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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就我院 2012 年春季学期李斯炽班中医内科学复合型成绩评价体系建立的目标、学
生情况分析、评价体系构成与管理、实施效果等进行了介绍，并就建立该体系的理论依据与意义
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深化考试改革，根据不同班级的具体情况，实施具有差异化的过程要素复
合型成绩评价体系将是中医内科学考试改革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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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he spring 2012 semester Li shichi class TCM clinical practice composite e-
valuation system to establish goals，students’situatio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system constitution and
management，implementation effect and so on are introduced，and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meaning are discussed． The author thinks that deepen the exam，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on-
ditions of different classes，the implementation with different process elements characteristics for compos-
ite evaluation system will be the examin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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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内科学是临床学科的主干与核心课程，也

是学习其他临床专业课的基础，具有综合性强、内容

多、实践性强等特点。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与综合

素质，提高学生的基础知识综合运用能力、临床思维

能力、动力能力是教学的出发点与归宿。为提高教

学质量，进一步深化考试改革，全面培养实践型本科

人才，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教研室在前期校

级教改项目“中医内科临床实训教学研究”、附属医

院教改项目“中医内科自助式临床诊疗实践教学模

式探索”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于 2012 年春季

学期在 2010 级李斯炽班中医内科学教学中开展考

试成绩评价体系改革，并申请成都中医药大学本科

课程考试改革获批准立项，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目标

以全面培养能力与素质型中医专业本科人才为

指导思想，以提高中医内科学的教学质量，培养和形

成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为目标，建立学

生成绩全过程评定体系包括形成性评定与终结性评

定成绩相结合，认真制定相关的考核类型、各分项成

绩评定方法并严格执行，从而实现中医学专业教育

的培养目标，提高过程管理水平，提升教学质量。
二、学生情况分析

本次开展中医内科学成绩评价体系改革的班级

是成都中医药大学 2010 级李斯炽班，该班为成都中

医药大学首届李斯炽班，其办班宗旨是打造培养名

中医的摇篮。
1．办班宗旨
“李斯炽班”是成都中医药大学在中医人才培

养模式上的一次尝试与突破，旨在打破传统的教学

模式，围绕中医的继承与创新，强化中医思维能力和

实践能力，进一步加强中医经典课程教学，加强基础

课程与临床课程的整合，加强实践教学、开展师承教

育与院校教育融合，将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培养目标

相结合，把“李斯炽班”打造为培养名中医的摇篮。
2．学生来源
2010 级五年制中医学专业李斯炽班为成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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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大学中医专业特色人才班，从来自 2010 级中医

学、中西医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本科专业符合遴选

基本条件的 145 名学生和 7 名港澳台学生中，经过

笔试和面试，遴选 40 名进入首届“李斯炽班”( 即李

斯炽班 2010 级) 学习。
3．认知特点
( 1) 自我认知。大多数同学在学习能力的自我

认知上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由于是经遴选而成功进

入该班学习的学生，具有一定的优越感和较强的自

信心; 另一方面部分同学认为在这个学习能力都很

强的班上，高手如云，从而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甚

至自卑。
( 2) 中医认知。“李斯炽班”办班的宗旨是把该

班打造为培养名中医的摇篮，本班学生认同办班宗

旨，有深厚的学习中医的兴趣，较巩固的专业思想，

绝大多数同学具有努力成长为一名优秀中医师的强

烈愿望。
( 3) 专业认知。中医内科学既是一门临床学

科，又是学习和研究中医其它临床学科的基础，为中

医学的一门主干学科，具有非常重要的学科地位。
中医内科学作为该班学生学习的第一门临床专业课

程，它是联系课本知识与临床技能的桥梁课程，也是

学生实现成长为一名优秀中医师的重要基础，基于

此认识学生对中医内科学很重视，对学习该课程有

强烈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具有学习积极性和主

观能动性。
( 4) 思维特点。该班学生具有良好的辩证逻辑

思维，思维活动的依赖性较少，而独立性和批判性较

高，思维的自我监控力较强。
在中医内科学的教学中构建新的复合型成绩评

价体系有利于该班学生能力的培养; 另一方面该班

学生较高的综合素质也为此次考试改革的顺利开展

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复合型成绩评价体系构成与管理

1．成绩构成要素及比例
本次中医内科学复合型成绩评价体系中总评成

绩构成包括过程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大部分。
其中过程考核成绩包括课堂出勤情况、平时作

业、PBL ( problem － based learning，PBL。以问题为

基础的学习法) 教学中的成绩三项要素，各要素分

值比例如下: 课堂出勤情况，占过程总成绩的 10% ;

平时作业，占过程总成绩的 20% ; PBL 教学中的成

绩，占过程总成绩 70%。以上 1 ～ 3 项过程成绩之

和占期末总评成绩的 30%。期末考试成绩占期末

总评成绩的 70%。期末考试为闭卷，时间 120 分

钟，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名词解释题、填空题、判断

分析题、论述题、病案分析题七个题型，满分 100 分。
2．过程成绩的评价与管理
( 1) 课堂出勤情况，占过程总成绩的 10%。由

学习委员于每次上课前点名，认真记录各位同学的

出勤情况，并以此记录作为此项过程成绩的打分依

据。
( 2) 平时作业，占过程总成绩的 20%。为一次

读书报告，内容为“读一本金元四大家的医著写一

篇读书报告”，由任课教师评阅并记录成绩。
( 3) PBL 教学中的成绩，占过程总成绩 70%。

引入目前国内外医学教育中先进的 PBL 教学模式，

相关教师赴外校进行 PBL 教学的培训学习，成立中

医内科学 PBL 教学组，编写 PBL 教案、对学生进行

导学、学生对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开展两次指导老

师( tutor) 参与的讨论( 每次 2 小时) 、进行小结与评

价。学生的成绩评定由各组指导老师根据学生在

PBL 教学中课前准备工作情况、课堂中综合分析能

力、语言表达能力、协调沟通能力四项要素制成评定

表综合评定。
四、中医内科学复合型成绩评价体系实施效果

1．学习成绩情况
( 1) 2012 春季学期结束时举行了首届李斯炽班

的中医内科学期末考试，全班 40 名同学考试取得了

优良成绩。
( 2) 试卷卷面成绩情况

最高分 94． 5 分，最低分 43 分，及格 39 人，及格

率 97． 5%，平均分 80． 03 分。优秀人数( ≥90 分) 3
人，优秀率 7． 5%。

( 3) 总评成绩情况

高分数段即 80 分以上者 32 人，占 80% ; 中等

水平即 70 ～ 79 分者 7 人，占 17． 5% ; 合格者即 60 ～
69 分 0 人; 不及格者 1 人占 2． 5% ; 全班平均分 83．
17 分，及格率为 97． 5%。最高分 95． 75 分，最低分

50． 9 分，及格 39 人，及格率 97． 5%，平均分 83． 17
分。优秀人数( ≥90 分) 5 人，优秀率 8%。

2．评价
( 1) 教师评价

此次中医内科学成绩复合型成绩评价体系改革

取得了圆满成功，对学生的能力培养和提升教学质

量有切实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学生日

常学习积极性提高，平时上课无缺席者，每节课后都

有学生就教材及相关中医书籍所涉及的问题提问，

基本做到所学知识及时整理复习，对相关书籍及知

识的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增加; 学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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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全面提升，通过 PBL 教学、撰写读书报告等，使

学生的独立思考、检索整理资料、综合分析、语言表

达、协调沟通等能力得到全面的培养和训练; 全班同

学中医内科学总评成绩及期末考试均取得优良的学

习成绩。
( 2) 学生评价

本学期中医内科学期末考试结束后，拟定“关

于 2010 级李斯炽班中医内科学复合型成绩评价体

系改革的调查问卷”，对全班 40 名同学进行调查。
从调查问卷反馈的情况小结看，绝大多数同学认为

本次复合型成绩评价体系改革必要而成功; 绝多数

同学认为复合型成绩评价体系更能反映学生的学习

情况，有利于提高学习的自觉性; 绝大多数同学认同

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 30%，期末考试占总评成绩

70% ; 同学们认为原来考试制度最重要的缺陷是

“考试内容多是死记硬背书上的知识，不利于综合

素质的提高”; 同学们提出的关于考试改革的措施

主要有“增加考试的多样性”、“应注重平时的考

察”、“适当增加考试次数”等。
五、思考

1．建立复合型成绩评价体系的理论依据
王汉澜［1］认为: “教学评价是指按照一定的教

学目标，运用科学可行的评价方法，对教学过程和教

学成果给予价值上的判断，为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

量提供可靠的信息和科学依据。”教学教育评价就

其目的不同可以分为诊断性评价( Diagnostive Asess-
ment) 、形成性评价( Formative Assessment) 和总结性

评价( Summative Assessment) 三种。其中，形成性评

价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家斯克里芬 1967 年论及

课程改革时第一次提出的，是对教学过程的评价，注

重对研究过程的测试，以使学生在不断的测评、反

馈、修正或改进过程中趋于完善，属于“前瞻式”评

价［2］。形成性考核是对学习者课程学习目标与成

果的阶段性考核，是课程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强化素质教育、科学测评学习效果、保证教学质量、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等重要作用［3］。本次中

医内科学复合型成绩评价体系正是结合形成性评价

与总结性评价于一体，打破长期以来中医内科学的

教学采用的总结性评价体系，以期更为准确地诊断

教与学双方存在的问题，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
动性与自觉性，实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协调

发展的培养目标。
2．建立复合型成绩评价体系的意义

形成性评价，是一种注重过程的评价，是关注未

来、关注学生发展的评价。只有在教学中能及时了

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做出的努力以及

获得的进步，才有可能对学生的持续发展和提高进

行有效的指导。正因为关注过程，才能有效地帮助

学生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科学的探究精神，才能注

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实现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的全面发展［4］。本次中医内科学复合

型成绩评价体系以制度的方式督促学生的日常学

习; 促进学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强化学生对“三

基”知识的学习与掌握; 通过撰写读书报告，引导学

生阅读经典医籍，培养独立思考和撰写学术小论文

的能力; 通过 PBL 教学，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与能力，如自主学习与独立思考、收集资料与综合分

析、临床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协作精神、人
际交流能力等; 通过加强过程管理，实现全程的教与

学的调控，全面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与综合素质;

通过期末考试，全面考察学生对“三基”知识的掌握

情况。
六、展望

中医内科学既是一门临床学科，又是学习和研究

中医其它临床学科的基础，为中医学的一门主干学

科，具有非常重要的学科地位。因此，如何提高中医

内科学的教学质量，搭建好学生的中医内科学知识结

构与框架，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历来是

中医内科教学与学科建设的重点课题。通过改革中

医内科学成绩评价体系，提高中医内科学考试质量，

是促进中医素质与能力型人才的培养、提高中医内科

学教学质量的有效路径和方式。继续深化考试改革，

根据不同班级的中医内科学教学大纲、教学进程、学
生情况等不同特点，实施具有差异化的过程要素复合

型评价体系将是中医内科学考试改革发展的趋势，这

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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