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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terinary Public Health (VPH) is a crucial part of national public health. And it is also a development potential subject in the major of Animal medicine and Animal pharmacy. The teaching
reform of Veterinary Public Hygiene was carried out using the hybrid teaching method of the experience teaching, the second classroom construction and the practice teaching in this study. The
students were guided to participate in teaching activities, such as preparing the course, making
presentations and designing examination questions for themselves in the experience teaching. In
the second classroom construction, the students were extended to learn the important veterinary
public health knowledge outside the syllabus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the video material. The
practice teaching followed the aim: “leave the classroom, teach in the field”, guided the students to
learn the application of veterinary public health in practice. Since Veterinary Public Hygiene is a
comprehensive course, using hybrid teaching method in this course could stimulate th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practical skills and improve the course’s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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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兽医公共卫生是国家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兽医公共卫生学》也是农业高等院校动物医学和动物
药学等专业具有发展潜力的学科。本课题主要通过体验式教学、第二课堂建设、实践教学三种混合式教
学方法对《兽医公共卫生学》进行了教学改革。体验式教学以引导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形式：学生课前
备课、走上讲台讲述课程内容和出考题等；第二课堂主要针对教学大纲以外重要的兽医公共卫生学知识，
通过网络、视频进行拓展学习；实践教学以“走出课堂，实地教学”的方式带领学生学习兽医公共卫生
在实践中的应用。《兽医公共卫生学》是一门综合性课程，通过混合式教学方法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强化了实践技能，优化了教学质量。

关键词
兽医公共卫生学，混合式教学法，教学改革，第二课堂，实践教学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兽医公共卫生学是人类社会文明和医学健康高度发展的产物，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职能，是国家公共
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1] [2]。美国 1953 年就成立了兽医公共卫生学兽医师分会，英国兽医公共卫生学分
会成立于 1960 年。“中国兽医公共卫生学分会”2008 年在上海成立，各高校也在先后设立了《兽医公
共卫生学》课程的教学，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我国《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
中指出要全面提升兽医公共卫生服务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动物疫病防治综合能力。顺应现代教育技
术和兽医学科发展的需要，课题组尝试对《兽医公共卫生学》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根据专业课程体系
的设置，着重于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及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联系，形成一套适合于现代动物医学、动物药
学专业《兽医公共卫生学》课程的教学方法。经过三年的研究与实践，两届学生的混合式教学收到了较
好的教学效果。该方法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强化了实践技能，优化了教学质量，值得进一步推广。
混合式学习就是要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网络化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引申到混合式教学指的是
传统教学与网络化教学优势互补的一种教学模式，既要发挥教师引导、启发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要
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是高校教学改革的一个主要趋势。国际教
育技术界也认为只有将传统学习与网络化学习结合起来，使二者优势互补，才能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3]。
刘佳等将混合式教学法应用于《临床药学》的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4]。《兽医公共卫生学》是
一门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兴课程，主要涉及生态学、环境卫生学、人兽共患病和动物性食品安全等多学科
的综合性学科[5]。该课程在动物医学本科专业第七学期开设，学生在之前已经学习过《动物传染病学》、
《动物微生物学》和《动物寄生虫学》等课程。传统单一的教学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所采用的混合式教
学法除借助网络外，还涉及实践教学，更能适合该课程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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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兽医公共卫生学》教学现状
近年来，动物传染源跨物种传播和扩散，使得兽医卫生、食品安全和环境问题愈加复杂化，对人类
健康构成严重威胁[6]。人类、动物与环境三者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单一学科或组织已无法应对和处
理如此复杂的问题。跨学科合作已然成为一种趋势，“One Health”理念由此产生，旨在改善人类、动物
和环境健康各方面跨学科协作和交流的全球拓展战略，要求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医生和兽医之间有更多
的交流与合作，以实现最佳的健康目标[7]。目前“One Health”理念已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组织
的拥护和支持，并被成功地应用于实践。“One Health”已然成为应对和解决当今复杂健康问题的必由之
路，国际上将每年的 11 月 3 号作为“One Health day”[8]。《兽医公共卫生学》是“One Health”重要内
容，英、美发达国家已设立“兽医公共卫生学”独立学科，并将“One world, One Health”(同一个世界，
同一种健康)这个理念在教学中传授给相关专业的学生，引导学生用“One Health”思维解决实际中的问
题，比如合理预防和控制人兽共患病。而这些最新的理念还未编入国内相关教材，只能引导学生通过网
络学习。
国内各高校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需要，也在进行着《兽医公共卫生学》教学方法、手段的各项改革。
安徽农业大学采用案例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通过在动医、动检专业《兽医公共卫生学》的教
学过程中实施案例选编、问题设计、课堂交流、归纳总结四个实践环节，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运用，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9]。西南大学采用加强案例式教学对《兽医公共卫
生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手段等进行改革：增加人兽共患病、食品安全等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处理的相关内容，调整人兽共患病的教学内容及教学重点，提高综合应用知识能力，激发了学习兴
趣，取得了优化教学质量和提高学习的效果[10]。

3. 体验式教学法在《兽医公共卫生学》理论教学中的应用
《兽医公共卫生学》是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课程，牵涉知识非常广泛，开设在大学四年级上学期，
这个阶段的学生大学的学习已接近尾声，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基本完成，正处于对毕业就业的焦
虑、对课堂学习倦怠的时期，需通过相应课程改革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
国外教学中常用的两种教学方法：一种是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即基于现实世界以问题为
中心、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与学习模式；另一种是团队合作学习(Team-Based Learning, TBL)，也称团队
向导学习，是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11]。《兽医公共卫生学》第三篇“人兽共患病的监测与控制”相关章
节内容与之前学习的《动物传染病学》和《动物寄生虫学》内容相似，只是侧重点不一样。可以选择一
部分教学内容，对教学形式进行改革，即以 TBL 的模式引导学生学习，将班级分为小组，以学生自己讲
授为主，重点对动物和人类健康威胁较大的人兽共患病的公共卫生意义进行深入探讨。引导学生课前备
课、走上讲台讲述课程内容、组织课堂讨论，并归纳出学习重点和考试考题，所出的考题经筛选纳入考
试题库。还可以针对近几年发生的影响较大兽医公共卫生事件进行讨论，由学生自己组织；例如：“由
我国抗生素污染地图想到的兽医临床用药问题”、“你身边出现过的人兽共患病”、“如何正确与宠物
和谐相处”等，教师的角色转化为学生的促进者与引导者。根据小组的表现给出相应的分数评定，计入
平时成绩。通过对 2016 届动药 1301 班 44 人和动医 1301、1302 班 82 人，共 126 人进行体验式教学效果
调查显示：大多数同学认为体验式教学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
学效果；但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激励机制，如问题 3，当老师要求或是记录平时成绩积极性会更高(见表 1)。
与上届比较，课程结束考试成绩也比有明显的上升，充分说明该方法在《兽医公共卫生学》教学中取到
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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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questionnaire on the effect of experience-oriented teaching
表 1. 体验式教学实施效果调查表
调查问题

1.你认为体验式教学法能调动同学们学习的积
极性吗？

2.你觉得体验式教学对你掌握本课程知识有帮
助吗？

3.你愿意参与体验式教学吗？

4.你之前听说过体验式教学或是参与过体验式
教学吗？

问题选项

人数

比例

A 能

59

46.8%

B 多数情况下能

36

28.6%

C 少数情况下能

32

25.4%

D 不能

9

7.1%

A 有很大帮助

63

50%

B 帮助不大

49

38.9%

C 不知道，没兴趣

8

6.3%

D 没有帮助

6

4.8%

A 非常愿意

31

24.6%

B 老师要求下就参加

43

34.1%

C 如果能算作平时成绩就愿意

56

44.4%

D 不愿意

6

4.8%

A 听说过，参加过

13

10.3%

B 听说过，没机体参加

42

33.3%

C 偶尔听过

54

42.9%

D 从没听说过

17

13.5%

A 能

65

51.6%

B 多数情况下能

29

23.0%

C 少数情况下能

18

14.3%

D 不能

14

11.1%

A 课堂讲述

10

7.9%

B 专题讨论

38

30.2%

C 案例分析

34

27.0%

D 老师点评

44

34.9%

5.体验式教学相比传统教学，能活跃课堂气氛？

6.体验式教学哪种方式更能让你主动思考？

*

注：参加总人数：126 人。

4. 《兽医公共卫生学》第二课堂建设的实施
第二课堂是第一课堂的拓展和延伸，是指在教学大纲以外由学生自愿参加的各种教学和科研活动的
总称，也是高校完成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育环节；高校的第二课堂形式多样，注重学生的互动交流[12]。
《兽医公共卫生学》教学改革的宗旨是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关注新出现的
问题，而不是被动地、单一地接受课本知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B. Vallat 博士
曾指出：“我们现在正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发传染病时代，一个人兽共患病病原体起主导作
用的时代。”应对这类新发和再发人兽共患病就是兽医公共卫生学的首要任务。对人兽共患病、兽医生
物安全等内容开设第二课堂，引导学生学会应用专业知识正确应对突发兽医公共卫生事件，从而增强学
习效果。还可以针对当前动物疫情动态涉及的兽医公共卫生学知识，通过网络还原现场，学习各地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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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事件的处理和应急机制。例如讲到“禽流感”时，结合发生在身边的禽流感 H10N8 的发现和相关部
门应急处理措施，启发学生思考和对专业知识应用的理解。
《兽医公共卫生学》第二课堂的开展既能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又可为下一届学生的理论
教学提供丰富的素材。培养学生从事兽医公共卫生实际工作的能力，同时还能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课
题组成员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动物疫病图片和影像资料，到猪场调研、出诊都随时带着相机，记录人兽共
患病的发病症状、群发疫病成功的控制措施、兽医生物安全及个人防护等。将这些视频整理应用于教学，
将视听教学和课堂 PPT 讲授融为一体，使教学过程显得更加生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第二课堂还可以鼓励学生参与科研活动和社会服务，我们通过三年的教学，收集整理了《兽医公共
卫生学》科普知识题库，不定期的对宠物饲养者和要接触实验动物相关专业学生进行科普宣传，促进他
们对人兽共患病知识的了解：科学地对待人兽共患病，既避免对其过度的恐慌，又要确保与动物接触过
程中自身安全，充分发挥兽医公共卫生学的社会职能。

5. 实践性教学在《兽医公共卫生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兽医公共卫生学》包括生态平衡与人类健康、环境污染与人类健康、人兽共患病的监测与控制、
实验动物与比较医学为人类服务等五篇内容，之间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系，需要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融会
贯通[13]。因此，除学生完成专业课程理论学习之外，还需要经历实践如何处理本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的
联系。带领学生以“走出课堂，实地教学”的方式到生态农庄、动物园学习，让学生实地了解兽医公共
卫生在实践中的应用，了解兽医专业与生态学关系、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及与人类医学的关系等。学习动
物饲养过程中动物粪便、废水的卫生处理、动物流行病学调查、动物疫情的处理案例分析等公共卫生问
题，提高学生在生产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部分主要在课程实验中开设，本课程开设了生物性污染指标(细菌总数和大肠菌群测定)、动物宰前
宰后检疫等基本实验内容外，还鼓励学生实地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调查表格的设计、调查人员和坐谈内容
安排、调查报告的写作)、动物防疫计划制定等实验内容。同时，还注重将实验教学与理论知识和学科中
的热点联系起来讲，比如：当前畜牧业污染与环境保护所产生的矛盾处理是一个很典型案例，环保部门
要求不达标的猪场进行整改或拆除。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新闻报道、视频进行教学，让学生了解本学科
发展的新情况。通过组织学生讨论，书写调查报告、疫情处理程序及应急预案等让学生在实践中灵活应
用专业知识，对学科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6. 建议与展望
为了更好实施第二课堂与实践教学，应与周边畜禽屠宰场、生态养殖场建立联系，成立教学示范基
地，让每届学生有 3~5 天的基地实习期，了解屠宰场兽医卫生，生态养殖场公共卫生学问题。或是成立
“兽医公共卫生兴趣小组”对兽医公共卫生学知识应用进行科普宣传，普及人兽共患病的预防知识。教
学考核方面的改革措施，可以考虑对能够能在省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一篇相关论文或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的学生，获得本课程免考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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