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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理念融入研究生
专业知识教育及干预路径实证
研究

曾艺旋  欧阳志强  廖  岚

摘　要

目的：推进课程思政理念与专业知识相融合，通过干预提升口腔医学研究生疫情期间知识及心理

水平。方法：以南昌大学口腔医学专业在读研究生作为调查对象，基于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开展主题思

政课，采用自行设计问卷进行干预效果评估。运用 SPSS21.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

立样本 t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 法。结果：调查对象干预后知识得分（9.30±1.08）显著高

于干预前（6.53±1.90）（P<0.05），不同特征调查对象干预后知识得分显著提高（P<0.05）；干预

后调查对象焦虑、紧张、心烦意乱、意志消沉、居家心情郁闷心理状态评分较干预前明显降低（P<0.05）；

知识知晓水平与心理状态得分间呈负相关，93.21%调查对象对此次思政课表示比较满意及以上。结论：

课程思政理念融入研究生专业知识教育能有效改善口腔医学研究生新冠肺炎流行期间相关知识及心理

水平，培养单位可设计开发多样化的健康心理教育干预路径，并定期监测效果，作为思政融合专业知

识巩固教育效果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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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 [1]，

在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中，思政课程作为大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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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培养大

学生正确意识形态属性的主课堂。深入挖掘各类课程

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进行课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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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建设则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 [2～ 3]， 

即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的有机统一，协同

育人。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发生以来，

影响全国各行各业的正常工作进程。高校大学生作

为数量多且流动量大的群体，应教育部和学校要求，

推迟返校时间 [1]。疫情期间口腔诊疗机构停诊，口

腔医学研究生也均停止轮转，而作为一名医学生，

正确认知疫情，掌握相关知识正确做好防护开展诊

疗，是作为准医生的必备技能和行医路上必不可少

的考验；作为培养单位，提升学生各类情景临床诊

疗能力，利用疫情契机开展思政教育，提升职业认

同感，全方位的关注学生身心健康，给予相应指导，

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有调查显示在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中各类群体极易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危机 [4]，

有其他高校学生已发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5～ 6]。

基于此现象，笔者以口腔医学研究生为调查对象，

在疫情期间选择网络教学平台开展主题思政课，并

以此作为干预手段，推进课程思政理念与专业知识

相融合，同时设计问卷调查进行干预效果评价开展

研究，以期改善研究生疫情期间专业知识水平和心

理状态。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次以南昌大学口腔医学专业在读 103 名研究

生作为调查对象。于 2 月 20 日使用问卷星网站进

行基线调查（干预前），调查对象于 3 月 5 ～ 20

日在网络教学平台开展主题思政课学习，于 3 月 20

日进行终线调查（干预后），共回收问卷 103 份，

有效问卷率 100.00%。

1.2  调查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采取在线发放形式评估新冠

疫情期间知识和心理健康水平。调查问卷分为一般

社会人口学信息、知识知晓、心理健康、课程评价

四部分。调查前选择难易程度相近的普通防护和口

腔诊疗防护题目各 10 题，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将

其分为 2 组，每组包含 5 题普通防护题和 5 题口腔

诊疗题，再随机选取一组作为基线问卷，剩余一组

作为终线调查问卷，其中知识知晓答对一题计1分，

答错计0分；心理健康部分采用Likert五级评分法，

１分代表“自觉并无该项问题（症状）”，5 分代

表“自觉该症状的频度和强度非常严重”，得分越

高表明该项问题越严重。

1.3  干预路径

基于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开展主题思政课、同时

对研究生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干预措施。①课程分为

学校和学院两部分，学校负责在网络教学平台上传

学习资料（含情来龙去脉、新冠肺炎防控五讲等内

容）；学院上传学院领导动员视频、疫情期口腔诊

疗防护文献分享、抗疫日记专题等内容。②章节建

设：学院上传口腔诊疗专业知识学习内容。③师生

互动：章节课程结束后教务人员在讨论区发布话题，

组织讨论，根据授课内容布置作业。④学生管理，

课程管理人员采用积分机制，激励学生参与课程活

动，对于潜水和未完成作业学生发送邮件进行提醒。

⑤学习进度安排，每天推送一篇疫情期间口腔诊疗

防护文献、每天推送一篇抗疫日记、持续 15 天，

计划 15 天内发起讨论话题 6个，布置作业 8次。

1.4  质量控制

开展课程干预措施阶段，提前对准备的教学内

容、范围、讨论题进行在线讨论和审核，并进行网

络教学平台使用培训。由网站维护人员编写网络教

学平台学生使用手册，帮助学生掌握系统操作，干

预前后两次问卷调查均由两名工作人员进行数据整

理和录入。

1.5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21.0 软件进行数据的整理与分析，

计数资料用构成比进行统计描述，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进行统计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独

立样本 t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 法，检

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共 103 名研究生参与调查，2017 级、2018

级、2019 级依次为 31 人、37 人、35 人；男女性构

成比为 34.95% 和 65.05%，居住地为城乡的构成比

为 52.43% 和 47.57%，见表 1。

2.2  干预前后调查对象知识知晓水平比较

调查发现，干预后知识得分为 9.30±1.08，

高 于 干 预 前 得分 6.53±1.90（ t=14.848，

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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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特征调查对象干预后知识得分较干预前显著提高

（P<0.05）。干预前，不同年级、性别、居住地调

查对象知识得分间无差异（P>0.05）；干预后，女

性知识得分显著高于男性（P<0.05）, 不同年级、

居住地调查对象得分间无差异（P>0.05），见表 1。

2.3  干预前后调查对象心理健康比较

调查发现，干预后调查对象焦虑、紧张、心

烦意乱、意志消沉、居家心情郁闷得分依次为：

2.65±0.88、2.73±1.00、2.44±0.93、2.17±0.73、

2.16±0.92，较干预前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2。

2.4  知识知晓水平与心理状态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显示，调查对象知识知晓水平与心

理状态得分间均呈显著负相关（P<0.05），知识知

晓水平高，心理状态好，见表 3。

2.5  干预后调查对象主观反馈

干预结束后，向调查对象发放问卷，经统计

显示 93.21% 调查对象表示对此次思政课表示比较

满意及以上；通过学习主题思政课，调查对象中

表 1  干预前后不同特征研究生知识知晓得分比较（x±s）

变量 类别 人数 (%)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年级 2017 31(30.10) 6.77±2.12 9.40±0.93 5.854 0.000

2018 37(35.92) 6.74±1.77 9.38±1.06 7.903 0.000

2019 35(33.98) 6.06±1.78 9.23±1.11 8.722 0.000

性别 男 36(34.95) 6.38±1.86 8.94±1.31 6.634 0.000

女 67(65.05) 6.61±1.93 9.49±0.89* 11.141 0.000

居住地 城市 54(52.43) 6.56±1.83 9.35±1.08 9.684 0.000

农村 49(47.57) 6.50±1.99 9.24±1.09 8.403 0.000

合计 103 6.53±1.90 9.30±1.08 12.848 0.000

* 干预后，与男性调查对象比较得分有差异（P<0.05）

表 2  干预前后调查对象心理状态得分比较（x±s）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焦虑 2.99±0.91 2.65±0.88 2.716 0.007

紧张 3.07±0.89 2.73±1.00 2.575 0.011

心烦意乱 2.81±0.90 2.44±0.93 2.905 0.004

意志消沉 2.47±0.80 2.17±0.73 2.720 0.007

居家心情郁闷 2.42±0.95 2.16±0.92 2.022 0.044

表 3  调查对象知识知晓水平与心理状态相关性分析

类型
知识得分

r 值 P

焦虑 -0.214 0.002

紧张 -0.181 0.009

心烦意乱 -0.242 0.000

意志消沉 -0.219 0.002

居家心情郁闷 -0.153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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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 表示完全同意“课程中江西人的贡献、南

大人的贡献及抗疫中的感人事迹，更加明确了作为

医学生今后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担当”；97.08%

表示同意“能更加自信的将正确的知识传播给家

人”；97.09% 表示同意“课程后能够正确的进行

心理调适，避免心理恐慌”。76.70% 调查对象表

示此次思政课程“丰富了居家时间的活动内容，打

发了无聊的时光”；98.06% 表示“再次感受到祖

国的抗疫斗争的力量，感同身受，坚定了爱国主义

信仰”；93.20%表示“收获颇丰，增强了“四个意识”、

坚定了“四个自信”同时又学习到了相关防控实用

知识”，见表 4。

3  讨论

借助“课程思政理念”在专业课程汇总融入思

想政治元素是构建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

的课程体系的必然之举，医学课程与思政教育的融

合各方学者已进行多面探索 [7 ～ 8]。本研究将抗疫感

人事迹，心理防疫、江西人的贡献等内容与专业知

识相融合，设置多维课程章节，推送多样化生动学

习材料包，拓展课程功能，探索干预路径的方式，

开展主题思政教育，能借助此次疫情帮助研究生积

累相关传染病知识，提高心理素质和对临床诊疗活

动规范操作的重视，同时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职业

认同感。实施知识水平和心理状态课程干预措施。

本次研究显示调查对象干预后知识得分

（9.30±1.08）显著高于干预前（6.53±1.90），

提示基于网络平台开展健康课程的干预措施取得较

好效果。同时研究显示，干预后女性知识得分显著

高于男性，与干预前男女性得分间无区别的结果不

表 4  干预后调查对象主观反馈情况

条目 人数 构成比（%）

对此次思政课的总体评价

一般 7 6.80

比较满意 41 39.81

很满意 55 53.40

通过学习主题思政课中的江西人的贡献、南大人的贡献及抗疫中的感人事迹，更加明确了

作为医学生今后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不确定 1 0.97

同意 37 35.92

完全同意 65 63.11

通过学习主题思政课，能更加自信的将正确的知识传播给家人

不确定 3 2.91

同意 60 58.25

完全同意 40 38.83

通过学习主题思政课，我能够正确的进行心理调适，避免心理恐慌

不确定 3 2.91

同意 63 61.17

完全同意 37 35.92

经过主题思政课学习，你的感受（多选）

丰富了居家时间的活动内容，打发了无聊的时光 79 76.70

再次感受到祖国的抗疫斗争的力量，感同身受，坚定了爱国主义信仰 101 98.06

收获颇丰，增强了“四个意识”、坚定了“四个自信”同时又学习到了相关防控实用知识 96 93.20

合计 10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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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学习积极性较男性高，对疫

情相关知识求知欲更强有关 [9]。目前尚未有疫情期

间医学研究生知识知晓水平干预研究的相关报道，

故干预效果目前无法进行参照比较。

基线调查发现，调查对象面对突发疫情表现出

不适的心理状态，其中焦虑和紧张的评分位列前二，

这可能是因为虽然医学研究生已掌握基础医学知

识，但面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毫无经验，加之

疫情初期居家接受大量媒体报道的负面信息，故产

生无力感，落差感等心理感受，从而产生心理应激

反应，影响了心理健康[10]。经干预后，调查对象焦虑、

紧张、心烦意乱、意志消沉、居家心情郁闷评分较

干预前均明显降低（P<0.05），心理状态明显好转，

提示本次干预措施能有效缓解口腔专业研究生不适

的心理状态。有研究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焦虑

是最常见的情绪反应 [11 ～ 12]，在各人群心理支持的

需求强烈的情况下，心理干预的作用凸显 [13]。虽然

有医学背景的大学生较非医学背景大学生辨别能力

相对较强 [5]，但是疫情对多地医护人员产生了不同

心理健康负面影响，这其中职业特性占了一部分原

因[14～15]，提示远程开展线上心理干预措施非常必要，

并鼓励研究生正确调整心理状态，以保证研究生身

心健康在院轮转学习。

将调查对象知识知晓水平与心理状态评分进行

相关性分析发现知识知晓水平高，心理应激反应弱，

心理状态好，提示正确认知疫情及掌握疫情相关知

识，有助于心理状态的改善。近期有学者通过回归

分析发现对 COVID-19 的认知度越高，大学生出

现轻度焦虑的风险越小 [5]，与本文的研究结果相似。

这反映认知水平与心理健康间相互影响，帮助研究

生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对疫情的认知，进而有利于

其健康心理状态。调查对象对课程的主观反馈发现，

此次主题思政课方案内容得到大部分人认可，并表

示满意。提示可继续适时开展此类课程。

目前，口腔医学生倾向于报考“四证合一”专

硕研究生，但三年大量临床技能学习、各类考核及

科研任务所带来的压力使其引发心理问题的概率高

于其他专业大学生，社会医患关系的紧张形势，也

使其对职业前景失去信心 [16]，我院自 2011 年承担

口腔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来，以岗位胜

任力为导向培养优秀口腔医师人才。但经历此次疫

情并结合此次研究结果，也暴露了在口腔专业研究

生培养过程中的短板，一是学生自行正确认知突发

疫情的能力不足，培养单位以往对公共卫生知识，

传染病防治方面的培训有所忽略，二是医学生的心

理应激反应问题应得到培养单位的密切关注。有研

究表明健康干预是一种成本低，见效快，最经济的

方式方法，多名学者都曾采取干预方法来有效缓解

医护人员心理压力 [17 ～ 18]。本研究通过在学校思政

课程的基础上自建章节的干预路径，经验证也取得

了良好课程效果，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得到进一

步培养，专业素养和道德修养得到进一步提升，可

为今后课程思政在口腔医学专业中的推广提供参考

和借鉴。除此笔者建议在今后研究生培养工作中，

一是继续推进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协调

统一，努力构建课程思政的育人大格局 [19]。二是探

索课程思政新方法，新契机，新模式，在专业理论

教学中有机融合德育内容，进行国情教育和主流价

值熏陶，由表及里、引人入胜地引导学生理解社会

制度的优越性，把家国情怀自然渗入专业课程方方

面面 [20]，又倡导学生以自身扎实的专业知识功底反

哺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实现润物无声的效果。三

是培养单位的教务管理部门应设计开发多样化的健

康心理教育干预路径，并继续跟踪监测教育效果，

形成一套规范化的干预示范项目，作为思政融合专

业知识巩固教育效果的有力工具，以提升口腔医学

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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