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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中毒病与毒理学是研究家畜采食有毒物质
后导致中毒甚至死亡的学科。作为本科学生的专业课
与基础理论课联系紧密，理论和实践极强的学科，近
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以及生物化学的
飞速发展，其应用已经广泛渗透到生命科学的各个领
域，已经成为生命科学及其相关学科教学与科研不可
或缺的部分。为将以上科学理论知识和试验技能方法
广泛的渗透到家畜中毒病和毒理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中去，加强学生对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互连接和融汇贯
通，为此我们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教学体制改革。在改
革期间我们沿用旧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课件，并在旧的
基础上在每个中毒疾病的教学章节部分中加入了先
进的技术手段和分析方法。为了在有限的学时中尽快
引导学生入门，培养学生对家畜中毒病的兴趣，提高
专业技能水平，本人从教学计划、课程内容和教学方
法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的探索研究和实践。

一、课程内容体系的改革

以往的教学大纲首先是总论，其中包括中毒病与
毒理学概述、毒理学简史、毒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毒物
的代谢；其次是各个中毒病的分论，分论部分包括常
见中毒病为饲料中毒、矿物质中毒、农药中毒、霉菌毒
素中毒、有毒有害植物中毒和其他中毒。以往动物中
毒病与毒理学的总论部分的教案都是平铺直叙，“填
鸭式”的教学，得到的效果是学生在课堂上毫无兴趣，
仅仅是盲目的记笔记，其知识点掌握得很少。在新的
改革中，我们更改了教学方式，在课堂上以多媒体和
传统的板书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板书上我们把本节
课所要掌握的知识点以提纲的形式排列在黑板上，而

在多媒体上我们以视频和动画效果为主，对中毒病与
毒理学的总论部分进行图文并茂的讲解，此种改革后
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

在讲授动物中毒病与毒理学的各论部分，每个中
毒病都是从定义、流行病学、病因、发病机理、临床症
状、病理剖检病变、实验室诊断和治疗及其预防等顺
序进行讲授。虽然应用多媒体图文并茂的讲解，但是
学生接受能力和兴趣不是很明显。因此在新的教学改
革中，我们更改了课程内容体系，并获得了很好的效
果。例如，在讲授饲料中毒的部分，我们会提前在互联
网上查找最近十年内关于饲料中毒的案例，通过多媒
体介绍动物饲料中毒的临床症状以及病理剖检图谱，
通过和同学互动的方式，让学生根据现有的新闻报道
资料分析是饲料中哪种成分引起的中毒，并通过其典
型的特点引出定义和临床症状；也让学生初步的了解
了饲料中毒的发病原因；由于书本上家畜动物中毒病
病理剖检变化在课堂上很难被描述，所以我们复制一
些动物中毒的模型，在实验课上解剖动物，观察剖检
变化和病理组织学变化，找出特效解毒药和一般解毒
药。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以往教学授课的方法是教师在讲台上讲课，偶尔
提一些小的问题让学生回答，这样也仅仅是几个学生
能和老师互动，课堂上的气氛较沉闷，无法达到师生
互动的效果。教学改革之后，我们在课堂上要求学生
分组，对老师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之后，每组选派
一人在讲台上给大家讲解其问题，并要求其他组学生
进行评价对错，正确的答案大家一起分享，而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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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要求其他学生指出哪里回答的不正确，并进行
改正。而老师在提出问题和学生讨论问题之后，做出
相应的讲解，以及把此问题所涉及的其他知识点也和
学生一起分享。在应用多媒体教学上，我们把每节课
的知识点用于音频和视频的效果制作出来，并且在每
节课上幻灯片都有动画效果，使其画面有趣和生动，
增加学生的记忆和兴趣能力。

实验课上，我们设立了几个实验性非常强的项目
加入了教学大纲。首先，教师讲解这节实验课需要大
家准备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之后要求学生分组进
行实验，在操作期间要求学生并不是一个组的试验结
果，而是细分到个人的试验结果，并要求学生每个人
都要把实验结果图片拍摄下来，如果实验失败要求在
试验记录本上标明为什么失败，并分析试验失败的原
因。通过此改革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独立完成实验
的技能。

三、教学实践的改革

动物中毒病与毒理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基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学和科研特色，临床内科课
题组多年来主要从事家畜有毒有害植物中毒研究，以
及陕西地处西北地区，草原面积幅员辽阔，家畜一般
仍采用原始的放牧饲养模式，因此，我们把此部分作
为本课程的主要内容，但是仅仅在课堂上讲授毒害草
的毒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求学生进行野外观察和
学习。我们国家西部草原占地面积广阔，草场植物品
种种类繁多，要求学生通过观察植物的根、茎、叶、花
和果实等形貌特征鉴定植物的门纲目科属种以及是
否是有毒植物等等。在课堂上，我们把以往历届学生
采集的植物标本作为展览，给学生讲解每个植物的形
态特征以及生活习性等等，但是学生对此植物的了解
并不是很深刻，所以利用周末的课余时间带着学生去
野外去观察这些植物，让学生能在大自然中更深入地
了解植物，加深印象。

四、考核方式的改革

以前，本科课程的考核多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
发现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学生在考试前几天把内容都
集中背下来，等考试一段时间以后，学生所能记忆的

知识所剩无几。改革后，考核的方式确定为闭卷考试、
作业方式和实验得分三部分，占的比例分别为60%、
30%和10%。闭卷考试和以往的内容相似，但客观题量
和分数增加，主观题分数和题量减少；作业的方式是
在每节课以后给学生留一些课后思考题，此题囊括上
课所学的知识点和课后要求学生查找文献和书籍的
前瞻性内容，可以充分考察学生的查阅和摄取信息的
能力；试验部分，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实验报告，每个人
的试验结果必须图文并茂，不许有雷同出现，以及在
试验报告结尾要求学生加上对本次试验的额外想法
以及是否可以把一些陈旧的试验步骤进行创新等等
学生自己的新思想。总之让学生在学习中发挥主体作
用，提高自身的理解能力和创新能力。实验成绩除了
包括学生平时的实验课表现和实验报告外，还应在实
验课程结束后，对学生进行实验操作考核，由实验教
师当场出题，学生在实验室进行现场操作。实验成绩
评定体系的改变，有利于转变学生对待实验课的态
度，调动其积极性，认真参与到实验中来。

五、任课教师的选拔和培养

大多数高校教师都是由本专业的教师来承担主
讲工作，其优势在于专业教师对本学科课程的设计和
内容都比较熟悉，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的教师资源。但
是，这种师资配置方式也有其明显的弊端，由于主讲
教师缺乏其他专业背景，授课内容与实践脱节，对将
来学生的临床应用性作用很小，影响了学生毕业后的
工作需求。因此，本课程的任课老师从相关专业的老
师中挑选，并且定期的要求老师去现场进行为期几个
月的实践学习，要求老师具备一定的临床实践经验和
专业理论知识背景，这样才能保证教授的知识足够生
动，学生有兴趣听。

通过对动物中毒病与毒理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我
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发现了一些弊端。因此我们需
要更加努力的不断学习，摸索和创新，才能更好的开
展动物中毒病与毒理学的教学工作，培养更多具备创
新精神、科学思维能力及实践动手能力的高素质专业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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