茂玲 

广东药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广东广州 

【摘要】目的 探究“思政教育”在医学生《健康教育学》课程协同教学的效果，为教学改革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完成《健康教育学》课程的预防医学专业 2018 级学生教改班与非教改班共 201 名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结果 教学内容中的“重点突出，逻辑性强”、教学方法的大多条目以及自我学习能力、自我学习效

果、新冠防控认知与态度各方面的平均得分教改班均高于非教改班。而教学态度中“备课认真充分，讲课

内容熟练”和教学方法中“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多媒体）”教改班平均得分低于非教改班（P<0.05）。

结论 基于 COVID-19 为案例的“思政教育”在预防医学本科生的《健康教育学》课程协同教学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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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health 
education" for medical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eaching reform. Methods A total of 201 students in 
the class of Grade 2018 of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the class of non-reform were selecte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The average scores of teaching reform class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non-teaching 
classes in the aspects of "emphasis, strong logic", most items of teaching methods, self-learning ability, 
self-learning effect,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gnition and attitude. However, in the teaching attitude, the 
average score of "preparing lessons seriously and fully, teaching content skillfully" and "making full use of modern 
teaching means (multimedia)" in teaching method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non-teaching reform class (P<0.05). 
Conclus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COVID-19 case has a good effect on the collaborative 
teaching of "Health Education" in medic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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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新冠肺炎在武汉暴发并迅速在国内外

蔓延，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迫使我们反思现有的公

共卫生人才数量和质量方面暴露的“痛点”和“堵

点”问题[1]。需要树立“培养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

和“从预防为主转变为以健康为中心”的观念。医

学教育的目标不只是传授医学知识和专业技能，更

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职业道德。课程思

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

论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等）融入到各门课

程中去，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

产生影响[2]。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中，习总书记明

确提出：高校思政教育的开展需始终以立德树人为

核心，并做到在高校教育事业全过程、全阶段、全

方位中进行思政教育的贯穿与渗透[3]。合力构建“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大思政工作育人格局，切实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这是新时代

高等医学教育的全新课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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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学》课程目前的教学以预防医学知

识“填鸭式”传授为主的限制性影响，传统的教学

注重理论的传授而忽略实际案例剖析和实践能力的

培养，传授专业基础知识为主而对疏忽了学生的思

政教育等[5-7]。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已难以适应时

代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及

教学效果有很大的改革和改善空间。推进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的协同前行，是新时代中国高校面临的

重要任务之一。此次疫情为开展医学生人文教育和

价值观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为课程思政注入了

新鲜元素。 
本研究挖掘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思政元素”，将

其有效融入《健康教育学》课程教学中，拓展其知

识广度和深度，培养学生辩证思维，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怀和人文精神。

通过 1 个“普通教学班”（对照组）与 1 个“思政

教育协同教学班”（实验组）的教学效果进行比较，

以探究思政教育与《健康教育学》协同教学的优越

性与提升空间。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对某高校《健康教育学》课程的 2018 级预防医

学专业本科生，在课程教学任务完成后，以班级为

单位组织全班同学采取扫码完成问卷星线上问卷的

方式，共回收 201 份有效问卷，其中“教改班”（105
份）与“非教改班”（96 份）。 

1.2 研究内容及方法 
自设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学生的基本情况：性

别、班级等，学生对教学的态度包括教学态度、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自我学习能力、自我学习效果、

新冠防控认知与态度等，采用计分制计算学生对于

《健康教育学》课程教学的满意程度，1 分表示程

度最低，5 分表示程度最高，每项计算平均分。 
本次 2018 级学生的教材使用人民卫生出版社

的《健康教育学》（第 3 版），总课时 36 学时（2
学分），其中理论授课 27 学时，实验课 9 学时。

在原来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进程基础上，教学内容增

加了预防医学生对 COVID-19 案例的剖析、突发公

共卫生应对能力及国内外相关政策措施的学习，具

体在教学方式上实验课增加了抗疫事例融入课堂、

小组讨论、头脑风暴等以及通过微信公众号新媒体

制作疫情科普知识和视频宣传资料的课外实践。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21.0 进行数据整理及统计分析，满

意程度以均数±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t 检验进行统

计推断，采用双侧假设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教学内容中的“重点突出，逻辑性强”、教学

方法的其他条目以及自我学习能力、自我学习效果、

新冠防控认知与态度各方面的平均得分教改班均高

于普通班（P<0.05）。 
教学态度中“备课认真充分，讲课内容熟练”，

教改班平均得分（4.04±0.81）低于普通班（4.27±
0.67），以及教学方法中“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

段（多媒体）”教改班平均得分（3.93±0.80）低于

普通班（4.30±0.68）（P<0.05）。见表 1。 
3 讨论 
“课程思政”已经成为当前高校推进立德树人

教育宗旨的重要举措和有效机制，让课堂成为思想

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注重“术-道结合”，形成教

育教学全过程、全员、全方位育人格局[9-10]。把健康

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把健

康教育融入到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这是

新时代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亟需关注的重要问

题。医学生的专业特点和社会角色决定了需要他们

努力成为自己身边人的“健康保护者、健康管理者、

健康指导者、健康理财者和健康协调者”，给身边需

要帮助的人提供全方位、人性化的医疗保健咨询和

帮助。健全的教育不仅包括知识的学习，更包括具

有价值观意义的家国情怀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中

社会主体力量所倡导的主流价值的教育作为重要的

教学资源整合进“课程思政。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同步

开展思政教育，可以帮助学生通过专业学习树立职

业道德与专业素养、培养学生的政治信仰[11-12]3002
课程思政是将传授知识与思想引导有机统一，探索

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并在实践

中提炼出富有育人价值、人文精神、爱国情怀的教

学模式。改变了课程教学以知识传授为主的课程建

设和教学活动，原有路向，使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

育教学的各个要素之中，填补了专业课程教学在思

政育人环节上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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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思政教改班与非教改班对《健康教育学》教学满意度及评价（分 /x /±s） 

评价内容 非教改班 教改班 t P 

教学态度 仪态端庄亲切，精神饱满 4.18±0.88 4.07±0.76 0.95 0.34 

 备课认真充分，讲课内容熟练 4.27±0.67 4.04±0.81 2.21 0.03 

 为人师表，关心学生、教书育人 4.15±0.81 4.16±0.72 -0.15 0.88 

教学内容 上课条理清晰，组织严谨 4.21±0.66 4.01±0.83 1.87 0.06 

 基本理论讲解清楚，分析问题透彻 4.13±0.85 4.08±0.70 0.45 0.66 

 重点突出，逻辑性强 3.95±0.96 4.19±0.68 -2.09 0.04 

 与思政教育联系，举例恰当 4.07±0.92 4.24±0.64 -1.49 0.14 

教学方法 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多媒体） 4.30±0.68 3.93±0.80 3.50 <0.01 

 注重教学互动，师生交流良好，课堂气氛活跃 3.82±1.04 4.30±0.72 -3.78 <0.01 

 讲课生动，教法灵活，普通话标准 3.95±1.01 4.39±0.61 -3.80 <0.01 

 注重开拓学生思维、培养创新意识 3.88±1.04 4.47±0.61 -4.98 <0.01 

自我学习能力 教学能提高学习自律性 3.76±0.98 4.23±0.74 -3.84 <0.01 

 教学能激发和培养对本专业的热爱 3.71±0.96 4.07±0.84 -2.83 0.01 

 能利用所学到的知识解决本专业相关的实际问题 3.88±0.85 4.57±0.55 -6.95 <0.01 

 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我的学习效率 3.59±1.03 4.57±0.55 -8.47 <0.01 

自我学习效果 培养学习其他相关专业课程的自信心 3.70±1.03 4.59±0.55 -7.77 <0.01 

 培养具备良好的预防医学专业人员素质 4.01±0.73 4.48±0.56 -5.10 <0.01 

 帮助建立公共卫生的服务理念 4.10±0.73 4.50±0.56 -4.39 <0.01 

 有把握在考试中获得较好的成绩 3.63±1.05 4.44±0.60 -6.81 <0.01 

新冠防控认知与态度 拓展和加深对“新冠疫情防控”认知 4.00±0.85 4.44±0.57 -4.34 <0.01 

 提升对我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和策略的信心 4.09±0.77 4.49±0.59 -4.07 <0.01 

 意识到“健康教育工作对新冠疫情群防群控”重要地位 4.19±0.77 4.40±0.61 -2.17 0.03 

 激发成为优秀预防医学专业人员的决心 4.01±0.88 4.49±0.57 -4.59 <0.01 

 增加对科研的兴趣和参与度 3.94±0.90 4.42±0.62 -4.44 <0.01 

 
本研究立足于当前疫情防控实际案例为切入

点，结合专业深挖思政元素，结果显示“思政教育”

在与《健康教育学》课程协同教学时，极大地提高

了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尤其是在自我学习能力、自

我学习效果、新冠防控认知与态度的满意度上显著

优于同级的其他教学班，这也体现了“思政教育”

元素融入课堂时对学生个人学习效果产生有益影响

的优越性。今后的教学改革进一步注重“思政教育”

融入课堂形式的多样化，让学生们更容易接受，把

课程思政普及度提高。我国在新冠肺疫情流行及防

控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智慧得到了 WHO 的肯

定和认可，党和国家发动举国之力，联防联控、群

防群控，全体民众积极投入，短期内掌握了大量的

传染病防控知识及技能，并且民众健康意识及健康

知识需求空前高涨，正是全体卫生工作者广泛开展

健康教育，推动全民健康促进的好时机，也正是健

康教育学快速发展的好时机。 
本研究的亮点体现在：（1）剖析案例挖掘思政

元素，将教学内容思政化：组织教学师资队伍开展

集体备课，充分挖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的思

政元素，组织《健康教育学》教师团队对教学大纲、

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进行头脑风暴，设计出以“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建设健康中国”的时

代大背景下的思政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案，将思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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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与专业课程教学进程有效融合。（2）以课堂教学

为主渠道，多种教学方法并用： 运用案例和问题引

导（CBL-PBL）的教学方法为主，多种教学方法并

用，将课堂教学延伸课外自学和课外小组讨论，在

教学过程以以学生为中心，老师是引导者和支持者，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迪学生的主动思考问题、

提高学生参与度，促进学生从“要我学”到“我要

学”转变，提升课程教学效果。（3）加强实践性教

学，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实验课及课后创造情景

教学的机会，采用竞赛或评比的方式激励学生制作

健康教育科普材料，鼓励学生参与社区人群和互联

网线上健康知识科普活动中，拓展课堂、增强学生

切身参与感的体验，提高了学习兴趣和对专业的热

爱。（4）教学与科研融合，师生教学相长：充分发

动学生在假期或周末组织学生参与健康教育相关课

题科研工作中，培养学生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

维能力，提高学生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综

合素质。在教学过程中，带动学生撰写综述，提高

本科生的基础科研能力。 
总之，在建设健康中国的征途上，做好健康教

育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对于培养高质量的健康

教育人才势在必行，对于促进健康教育学的教学和

我国健康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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