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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理念 提高医学实验教学质量浅谈 

王立娟 

廊坊市卫生学校，河北 廊坊 065000 

【摘要】医学实验教学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善于操作的实践能力。本文从树 

立学生主体地位、改良教学方法与手段以及培养团队精神等方面对不断提高医学实验教学质量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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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有真理和理论知识都来源于人类社会 

的反复实践。而实验教学作为一种实践形式，直接关系到学生动手能力的 

训练，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与提高。传统的实验教学是以验 

证理论教学内容为主，而且大多存在实验课内容和学时被删减，实验教学课 

时偏少；实验教学内容单一、传统，甚至有的实验早已不能适应当今医学发 

展的需要。我们认为医学实验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应着重培养学生的独立 

思考、动手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逐步形成学生敏锐的观察能力、科 

学的分析能力和综合的汇总能力，使之不断适应现代医学对教育素质的 

要求。 

1．让学生主动溶入教学 

在教育活动中，要转变学生被动学习的现状，树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老师是主导的理念，教师要尊重和信任学生，把学习的时间和主动权还给学 

生，给他们极大的空问发挥主动性；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展示的舞台，让学生 

在课堂上发挥主体作用。医学实验教学中，我们可以在开展传统验证性实 

验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将各个独立的实验进行系统化，自已设计实验内容、 

实验步骤、器材选取以及结果的验证 ，比如用脓汁和粪便等模拟的临床标 

本，以病原性球菌和病原性肠道杆菌的分离与鉴定两个综合性试验为中心， 

就可以把紫外线杀菌试验、手指消毒试验、结核菌的抗酸染色、螺旋体的镀 

银染色等多个实验内容进行有机的结合，有效增强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也提高了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2．改良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2．1 开展启发式教学。启发式教学要求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依据学习 

过程和客观规律，采取各种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启发要启在关键，启在要害，所谓关键就是指要突破的难点、要掌 

握的重点。所谓要害就是学生思路受阻的地方。要启发学生温故知新、承 

上启下，并提出许多既有科学性又与实践紧密联系的问题，引导学生边听边 

思考，边思考边回答 ，努力营造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紧张而又活泼的教学 

氛围，在轻松愉快的“教”、“学”中，不断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2．2 不断拓宽知识面。教学要植根于现实，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更 

应富有时代感。作为实验教师，不仅要学习自己任教学科的知识，更要对广 

泛的相关学科具有一定的了解 ，并将这种了解不断地渗透到教学中，使学生 

在掌握基本实验技能的基础上，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医学技术领域的最新 

进展和最新成果，保证实验教学内容的科学化与现代化。 

2．3 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敢于怀疑，敢于质疑，勇于挑战是探索知 

识的起点，是创新思维的开始。是发明创造的前奏。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敢 

于质疑的精神和善于质疑的能力，使学生有问题可想、有问题可提、有问题 

可议，鼓励学生标新立异，善于从习以为常的现象或“理所当然”的想法中发 

现矛盾，引导学生突破定势的约束，增强学生积极主动、创造性地探究实践 

的能力。 

3．培养互助合作的团队精神 

团队精神是指一种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坚毅奋斗 

到底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教学中尤其在实验教学中是必不可少的。而当代 

社会独生子女的增多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大多数学生的独立意识很强， 

团结协作意识很弱。在实验课中我们常常观察到部分学生以自我为中心， 

缺乏团队合作精神，分组实验效率不高。教师要在实验教学中注重培养学 

生的团队精神，合理的将学生分为多个实验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大家互相 
合作、科学分工、充分发挥个人的特长，通过实验课程的学习、疑问、解答、实 

践，使学生认识到只有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团结合作才能够顺利的完成实 

验任务，同时加深学生对实验内容、步骤、目的的理解、体会与思考。 

4．开展合理的竞争 

在教学过程中，竞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竞争可以使人精神振奋， 

努力进取。每个学生都有较强的进取心和好胜心，渴望自己的闪光点能在 

同学、教师面前表露出来并得到肯定。教师要充分利用学生的这种心理，把 

课堂当赛场，适当的组织各实验小组问的竞赛或小组间个人之间的竞赛，在 

竞赛的过程中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克服困难的毅力。竞争能够在不同群 

体内部产生一定的向心力 ，促进成员的自觉协调、减少分歧，忠实于 自己的 

团队并一致对外 ，以争取自己所属团队的获胜，对于促进其内部合作 ，改善 

团队内成员关系，增强团队竞争活力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最后，教师对竞争 

给予公正的评价和正确的引导，就能够使学习成为一种有趣的、鼓舞人的活 

动，将极大地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 

荧光分析法在药物分析中的应用 

杨 旭 

哈尔滨三联药业有限公司，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本文主要是阐述荧光分析的新技术方面以及在联用技术上它与色谱 一荧光法与流动注射 一荧光法相互的应用，并探究并分析近几年来荧光分 

析法在药物分析中的应用。 

【关键词】荧光分析；药物分析；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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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O世纪7O年代以前气相、液相色谱和紫外光谱是药物分析领域的基 1．药物分析方法 

础技术。由于荧光分析法的灵敏度高，而且许多有机药物分子在荧光光谱 在 20世纪7O年代后期 ，荧光分析法已经引起了非常大的重视，所以在 

上又都具有各自的特征，所以在此之后，有很多高灵敏度的荧光方法相继出 发展的速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不止是常规的荧光分析法，而且随着发 

现，主要是它能够更用效 的对生物体液和制剂进行药物分析。荧光的定 展研究还发现了很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新方法，并且有很高的可行性，并在 

义⋯ 的意思是当某些物被紫外线照射时它能够发射出不同程度的可见光， 日后的药物分析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且越发显著。举例来说
，如同步 

而且颜色不一，然后一旦紫外线停止照射，这些物质所产生的特性也随之消 药物分析法总的来说可以大致分成两个方面
，

一 个是以药品质量管理为本 

失，荧光分析法就是利用了婆一定义的特性进行了定量以及定性的分析方 的测试方式，如在原药中不纯物的测定、原药的定量分析等。另一个则是对 
法。灵敏度高、选择眭优秀 是荧光分析法的主要优势，所以在各个领域它 体内动态的研究也称之为临床药物分析 3 因为药物进入人体内会出现吸 

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医药 、生物领域更是担任着重要的角色。本 收
，分布，代谢，排泄等动态方式。然而就现在来说，在药物分析方面紫外 一 

文通过查阅查量 献主要从近 年来荧光分析新技术等方面利用荧光分析 可见分光光度法、高效液相色谱法则是最基础的技术方式[4 在抗菌素类药 法在药物分析中的研究进展及应用进行了简要的综述
。 物如青霉素、四环素、头孢类抗菌素及中枢神经类药物如苯二氮杂 羹、 

血平等药物荧光分析法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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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抗菌素的荧光分析方法：对于青霉索类药物的荧光分析方法。众 

所周知作为目前最广泛的广谱抗生素青霉素是其中之～，据研究它本身是 

不具有荧光这～特性的，然而一旦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可用于血液及尿液中 

青霉素的测定。羟氨苄青霉索(阿莫西林)它不仅杀菌能力强，而且毒性小 

的特性，为广谱半合成青霉。在经过对其在一定的波长为测定条件下、研究 

了pH值、温度、溶剂等的影响，最终发现了发现阿奠西林有良好的荧光性 

质，而且在一定的件下与某些无机离子有着配合作用，使其荧光强度发生变 

化，从而使对阿莫西林的增敏作用产生影响。 

1．2 中枢神经药物的荧光分析：利血平的荧光分析。利血平它是能够 

起到镇静、平压疗效的药物。然后当它与某些氧化剂反应时，本身不具有发 

光特性的利血平，反而会形成具有发光特性的氧化产物一3，4一二去氢利亦 

平。而_f1可以建立具有很高灵敏度的测定方式，是根据液相色谱柱后的光 

化学反应器，能过紫外线照射让利血平亚硝酸氧化，再采用荧光检测的方 

式。所以当利血平在某一特定条件下，其荧光强度与浓度会呈现出不一样 

的线性关系，并由此可得到不同的测定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 

2．荧光分析法在药物分析中的进展及应用 

2．1 荧光分析法在药物分析中的进展。近几年国内对发光体系的研 

究比较多，是由于有些药物不发荧光或者荧光微弱，可以通过采Hj荧光猝灭 

法及敏化发光法进行测定或是用化学反应的方式将非荧光的物质转化为具 

有荧光特性的物。在荧光增强剂的方面更是有很多的研究方法，比如利用 8 
一 环糊精、表面活性剂等同样可以起到能够使荧光增敏的构想。怎样能够 

提高在荧光分析法中其选择性和灵敏度，众多的研究学者做了很多方面的 

实验发现，在对同步荧光、三维荧光、时间分辨荧光、“双体系双波长荧光光 

度法”(DSDWF)这些新型的荧光分析中发现，这些新的技术方法都在 向着 

效率高、微观、痕量及自动化的方面发展提高，其很大程度的使灵光分析法 

的灵敏度及其特异性和选择性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同时其应用也是越加 

的广泛。 

2．i．1 同步荧光分析技术。方法 同步荧光分析技术方法最早是左 

1971年的时候，由Lloyd指出，而随着这些年的迅猛发展提出了很多新的技 

术。而作为同步荧光分析法它具有选择性高、图谱简单化且光的散射干扰 

少等等显著的优点，还可以同时测定多组合混合物，固而它在药物分析中其 

应用也是非常的广泛 。 

2．1．2 联用技术及流动注射分析法。荧光检测技术可以与很多仪器 

进行联合的应用研究，而且非常的频繁，从而出现了流动注射荧光分析技 

术，通过荧光新技术的联用以及液相、薄层色谱等与荧光分析技术方面的联 

合应用它们都能够经一般的荧光分析方法具有更好的选择性，更高的灵敏 

度，以及更快捷的分析速度，就此展开了药物分析迅猛发展的新篇章。 

2．1．3 色谱联用。在药物分析的方式中色谱是最主要的手段，它的主 

要作用是对药物及f临床药物进行各种鉴定及检验。直接测与间接检测共同 

组成了色谱的光学检测模式。由于大多数的实际样品中药物所 占的实际比 

便都是极少的，根本就无法满足分析所要求的条件。而且由于不含有生色 

基团的药物占了大多数，所以想要通过常规的检测手段直接检测药物的高 

灵敏度增大了难道。所以在采取衍生化药物它可以转化成能具有紫外线吸 

收功能或是自身能够发生荧光的物质然后再采用色谱分离的方式。而这种 

克服了直接检测方法的缺点，采用高灵敏度的荧光法分析的间接检测方法 

称为色谱联用。它很好的完成、实现了对痕量分析及高灵敏度检测。 

3．结语 

本身没有荧光或是在水溶液中的荧光量子的产率很低是大部分药物的 

特点，所以在药物分析应用领域普通荧光法应用并不是很广泛。从而将一 

些本身就没有产生荧光特性的物质通过化学衍生方法使其转变成能够具有 

产生荧光特性的物质后，再采用荧光法进行测定。从而，目前已被广泛用于 

药物检测的荧光分析法其具有灵敏度高、专属性强的优点，这对药物分析的 

现状有了绝大程度的改观和进步。尤其是各式新的荧光分析仪器的面世以 

及新的荧光分析方法的产生，使荧光分析法向着更加高效、快捷、正确的道 

路上前进发展。简化分析手续、降低分析成本、改善分析条件、拓宽荧光分 

析领域，这些都将是药物分析的新形式。而随着荧光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 

和进步更加广阔的空间在前方等待着我们，可以想象，荧光分析法注定会将 

药物分析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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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如何激发和培养学生对免疫学的学习兴趣 

赵 杰 官守涛 张红梅 

湖北医药学院生化与免疫学实验室，湖北 十堰 442000 

【摘要】医学免疫学内容复杂、抽象，学生很难对其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文章从帮助学生树立学习自信-- ，提高教师素质，合理运用教学方法和手段等 

多方面探讨提高学生对免疫学学习兴趣的方法。 

【关键词】医学免疫学；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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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免疫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 ，是学生普遍感到 比较难学的 兴趣 
一 门课程⋯ ，多数同学很难对其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如何在免疫学教学 当学生开始学习--1'7新课程时，授课教师给他们的第一印象，常常左右 

过程中，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使其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一直保持浓 他们对该课程学习的兴趣。教师应充分利用第一次授课时学生注意力最为 

厚的求知欲望，是实现学生由“依赖性学习”到“自主性、创新性学习”的转 集中的有利时机，以教师的个人魅力来感染学生，抓住学生的心。如果学生 

变，取得优异成绩的关键所在。下面就如何激发和培养学生学习免疫学的 听教师讲课时的感觉是如沐春风，那么学生 自然会听得津津有味，对教师所 

兴趣，谈点个人体会。 讲授的内容也就会倍感兴趣；如果学生听完这次课后感觉意犹未尽，那么他 

1．开展学前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学好免疫学的信心 就会对教师的下次授课充满期待。因此，身为学生之典范的教师，不仅要对 

很多学生还没开始学习免疫学，就已经认为免疫学难学。这种从高年 本学科的知识乱熟于心，对相关学科知识也应了然于胸；不仅要深入钻研和 

级同学那里获得的主观上的认知，表面上看起来无关紧要，实际上极易在其 善于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更要博览群书，修身养德，以提升 自身 

潜意识里产生对免疫学学习的恐惧，从而失去学习的信心。因此，在学生开 的道德品质和人格素养。 
始学习免疫学之前，有必要对其进行一次“洗脑”，去其心魔，帮助同学们树 3．合理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和保持学生对免疫学的萼l5趣 

立能学好免疫学的信心。例如，可以请高年级免疫学成绩优异的同学现身 要使学生对免疫学的实际内容感兴趣，并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 

说法，以他们的切身体会告诉新同学，免疫学课程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么恐 较浓厚的学习兴趣，需要教师进一步的深人研究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 

怖，学习免疫学也并不是如想象中那么难学。老师也可以向学生敞开心扉， 学手段，并在教学过程中合理的使用，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一步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激励大家。当学生对将要学习的知识没有了排斥心理 步地激发、培养和巩固学生对免疫学的学习兴趣。 

后，再进一步激发和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欲望也就变得容易很多。 3．1 恰当运用比喻法教学。在前期的免疫学教学过程中，学生不可避 

2．提升自身素质 ，以教师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诱导”学生对免疫学产生 免地会接触到许多陌生的专业词汇，学生往往由于难以理解而渐渐失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