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拿治疗学》线上教学之探索实践 

针灸推拿学院  杨华 

 

对照教育部“停课不停学”总要求，针灸推拿学院推拿教研室就针灸推拿学专业

的《推拿治疗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问题：如何完善推拿课程体系？推拿治疗学

课程特点一为实践性较强，线上如何实现理论联系实践？推拿治疗学课程特点二为临

床性较强如何实现推拿治疗与临床接轨?如何合理的进行考核评价等问题进行了积极

的探索。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与方法，充分利用各教学平台优势互补，建立了以“企业

微信线上直播教学为主”与“云班课+雨课堂+智慧树线上学习资源与问题探讨为辅”

的线上教学模式。现汇报如下： 

一、《推拿治疗学》课程总体设计  

1.教情学情分析 

（1）学情：知识结构：针灸推拿学专业本科大四学生，即将进入临床实习

与考研，有强烈的求知欲和紧迫感。目前已完成中医基础知识，解剖、经络腧穴

学、影像诊断与推拿手法等基础课程学习。认知特点：利用计算机、互联网、手

机等现代科技手段获取知识的能力较强。学习能力：习惯被动接受知识，缺乏自

主学习意识。实践能力：基础推拿手法已学习，但手法的临床应用能力较差，对

新手法学习热情较高。线上学情：学生手中无教材，小部分同学有电脑，大部分

同学都用手机听课，大部分同学家庭网速较稳定，少数偏远山区网速较差，受家

庭成员影响，网课专注力相对较差。 

（2）教情：将传统的面对面教学转向线上教学，面临诸多问题：视频教学

设备的准备，如何把控学生的到课率，课堂互动，手法演示与练习，课后作业的

督促，过程性考核，如何将推拿理论与临床联系等。 

2.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重点掌握推拿科的专科检查方法，推拿科常见病的推拿诊

疗方法；熟悉推拿处方中各手法的操作部位，手法选择、手法注意事项与配伍意

义。了解推拿科常见病治法现代研究进展与其他疗法的优缺点。 

（2）能力目标：培养基础知识应用能力，中医临床思维与推拿实践能力，



科学探索与传承创新能力。 

（3）思政目标：培养学生中医文化自信与人文关怀精神，以疫情期间白衣

天使典型事迹，推拿治疗中注意事项，医患沟通及诊疗思路，加强医学生的职业

责任感与使命感。 

3.设计思路 

抓住课程的实践性与临床性两大特点，结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与未来发展需求，

充分利用线上教学平台与技术做好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充分鼓励调动学生自主学习

兴趣与热情。 

4.组织实施 

课堂采用多媒体 PPT 视频直播授课，利用好视频演示、教具，线上资源与线

上教学优势。采用互动式、启发式，临床验案、情景模拟、直观演示，对比等多

种教学法相结合，培养科学的临床思维。 

5.信息技术应用 

教学平台优势互补，充分利用教学平台，课前“雨课堂预习课件”，课中“企业微

信视频直播”+“雨课堂语音直播”，课后“云班课”+“智慧树”推送学习资源，完成

课后作业。 

6.修订考核评价体系 

以前期末卷面考试占 50%，期末技能考核占 20%，平时成绩占30%。 

7.注重过程考核 

云班课中头脑风暴、小组任务、作业任务，课后推送的资源学习情况，签到、轻

直播讨论，期中测试，奖励，智慧树学习结果等，全程参与学习，均可获得经验值，

期末考核中将经验值换算为学生的平时成绩。 

8.学生反馈 

（1）课中：学生上课互动活跃度的、回答问题准确率判断授课效果。 

（2）课后：通过小测试，云班课头脑风暴，小组作业临床案例分析等检查知识点

的掌握情况，学生可网上提交问题反馈。 

（3）期末：理论卷面考核+实践技能操作考核。 

二、疫情防控期间课程特色做法及创新 

1.如何完善推拿课程体系？ 



推拿学包括《推拿手法学》、《推拿治疗学》、《推拿功法学》、《小儿推拿学》四门

课，我校针推专业存在推拿课程体系不完善的问题。目前未开设《小儿推拿学》课程，

仅在推拿治疗学中安排 4 学时，但学生以后就业与考研中将会面临儿推知识缺乏而受

限的问题，我们积极联系山东中医药大学井夫杰教授，协商获得井教授录制《齐鲁小

儿推拿》在线网课资源，并在智慧树平台推送给学生，为学生提供完整的小儿推拿课

程知识自学，发挥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弥补知识的空缺。并将学习得分转化为云班课

经验值纳入平时成绩考核中。如下图 1 

图 1 

 

2.《推拿治疗学》线上如何实现理论联系实践？ 

推拿国医大师李业甫指出：“推拿是一种人疗人的治疗方法”。推拿治疗学课程特

点一为实践性较强，治疗疾病靠的是手法操作，推拿手法学线下教学多采用“课堂演

示+学生模仿练习”，但线上教学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操作相结合？我们采用以下方法： 

（1）课前 PPT改革：制作课件时拍摄一些实践操作的视频插入课件。 

（2）课中采用企业微信视频直播，播放操作视频并解说操作要点，细节展示不到

位的，教师在屏幕前直接演示手法，带动学生课堂在家人、玩偶身上模仿练习操作。

并对轻直播中学生手法存在的问题进行课堂点拨。如下图 2 

 

 

 



图 2 

 

（3）课后教师将录制好的手法操作视频上传至“云班课”的资源库，供学生课后

模仿练习，学生学习可获得经验值。如下图3 

图 3 

（4）线上线下教学结合，学生返校后再行实训课逐一指导操作问题。 

线上实训教学，我们教研室采取“企业微信”视频直播演示与在线答疑，学生在

家自己找模特，操作练习，直播结束后学生也可观看直播回放继续练习。如下图 4 

 



图 4 

 

（5）实训课后教师如何远程把握学生得学习情况，我们在“云班课”中发起实训

作业，学生以视频或照片形式提交作业教师可通过观看学生的上传得作业，并给出

评论，指导学生。如下图 5、6 

图 5 

 

 

 

 

 



图 6 

 

（6）考核：实践技能抽题，模拟临床进行一对一考核。如图 7 

图 7 

 

3.推拿治疗学课程是基础与临床的桥梁课程，线上如何做到理论与临床接轨？ 

我们在以往教学中，重教学，轻临床，学生与临床实际脱轨。线上教学如何将课

堂教学与临床治疗紧密结合，更好的培育推拿学事业的接班人，使学生继承好、发展

好、利用好推拿，未来推拿学教学可采取“医教课堂”教学模式，也是“以病案为主

线”的教学方法。教学中应鼓励学生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推拿学》教学形成

以“理论课+实践课+临床见习课”三位一体教学。 



（1）首节课后通过作业做学情分析 

利用疫情期间学生在家的优势，在绪论课后布置开放性作业，在家人、亲朋中寻

找推拿科常见病，详细的问诊辨证书写病历，给出推拿诊疗方案，并写出治疗后的体

会与患者的反馈。根据学生的作业情况，了解学生基本知识储备，诊疗思路中存在的

问题，在后期教学中有的方矢。如下图 8 

图 8 

 

（2）制作预习课件：运用“雨课堂”制作预习手机课件，对涉及到的基础知识

进行预习，巩固基础知识，为课堂做准备，可推送视频链接，课本扫描件，PPT学习资

源供学生随时查看并预习，发送上课提醒，提醒学生按时上课。如下图 9 

图 9 

 



（3）疾病治疗部分授课前发布小组任务：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寻找身边的肩

痛、肘痛、腕疼、膝痛、踝痛患者，问诊患者疼痛的部位，疼痛的性质，加重与缓解

因素，触诊检查压痛点，配合关节活动度检查，特殊检查。搜集病历、以照片、视频、

文字多种形式提交作业。课堂上对学生搜集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讲解，对优秀的同学

给予表扬，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指导，培养学生自主搜集、整理病例，培养学生的

担当与责任，锻炼学生的临床思维，以学生为中心，自主学习，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

全程参与学习。如下图 10 

图10 

 

（4）课堂讲课时引入学生搜集的身边的病案，做病案分析，并将学生作业中

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学生反馈，解决学生遇到的临床问题，学生很关注老师上课会

不会点到自己的病例，就会特别认真的带着问题听课。如下图 11 

图 11 

 



（5）由于课时有限，推拿科常见病较多，不能逐一讲解怎么办？将疾病按部位进

行类比教学，如临床引起肘痛的疾病有哪些？肱骨外上髁炎、肱骨内上髁炎、尺骨鹰

嘴滑囊炎都会引起肘痛，我们用一节课时间把相似的三个病类比讲解，课堂以临床问

题的以引导，重在培养与诊疗思路与方法，以不变应万变。如下图 12 

图12 

 

（6）课后教师课在“云班课”中发布临床典型案例，让学生开出诊疗方案，对课前做

的病案进行诊疗思路的纠正，并鼓励学生动手推拿治疗，课后发起轻直播讨论对学生

不懂的问题继续答疑解惑，教师解答后可将问题加入答疑库，以后上课时注意这些问

题的课堂贯穿。如下图 13 

图13 

 



4.线上教学该如何把控与督促学生有效学习？ 

线上教学教师面对电脑，如何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保证教学质量，是我们线上

教学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的做法是课堂使用企业微信直播教学+云班课签到，课后

通过建立云班课学习资源库和发布专题和轻直播讨论，作业任务，头脑风暴等方式，

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如下图 14 

图 14 

 

教师可实时查看学习报告，了解同学们整体的作业完成情况与学习情况，从宏观

把控学生的学习动态。如下图15 

图 15 

 



教师亦可实时查看学生个人学习报告，了解同学们整体的作业完成情况与学习情

况，从微观把握学生的学习动态。如图（图）每个学生参与的每项活动都可获得经验

值，作业完成较好的老师也可给与奖励经验值。教师可设置各项活动在平时成绩中的

权重，将获得的经验值可按照百分制换算平时成绩。对于经验值较低的同学教师可督

促其加强学习。如下图 16 

图 16 

 

5.考核评价体系的改进 

（1）线下教学考核为期末占 70%，平时占 30%；平时成绩的考核依据上课考勤与

平时作业，我在去年的平时作业中进行探索改进，加入开放性作业，3-5人一组录制手

法操作作业，提升实践操作在平时成绩中的地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下图 17 

图 17 

 



（2）线上上教学考核改革：期末卷面考试占 50%，期末技能考核占 20%，平时成

绩占30%，注重实践操作与过程考核，体现形成性评价。过程考核方式：以云班课获得

的经验值换算为学生的平时成绩。包括头脑风暴、小组任务、作业任务，课后推送的

资源学习情况，签到、轻直播讨论，课后测试，奖励及智慧树学习得分等，每项任务

都有经验值，让学生全程参与学习，教师也可随时手机查看掌握学生学习情况。如下

图18 

图18 

 

三、疫情防控期间课程在线教学实施效果（500 字以内） 

学生能积极参与线上教学互动，在运用所学知识给家里人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获

得了学医以来的成就感，与专业认同感，也加强了家长对我们针灸推拿专业的支持与

信任，让学生给家人诊疗疾病的过程中，学生学习关心家人，体恤父母，感觉到自己

的家庭责任感。 

企业微信视频直播能清晰流畅的完成理论与实践操作的直播教学，互动消息互动

较好，且对课堂内容可以设置直播回放，学生若出现网络不稳定，可以在网络好的时

候看回放学习。 

云班课可以以文字、图片、视频资源上传、讨论等多种形式与学生有较好的互动。

可以全过程管理学生的学习，且能及时统计分析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如下图 19 

从课后作业情况与课堂互动交流情况感觉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与掌握情况

较好，能初步掌握推拿科的常见诊疗思路与方法。 



图 19 

 



针灸推拿学院

推拿专业课程线上教学分享

电话：13636838696  QQ：826489913  微信：zhangyangtaohua

推拿教研室：杨华



针灸推拿学院

如何进一步完善推拿课程体系？

《推拿治疗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实践？

《推拿治疗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临床？

推拿教学平时成绩怎么打？

思 考 问 题



针灸推拿学院
壹、如何进一步完善推拿课程体系？

已开设
未开设

 问题：缺乏儿推知识，目前仅设4学时。学生考研，就业工作受影响



针灸推拿学院
如何进一步完善推拿课程体系？壹

——齐鲁小儿推拿

 提供完整的小儿推拿学
习资源，完善课程体系。

线上平台使用



针灸推拿学院



针灸推拿学院
贰、《推拿治疗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实践？

 考核：期末考试占70%+平时成绩30%

卷面考试50%+技能考试50%

问题：线上教学《推拿治疗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实践？

线下：课堂演示+学生模仿练习

 课程特点：实践性很强



针灸推拿学院

《推拿治疗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实践？贰

（1）课前：雨课堂制作课件中插入手法操作视频

（2）课中：企业微信视频直播：视频操作+手法演示+学生手法点拨,学生课

堂模仿练习。



针灸推拿学院

《推拿治疗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实践？贰

——直播实训

（2）线上实训教学，

我们教研室采取“企业

微信”视频直播演示与

在线答疑，学生在家自

己找模特，操作练习，

直播结束后学生也可观

看直播回放继续练习。



针灸推拿学院

 课后：将手法视频上传至云班课资源库，方便学生课后模仿老师练习手法.

《推拿治疗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实践？贰

——建立学习资源库



针灸推拿学院

《推拿手法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实践？贰

——轻直播/讨论

（4）课后：如何进一步了解学生对手法的学习情况？

• 查看经验值

• 轻直播/讨论

（视频+语音+图片+文字）

• 实训作业

线上平台使用



针灸推拿学院



针灸推拿学院



针灸推拿学院

《推拿治疗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实践？贰

——轻直播/讨论

（5）与线下教学结合

• 学生返校后实训课教学

线上平台使用



针灸推拿学院

《推拿治疗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实践？贰

（6）考核

• 实践操作逐一考核



针灸推拿学院
《推拿治疗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临床？

问题：线上教学《推拿治疗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临床？

 课程特点：是基础与临床的桥梁课程

针推大四



针灸推拿学院
《推拿治疗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临床？

•《绪论》后开放性作业做学情分析

叁

 根据作业反馈，
学情分析

 教学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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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预习内容与上课提醒

（1）课前

• 制作手机课件，发布预习内容，对涉

及到的基础知识进行预习。推送视频

链接学习资源

• 在群公告中插入文件链接学生随时查

看预习内容。

• 发送上课提醒与预告。

 巩固基础知识 线上平台使用

《推拿治疗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临床？叁



针灸推拿学院

——寻找身边的病人

（2）课前：搜集整理病历，初步诊疗

线上平台使用

《推拿治疗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临床？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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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身边的病人

（3）课中：

 引入学生搜集

的身边的病案，

做病案分析。

线上平台使用

《推拿治疗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临床？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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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中

线上平台使用

 以临床问题的分析与诊疗为线索，

重在培养学生临床诊疗思维。

问题：课时有限、疾病不能
逐一讲解

——视频直播

《推拿治疗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临床？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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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中：疾病归类按部位类比教学

线上平台使用

以临床问题入手，
注重临床诊疗思维培养，

理论紧密联系临床

——视频直播

《推拿治疗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临床？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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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后

线上平台使用

 发起轻直播讨论对学

生不懂的问题继续答

疑解惑，教师解答后

可将问题加入答疑库

，以后上课时注意这

些问题的课堂贯穿。

《推拿治疗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临床？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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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后

线上平台使用

 典型案例分析，给出诊疗方案

 给身边病人做诊疗。

 进入临床实习，微信群交流

《推拿治疗学》如何实现理论联系临床？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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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拿教学平时成绩怎么打？

 考核：期末考试占70%+平时成绩30%

卷面考试50%+技能考试50%

问题：平时成绩怎么打更合理？

考核评价体系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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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教学平时成绩怎么打？肆

作业：课后作业

缺点：“批改，统计，存储”
不便。

开放作业：期末视频作业

优势：1.督促学生相互练习手法，思考手法操作要领
2.方便存储—直接上传云班课（单个文件最大限制 800 MB）。

我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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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教学平时成绩怎么打？肆

学习资源 头脑风暴 轻直播、讨论
作业，小组任

务

云班课经验值 我的探索

体现形成性评价注重实践

智慧树成绩课堂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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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教学平时成绩怎么打？肆

作业：传统作业

开放作业：期末视频作业

云班课经验值

线下

线上

平
时
成
绩

我的探索

头脑风暴、小组任务、作业任
务，课后推送的资源学习情况
，签到、轻直播讨论，课后测
试，奖励及智慧树学习得分



针灸推拿学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针灸推拿学院

感谢大家，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