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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病理生理学教学与临床学科联系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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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现有的条件下 ,通过加强教师临床实践 、编写新的教学大纲 、强化临床病例教学和拓宽学习渠道等加强病理生理学

教学与临床知识的结合 ,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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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urrentconditions, aserialofwaysandmeanswerecarriedoutwhichenhancetheassociationbetweenpathophysiology

andclinicalmedicine, suchasstrengtheningtheclinicalpracticesofteachers, compilingofnewteachingoutline, introducingclinical

casesintheteachingandexpandingthestudyingchannels, whichishelpfultoincreasestudents' initiativeforstudyingpathophysiology

anddeveloptheirabilitiesofclinical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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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生理学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间的一门

“桥梁”学科 ,它以阐明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 、发病

机制和疾病的防治基础为主要内容 ,从而为后续临

床学科的学习和实践奠定理论基础 。因此 ,在讲授

病理生理学时 ,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病理生理学的基

本理论知识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病理

生理基本原理去解决与临床相关的实际问题 ,培养

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但长期以来 ,医学教学中

“三段式 ”的课程设置模式 ,使病理生理学教学一直

存在与临床应用结合不紧的问题
[ 1]
,也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病理生理学的教学质量 。近年来 ,针对本

校的实际情况 ,我室开展了一系列加强病理生理学

教学与临床相结合的途径和方法的探索和实践 ,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 。

1　加强与临床学科教师的密切联系

我室绝大多数年青教师从医学院校毕业后就直

接参与了教学工作 ,缺乏临床实践经验 ,这就极大地

限制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将病理生理学的基础知识

与临床应用有机地联系起来。对此 ,我们组织中青

年教师参与临床课程的集体备课 、听课以及参与临

床典型病例的会诊 、讨论 ,通过与临床学科教师的互

相交流 ,实现知识互补 ,不断提高临床知识的积累和

临床经验的培养 。经常保持与临床科室的密切联

系 ,注意收集与临床密切相关的一些重点章节如休

克 、心力衰竭 、呼吸衰竭 、肝性脑病 、肾功能衰竭等的

典型病例和图片 ,条件允许下摄制临床病例录像 。

2　编写新的教学大纲

针对现有教学大纲 “内容多 ,课时少 ”的问题 ,

我们对要求掌握 、熟悉 、了解三个部分的内容进行了

调整 ,适当缩减与其他基础课程重复的内容和教学

学时 ,而侧重与临床疾病密切相关的发生机制、防治

基础的讲授。病理生理学在各专业 、层次中的地位 、

教学学时以及目的要求是不尽相同的
[ 2]
。在充分

了解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 、专业特点的基础上 ,

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 ,制定出适应不同专业的教学

大纲 。如对护理专业的学生侧重于讲解临床表现 ,

而对检验专业的学生 ,应将实验室检查作为重点讲

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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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化临床病例教学

由于病理生理学的理论性较强 ,知识内容较为

抽象 、枯燥 ,许多学生甚至不知道自己当前所学的知

识在以后工作中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 ,因而往往是

死记硬背 ,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不强 ,学习效率也

不高
[ 3]
。近年来 ,我们在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中开

展了 “病例教学法” 、“PBL(problembasedlearning)

教学法 ”等 ,让学生运用病理生理学知识去解决临

床实际问题 ,着重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知识运

用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

3.1　理论课 “病例教学法 ”的实施 　针对教学内

容 ,选择或编制有明确目的性 、真实客观性及适当难

易度的临床病例用于课堂教学 。将病例与讨论要求

提前发给学生 ,学生根据要求查阅 “病理生理学 ”或

其他有关资料 ,做好讨论准备。在下一次上课时利

用 15-20分钟时间就 “疾病的诊断及判断依据是

什么? 应给出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其病生基础是什

么 ?”等问题开展病例讨论 ,以学生发言为主 ,最后

由教师总结 ,并因势利导引出病理生理学知识 ,讲

清 、讲透本章节的重点 、难点 ,使学生真正感到病理

生理学理论不是死教条 ,而是以临床为依据 ,反过来

又可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 。

3.2　利用实验课组织 “PBL教学 ”　PBL教学即

“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是指以问题为基础 ,学生

为中心 ,教师为引导的小组讨论式的学习过程
[ 4]
。

目前理论课教学多为三 、四个小班在一起上课 ,人数

较多 ,不便于 “PBL教学法 ”的实施 。为此 ,我们选

择在理论课基本完成后 ,在实验室以小班为单位开

展 1-2次 PBL教学。在实施时 ,教师精选 3-5个

典型病例(病例涵盖多个病理过程),要求每组同学

从病因 、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以及治疗原则等方面展

开讨论 ,并回答相关问题 ,同时其他组同学提出疑问

或补充 ,最后老师解答疑难并归纳总结。通过 “PBL

教学法 ”,一方面是对授课内容的回顾 ,更重要的是

教会学生病例分析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使学生能够

对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纵向和横向联系 ,理解各病

理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 ,做到把整本教材的内容融

会贯通起来 ,逐渐形成正确的临床思维过程。

4　课后拓宽学习渠道

利用网络的开放性 、互动性等优点 ,我们构建了

病理生理学网络课程 ,把相关的教学资源放于该平

台上 ,让学生在课外自主索取 ,也便于学生与学生之

间 、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和讨论 。针对学有余力

的同学 ,我们开设了 “临床病理生理学 ”选修课 ,主

要讲述一些与临床疾病密切相关的病理生理学知识

及较新的研究进展 ,如混合性酸碱平衡紊乱及诊断 、

高血压的病理生理 、受体与疾病 、基因诊断和治疗

等 ,巩固了基础理论知识 ,又拓宽了学生知识面 ,提

高了综合素质 。

5　教学效果反馈

通过开展问卷调查 、座谈会 ,我们了解到大部分

同学对新的教学模式是认可的 。大部分同学认为病

例教学法活跃了课堂气氛 ,极大地提高了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使他们的临床思维能力 、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多数同学认为病例教学法

使重点更突出 ,条理更清楚;也有部分同学感觉涉及

知识过多 ,内容太广 ,当场不能完全掌握 ,学习较吃

力。通过对改革班和对照班期末考试成绩的分析 ,

我们发现虽然很多班级之间在总成绩上未到达显著

性差异 ,但改革班同学在病例分析题 、综合型选择题

上的得分率明显高于对照班。

实践证明 ,病理生理学与临床结合的途径和方

法 ,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但现阶段仍有许多亟

待解决的问题 ,如教师队伍知识结构不尽合理 ,临床

实践经验不够;现有教学内容安排系统性不强 ,与临

床知识结合不够紧密;缺乏科学的教学效果评价等。

我们将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不断改进 、不断完善 ,更

好地为学生临床课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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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点，相应地提高了学生的外语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在编

写教材的过程中，必须时刻意识到，教材面向的群体是大学生。

教材必须通俗易懂。

3．2推行双语教学的关键是师资队伍的建设

根据目前高校发展的现状，高等院校双语教学的师资队伍

建设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师资的储备。首先，考虑吸收

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员。他们具有较强的外语能力和较深厚的

专业知识，并熟悉中国文化氛围和教育体制，是双语授课最理想

的师资人选。其次，大力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训，帮助他们在提

高英语水平的同时，更新观念和知识结构，这在二类本科院校是

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

二是提高教师的执教能力。首先，教师的知识整合能力。

双语教学不是两种语言的简单并列，而是两种文化的有机融合。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使母语与外语灵括穿插。其次，运用现

代教学手段的能力。推秆双语教学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使学生更

好地掌握现代科学知识，要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必须掌握现代的

教学手段，推进教育的现代化。

3．3高校自身的扶持政策与保障措施

为保障双语教学工作卓有成效地实施

授课教师的工作量给予双倍认定，以提高教师双语教学的积极

性；另一方面可以组织专门人员对双语课的教学情况进行跟踪

检查，以便及时地发现和解决双语教学过程中的问题，确保双语

教学的教学质量。

4结论

双语教学是高校教学改革的一项新举措，目前在各院校实

施起来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是台格师资的缺乏和学

生外语水平的叁差不齐，这种现象在二类院校显得尤为明显。

因此．实施双语教学应根据自己的条件，先在基础较好的专业试

点，以点带面逐步推进。为保障教学质量逐步提高，学校要注意

人才储备，并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和严格的工作要求。如何评

价双语教学效果和改革职语教学课程的考核方法等还有待进一

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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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生理学双语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李彬彬，黄培春，郭向华，周艳芳
(广东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广东湛江524023)

摘要：结合双语教学的实践，从教材选择、师资建设、教学方法厦评估体系等方面对《病理生理学》的双语教学模式进行了探

讨，并对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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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A 21世纪，生命科学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国际间

的交流和合作日益频繁，这对高等医学教育的人才培养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一大批既精通医学专业知识，又具有相当

外语能力的“复台型”医学人才。2001年，国家教育部在《关于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1]：本

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或专业课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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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3年内，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一10％，并将生

物医学技术等作为推动双语教学的重要领域。为此，在专业基

础课和专业课程中开展双语教学已成为各高等医学院较当前教

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我校也根据实际情况，在病理生理学

等1l门重点课程中开展了双语教学。

病理生理学是医学教育的一门主干课程。它以疾病为研究

对象，主要从机能和代谢的角度阐述疾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

和机制。其不仅与基础医学中多学科密切交叉相关，而且不同

程度的涉及到临床各学科的内容，是沟通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

的“桥梁”学科。此外，病理生理学中还涵盖了大量医学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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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词汇。因此，对病理生理学实施双语教学将为后续临床各

学科“双语教学”的开展及医学文献的阅读奠定坚实的基础。病

理生理学的教学一般安排在基础医学课程的后面，此时大部分

学生已通过了英语四级考试，甚至部分学生已经通过了六级考

试，具备了较好的英语基础。因此，在病理生理学课程中实施双

语教学也是可行的。从2003年开始，我们在2001级一2004级

本科《病理生理学》部分章节的理论课教学中进行了双语教学的

尝试。现将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体会及存在的问题介绍如下．并

提出相应的教学优化措施。

1教材选择

选择合适的英文版教材是保证双语教学质量的关键。双语

教学最好用英文原版医学教材，但英文原版教材在内容编排、知

识深度、广度等方面不太符合现实的教学要求和实际，且价格昂

贵，要在国内医学院校本科生中普及目前来说可能性不大L2J。

针对这一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以权威原版教材作为蓝本，

参考其它同类教材，自编符合教学大纲要求、适合学生水平的简

明英文教材。在没有白编教材的情况下．我们选用了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王建枝教授主编的《病理生理学》英文版教材。

教师和学生普遍反映该教材内容适当，语言适宜、难度适中。较

适台作为我院本科生的双语教材。

2师瓷建设

双语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

知识基础，还要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读写和交流，能用英语表达

专业知识。近年来，学校大量引进留学归国人员为双语教学的

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大多数教师都未经过正规英语教学的

培训，对课堂讲授内容虽可以胜任，但能与学生很好互动，并在

课堂上临场发挥者少。因此，有计划、分步骤、多途径的对一批

具有较好英语基础的中青年教师进行双语教学培训是当前解决

双语教学师资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来，学校和教研室都在这

方面加大了投资和培训力度，一方面，依托本单位教学经验丰

富、外语能力强的骨干教师和外籍教师，通过“传、帮、带”作用，

形成了一套具有本校特色的双语师资培训体系；另一方面，选派

人员去双语教学开展较好的院校观摩学习，甚至到国外院校进

行交流和学习，这样就使一大批中青年教师的双语教学水平得

以迅速提高，保证了双语教学的可持续发展。另外，学校在双语

授课教师教学工作量上给予的优惠政策，也极大的调动了教师

开展双语教学的热情和积极性。

3教学实施

3．1课前准备

良好的备课、试讲机制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每一次授

课前，教研室组织全体教师进行集体备课。根据教学大纲确定
本章节的重点、难点；授课教师参考相关资料，编写英文讲稿和

教案．并制作双语多媒体课件；授课教师试讲，相关专家把关，评

议与改进相结合，教师试讲过关后方能上讲台授课。

教学过程中所涉及的专业词汇与专业描述方式无疑是双语

教学中学生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及

授课效果，我们往往提前一周将英文讲义发给学生预习，其中包

括对本章知识内容的简单介绍以及本章节所涉及的主要专业词

汇(附以中文注释)，这样不仅减少了教师在课堂上解释生词的

时间，也降低了学生的听课难度。

3．2授课过程

我国高等院枝开展双语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通过使用英

语进行学科教学，从而提高学生在这一学科中的英语运用水

平¨J。因此，在双语教学过程中始终要将双语教学的“知识目

标”，即对学科知识的掌握摆在首位，。双语”只能是手段，是学生

学习先进科技知识的桥梁。对每一位双语教师来说，充分了解

授课对象的英语水平，在授课过程中把握双语教学的比例和层

次就显得相当重要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2／3的学生对自己

英语水平能否适应双语教学持怀疑态度，并且认为英语内容超

过授课内容的1／2时，往往会有理解上的困难，还有少部分学生

甚至对双语教学产生畏惧心理。针对这一情况，在教学过程中，

我们采用了“双段推进式”双语教学模式[4】，即“渗透”、“整合”式

推进。早期实施简单渗透式双语教学，以中文教学为主，适当渗

透英语，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定义和专业词汇。每堂课渗透的专业

术语不可太多，一般为5—7个。另外，可穿插讲解一些专业词

汇的构词法，举一反三，帮助学生迅速扩大专业词汇量。随着学

生专业词汇和专业术语的不断积累，逐渐过渡到整合层次，在中

文教学的基础上逐渐提高英语在课堂教学中的比例，使其占到

整个教学语言的1／3以上，其中重点、难点用英语讲解后再用中

文解释。授课时应随时观察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反应，动态地调

整双语教学中所使用的中英文比例，以保证学生对专业知识的

理解和掌握。

双语教学实施之初，由于师生双方英语运用能力有限，再加

上课堂内容较多，大多数教师无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的是“填鸭式”、“满堂灌”，学生忙

于听懂，被动地接受知识，使课堂变得枯燥无味，也影响了教学

效果。对此，我们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采用了灵活多样的

教学方法和手段。网络使得教师资源最大化，可以在网上收集

一些与教学内容有关的英文图片，动画素材，也可自制一些

Flash动画插人到课件中，将复杂、抽象的疾病发生机制和变化

过程以动态的方式表现出来。此外，利用计算机软件，选择配有

英文讲解的教学录像直接插入到课件中播放，既熟悉了语境，强

化了课程内容，又暂时地弥补了教师英语交流能力弱、发音不够

标准等问题。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还可以下载播放相关的英

语新闻报道以及研究新进展，不但充实了课堂内容，还极大地提

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开展以重点难点为中心的“问题式”互动

教学也是提高教学效果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课前列出1—2

个病例，并提出相关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课；也可以在完成

对本章节内容的一般性了解后提出问题，并由此开展师生间的

互动式讨论．使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活跃了课堂气氛，也锻

炼了学生的听说能力。

3．3课后巩固

通过课前、课中以及教材的作用，学生对专业知识和语言有

了一定的了解，但要自己表述出来还比较困难，必须通过转化变

为自己的。课后我们组织学生开展以组为单位的英文病例讨

论，鼓励学生用英语表述自己的观点，提出新的看法，既复习了

专业知识，也使学生能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应用并巩固英语知

识。此外，定期举行专业英语竞赛，鼓励学生多参加“英语角”，

多与外籍教师交流，从而营造浓厚的外语学习氛围。

4评估体系

双语教学质量要得到保证，必须建立科学的质量监控和考

试评价体系。为了了解学生对双语教学的认可情况及对双语教

学效果的评价。我们对接受双语教学的学生定期进行问卷调查，

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双语教学对专业知识的学习以及英

语水平的影响；对双语教学的认可程度及学习能力的自我评价；

对双语教学方式、教材选择的评价；对双语教师教学水平、教学

能力的评价等。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严格的听课制度，由其他教

师、教学督导组专家进行随堂听课，主要对授课教师的教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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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教学方法、教学效果进行评价。通过对专家、学生的评价信

息进行归纳、汇总、分析，制成信息反馈卡，及时地将评价意见反

馈给教师本人，让授课教师能很快找到问题所在，对症下药。及

时改进，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合理的考核是教学的指挥棒。如果对双语教学班仍采用全

汉语试卷考核，势必严重影响学生对双语教学的积极性。因此

必须建立与双语教学相适应的考核制度。考试方式要体现双语

教学的特点，重视学科知识、语言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对双语

授课班级命题时，我们在中文的基础上适当加入一定比例的英

文试题。此外，为了考核学生实际英语运用能力，每学期要求学

生翻译1—2篇英文文献．并记人期末考试成绩。

经过3年多的教学实践，我校病理生理学的双语教学取得

了较好的成效，但总的来说，双语教学尚处在起步阶段，只有在

实践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且不断总结经验教

训，才能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适合国情、院情及专业特点的的

双语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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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双语教学的现状调查与思考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教学质量督导组、教学部．陕西西安710061)

摘要：双语教学是目前课堂理论授课质量评估指标之一，但授课模式与目标要求尚无规范化的定论。本文通过对临床课双

语教学的现状调壹，就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夸后开展双语教学的几点建议，供同道参考与进一步的讨论。

关键词：双语教学；教学法；质量评价

中图分类号1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769(2007)05—0926一02

开展“双语教学”是近年来人们所普遍关注的一项教学活

动。我院在开展双语教学上做了许多工作，已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双语教学概念的认识；教学形式上的多

样性；教学方法上的随意性以及教师和学生对双语教学所持的

态度等等，这些都突出的提出了以下问题：双语教学今后如何开

展?怎样组织实施才能更好地符合实际，并取得好的效果?为

此，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教学督导组协同教学部

对“双语教学”这一课题进行了专项凋查，通过调查，获得了第一
手材料，旨在规范我院的双语教学活动，为提高本科教学质量，

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级医学人才做好工作。

1调查对象、方法与内窖

本次调查涉及的对象是本院担任本科教学(包括临床医学

专业五年制和七年制)的部分教师和1999级、2001级七年制全

体学生。

调查方法采用书面“问卷调查表”形式，不记名回答问卷表

上的问题。

调查内容根据当前开展双语教学中所存在的普遍问题以及

今后如何组织与实施的意见与建议分别编制丁教师问卷表和学

生问卷表。两种问卷表中有相同的内容，也有涉及各自特点的

不l司之处。概括其主要问卷内容有：对双语教学所持的态度、双

语教学的适用对象、双语教学的形式、双语教学的教学方法、双

语教学的教材选用、双语教学的教师、影响双浯教学质量的因素

以及今后开展双语教学的意见和建议等。

2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教师问卷表共发放150份，收回109份，有效问卷

107份，占发出问卷数的71．3％；学生问卷表共发放84份．回收

83份．有效问卷82份，有效率为97 62％。根据回收问卷数可

认定本次调查有一定参考价值。

收稿日期：2007—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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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显示，在一些问题上有着明确的一致性如：

对双语教学所持的态度：问卷中认为有必要的学生为68

人，占82．93％；教师为67人，占62 6％；学生的比例高于教师。

开展双语教学的形式：比较认同的是中文授课，渗透部分外

语用词。持此建议者学生中有48人，占58 54％；教师66人．占

61．7％。认为应外文授课，部分内容中文解释的学生有27人，

占32 93％；教师有31人，占29％。而主张全部外文授课的赞

同率低，学生仅有3人，占3 66％；教师仅有6人，占5．6％。

对双语教学的教师选任：认同率较集中，认为应是教学能力

强、口语发音与表达能力好的教师的学生为66人，占舳．49％．

教师为66人，占61．7％。说明在开展双语教学过程中教师的

能力是重要因素之一。

3讨论

3 1关于对“双语教学”概念的理解

双语教学的含义与概念虽然目前尚无统一和权威性的定

义，但国内有文章报道指出：。双语教学”的定义是一种宏观上的

概念。就一个学校的某学科而言，或就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而

言，以母语与外语两种语言作为教学用语，即谓“双语教学”。此

种概念的提法已被多数人所认同。“双语”(Billng,J吕1)--词的出

现，据有关资料称是在。十九世纪后，世界上多民族混居地区与

国家，如新加渡、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加拿大魁北克省、美国移

民集中的城市等，纷纷实行双语教学体制，Bilingual一词便出现

于这一时期”。“根据文献检索，实行“双语教学”制的地区与国

家很少提倡在一堂课的教学中同时混用两种语言。就一般意义

而言，“双语教学”的最佳目标是全英语授课。教育部根据我国

目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双语教学的目标：采用外文教材，外语授

课时数达到该课程课时的50％及以上”，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同时在2001年教育部四号文件中提

出：“暂不具备直接用外语讲授条件的学校、专业，可以对部分课

程实行外语教材、中文讲授，分步到位”。所以就“双语教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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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病理生理学“缺氧”教学中的应用探究
孔　霞 ,李　蓉 ,周艳芳 ,李彬彬 ,王槐高 ,郭向华 ,顾帝水

＊

(广东医学院 ,广东 东莞 523808)

　　[ 摘要] 　病理生理学的核心是研究疾病的发生 、发展规律及其机制 ,由于各种疾病的机制既相互关联

又有各自的特点 , 不管老师教学还是学生学习都有一定的难度。但目前在该课程理论的教学中 , 还缺乏能

有效减轻教师教学 、学生学习负担 ,明显提高教学质量的教学方法。通过实践 ,笔者以”缺氧”章节为例探讨

如何将思维导图的方法引入到病理生理学的理论教学中 ,以期达到更好教学效果。

　　[ 关键词] 　思维导图;病理生理学教学;教学法 DOI:10.3969/ j.issn.1002-1701.2013.03.053

　　[ 中图分类号] 　G424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2-1701(2013)03-0108-03

　　思维导图(Mind Map)由“世界记忆之父”英国著名智力

开发专家托尼·博赞(Tony Buzan)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

一种辅助思考和笔记的工具。其理念自引入我国教育领域

以来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但在

思维导图在病理生理学教学甚至是整个医学教育过程中的

应用还比较少。笔者就以” 缺氧”章节为例探讨如何将思维

导图引入到病理生理学的理论教学中 , 并对新教学方法进行

探索。

一 、利用 Mind manager 软件制作” 缺氧” 章节的思维导

图[ 1]

思维导图的中心思想是使用可视化的方法通过放射状

的图表绘制思维过程。 所以创建思维导图的首要原则就是

尽可能地将头脑中出现的概念和想法记录下来 , 充分发挥发

散性思维的作用 , 避免过于严谨的逻辑思维限制思想的自

由。创建思维导图时只需将主题或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写

在图形的中央作为中心节点 ,由中心向周围呈放射状的扩展

连接至二级节点 ,依此原则不断向外发散。下面就利用 Mind

manager软件制作”缺氧”章节的思维导图。该章节所要解决

的关键问题是缺氧的机制 ,我们就把“缺氧”作为中心节点绘

制在导图的中央;浏览本章的各节标题后创建二级节点绘制

在中心节点的周围 ,并使用黑色的放射线连接中心节点与二

级节点 ,这章中的二级节点可以分别是血氧指标 、氧的获得

和利用过程 、缺氧类型和缺氧后对机体的影响四个部分;针

对每一个二级节点的具体内容继续创建三级节点 , 依此原则

不断向外发散。最后 , 仔细阅读通篇材料 ,必要的话进一步

补充下一级节点 ,并对整幅导图进行必要的修改。 在修改过

程中尽量去寻找归纳不同级别关键词间可能存在的各式各

样的联系 , 并用不同颜色 、不同形状的线条 、文字 、图像或者

各种符号来区分。比如在附图中绘制的是“缺氧”的思维导

图。氧的获得和利用过程包括肺部摄氧※血液携氧※循环

运氧※组织用氧等这四个环节。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异

常都会引起缺氧 ,分别是低张性缺氧 、血液性缺氧 、循环性缺

氧和组织性缺氧。 用不同的颜色或字体把他们之间的对应

关系表示出来。比如肺部摄氧异常引起低张性缺氧就用咖

啡色的线条和深棕色字体来表示;血液携氧异常引起血液性

缺氧就用蓝色的线条和字体表示;循环运氧异常引起循环性

缺氧就用玫红色的线条和字体表示;组织用氧异常引起组织

性缺氧就用浅绿色的线条和字体表示。再往下一节点也用

不同的颜色把有关系的关键词归类总结 , 直到把图做完(如

附图)。

附图　病理生理学”缺氧”的思维导图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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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思维导图在病理生理学”缺氧”教学中的应用[ 2]

1.在备课中的应用。病理生理学课程的主要任务是讲

述疾病的发病机制 , 并且各种疾病的发病机制之间相互联

系 ,错综复杂。因而在教学过程中 , 教师授课思路的清晰程

度和学生对教师思路的把握程度就决定了教学的质量 ,而思

维导图恰恰是一种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理顺教学思路的学

习方法。从附图可以看出 ,利用思维导图可以清晰地将教师

讲授”缺氧”的思路呈现出来 , 使上课要讲的知识点一目了

然。而且思维导图的备课笔记具有直观可视化的特点 , 可使

教师快速了解整节课的内容 ,在上课之前快速地浏览该图就

能开始讲课 ,所以使用思维导图备课可以提高教师的工作效

率。

2.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由于思维导图做出了讲课的

框架 ,一方面使教师能够清楚地把握讲课重点 , 另一方面有

助于学生对整个章节的结构更加深入了解 , 从而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 ,加强他们对知识的吸收。

比如在利用附图给学生授课时 ,就会使学生对该章的内

容之间的层次关系有比较清楚的了解:要想理解缺氧的发生

机制 ,首先要弄清楚机体获得和利用氧气的过程 , 包括肺部

摄氧※血液携氧※循环运氧※组织用氧等这四个环节。我

们可以把这四个环节看作是缺氧这章节的主线。只有保证

了这条主线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正常才能保证机体获得和利

用氧气的过程正常。相反 ,如果在病因的作用下使其中任何

一个环节发生异常那么都可能会引起缺氧。所以根据引起

缺氧的环节不同将缺氧分为四种类型:低张性缺氧 、血液性

缺氧 、循环性缺氧和组织性缺氧。那么要想理解这四种类型

缺氧的病因机制 ,首先先看机体获得和利用氧气的四个环节

分别和哪些因素有关。 比如肺部摄氧这个环节的取决因素

是机体吸入气体的 PO2 和机体肺的外呼吸功能 , 如果这两个

方面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异常都可能会引起低张性缺氧 ,所以

机体吸入气体的 PO2降低或/和机体肺的外呼吸功能障碍是

低张性缺氧的两个病因 , 再加上静脉血进入动脉血这个因

素 ,这样就构成了低张性缺氧的主要病因。那么发生低张性

缺氧后机体的血氧指标是怎么样变化的呢? 首先把四种血

氧指标的取决因素分析清楚 ,在结合低张性缺氧的病因就容

易分析了。比如说 PO2 的取决因素是机体吸入气体的 PO2

和机体肺的外呼吸功能 , 而机体吸入气体的 PO2 降低或/和

机体肺的外呼吸功能障碍是低张性缺氧的两个病因 , 所以说

发生低张性缺氧时 PO2↑。而 CaO2 和 SaO2 的变化取决于

PO2 ,低张性缺氧时 PO2↑, 所以 CaO2↑和 SaO2↑。发生低张

性缺氧时 Hb 的质和量是正常的 , 而 CO2max的取决因素是 Hb

的质和量 ,所以 CO2max是正常的。以此类推 ,四种类型缺氧的

病因机制和血氧变化的特点就很容易掌握了 。按照这个思

路 ,老师讲课的思路很清晰 , 知识点之间的逻辑性也比较强 ,

而学生理解和掌握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了。

3.在复习总结中的应用。思维导图符合大脑的思维记

忆特点 , 在病理生理学课程复习总结方面有其突出的优势。

以”缺氧”章节为例 , 将缺氧的病因机制等重要知识整理成思

维导图(附图), 这就使整章的重要知识点一目了然 , 便于记

忆 , 也便于复习总结。

4.在反思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教师自我评价是发现教

学问题 , 改进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我们可以在进行完课堂

教学后用思维导图进行反思 ,使抽象思维的思维转换成形象

的图表。对教学内容的结构 、教学方法进行形成性评价 , 及

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以便在后续的教学中修正。

三 、结　语

病理生理学是研究疾病发生 、发展规律及其机制的一门

科学。在当前医学教育中 ,病理生理学作为衔接基础医学课

程和临床医学课程的桥梁课程 , 同生理学 、病理学 、生物化

学 、内科学和外科学等学科都有着密切联系[ 3] 。而且本课程

的概念比较多 ,各种概念之间又有错综复杂的关系 , 而这些

概念又恰恰是充分理解掌握相关机制的基础。 所以不管老

师教学还是学生学习中都有一定的难度 , 所以说有必要在病

理生理学的教学中引入新的教学方法。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新兴的学习方法 , 通过直观化 、发散

化和非线性方式来帮助老师掌握教学内容。在病理生理学

教学过程中使用思维导图 , 能够容易的建构出该课程的框

架 , 形象 、直观地展现概念间的内在关系。建构框架的过程

中教师可以积极地思考 , 组合 、建构 、整合新信息 , 既强化了

自我认知 , 又使新知识和原有知识间的关系一目了然。这样

既避免在已经熟悉的授课内容上花费过多的精力 , 又可以把

精力集中到更有创造性的工作中去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时 ,思维导图能够使学生在学习时真正地有纲可循 , 帮助

学生把握学习重点 , 提高学习效率 , 培养学生以问题导向的

思考方式 , 更能通过激发学生发散性思维来培养创新型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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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两组的平时考核得分情况

组别 读书报告 病案 1 病案 2 病案 3 病案 4

传统组 86.2±4.97 86.2±4.85 84.0±4.54 83.9±9.21 83.5±3.85

教改组 90.5±3.11# 90.6±1.21# 87.1±4.47# 88.6±2.60# 88.6±3.22#

　　注:#表示与传统组比较 , P<0.05

三 、讨　论

一般说来 , 学生已经具备了较强的自学能力和理解能

力 ,他们通过自主学习 , 可以取得比讲授式教学更好的效果。

本研究表明 ,学生经过一个学期的自主学习 , 在识记方面成

绩较传统教学组虽然只是高 1-2 分 , 但最少可以说明在识记

方面 , 不会低于传统教学所达到的效果。然而 , 在能力培养

方面 ,教改组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分明显高于

传统教学组 ,说明自主获取的知识在能力转化方面更好[ 6] 。

自主学习驱动式教学过程中 ,教师的作用包括引导和监

督两个方面 ,贯穿于课前 、课中 、课后三个环节。 教师在进行

教学前需选取能够反映教学内容的病案及提出相关问题 ,引

导学生读书及查阅文献 ,并且要监督学生是否学习 , 这一点

可以通过要求学生课前制作 PPT课件来实现;在课堂上则要

组织学生讨论 ,同时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课后还要批阅学

生作业 ,对于学生未完全掌握的或容易出错的知识点 , 下一

次课时进行补充或纠正。采用该教学模式 , 学生卷面成绩虽

然仅高出传统组 5分以上 , 但由于其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

能力提高 ,必将影响其终生。

该教学模式与已有的“任务驱动式教学”有相似之处 ,都

要求学生自主完成指定任务 , 但我们要求在课前完成“任

务” ,并且有监督措施 , 而后者则是要求在课中或课后完

成[ 7] 。这种模式与“案例式教学”也有相似之处 , 但后者只是

作为引入正题的引子 , 并且就事论事 , 只回答与案例本身相

关的问题[ 8] ,而我们不拘泥于案例 , 并围绕案例从相似或相

反的方向思考而散发出去 ,探讨还可能提出什么问题。该模

式与“探究式教学”也有相似的方面 ,都要求学生去寻找解决

问题的方法 ,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只围绕某一个很小的问题进

行探究 ,且都是课中或课后进行探究 ,教师只是引导者
[ 9]
,而

我们的这种模式 ,全程要求学生自主学习 , 教师既是引导者

又是监督者。该模式与“ PBL教学法”也有相似之处 , 但后者

仅在课中或课后涉及到问题 , 而且强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 , 对发现问题则相对弱化[ 10] , 而我们则要求学生在学习的

过程中最少提出一个问题。

总之 , 这种教学方式融“ PBL 教学法” 、“探究式教学法” 、

“案例教学法” 、“驱动式教学法” 等多种教学方式于一身 , 但

我们更强调自主学习 , 特别是课前自主学习 , 课堂上则主要

是答疑 ,且强调同学之间相互答疑 , 教师最后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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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ind map in pathophysiology teaching

Kong Xia , Li Rong , Zhou Yanfang , et al

(Guangdong Medical Col lege , Dong guan 523808 , Guangdong , China)

Abstract:Pathophysiology core is the study of the occurrence , development and mechanisms of the disease.There is no teaching methods

which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burden of student learning and teacher teaching significantly but also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during

the teaching of the course.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teaching results , the authors have taken hypoxia chapter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how to

introduce the mind map method to the teaching of the theory of the pathophys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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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 理念在艺术类高校《计算机应用基础》
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王云泽 李银英
（河北传媒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71）

【摘要】CDIO 教学理念是一种能够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通过积极进行实践来实现教学目的的教学理念。 我们通过
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教育实验法与统计法等研究了将 CDIO 理念应用于艺术类高校《计算机应用基础》的可能性与应用策略，试
图为 CDIO 理念在艺术类高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CDIO 理念 艺术类高校 计算机应用基础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8-0237-01

《计算机应用基础》是高校学生必须开展的一门课程，其开
展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更好地利用计
算机这个工具。艺术类高校在艺术设计和艺术实现的过程中对于
计算机的依赖性更大， 因此就更需要学生学好 《计算机应用基
础》。 但是，艺术类院校的学生自身存在着一些问题，因而造成了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效果不佳。 我们试图通过 CDIO 理
念的实施来使学生充分地融入到课堂当中来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一、CDIO 理念应用于《计算机应用基础》的可能性
CDIO 理念是指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

和运作(Operate)融为一体的教学理念，这种教学理念能够引发学
生的积极性，能够调动学生的创造性，还能够培育学生的实践兴
趣。

（一）CDIO 理念中对学生主体地位的重视能够使学生充分
地参与到课堂教学当中。在传统的《计算机应用基础》的教学过程
中，基本上以教师为主开展课堂教学，学生对于课堂的参与程度
较低，因而对于课堂的认可程度较差，导致课程教学效果不好。而
在 CDIO 教 学 理 念 中， 则 注 重 的 是 以 学 生 为 主 体 开 展 教 学 ，
CDIO 理念中的构思环节、设计环节、实现环节以及应用环节等
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教师只针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引导。这样，
学生就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计算机应用基础》的教学活动中，提升
课堂教学的效果。

（二）CDIO 理念对于学生创造性的激发使学生能够创造性
地开展学习。 《计算机应用基础》是计算机应用的入门级课程，在
掌握其课程基本知识的基础之上，需要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和利用
才能够真正掌握这门课程。 而 CDIO 理念中的构思、设计和实现
过程都强调学生创造性的发挥，这与《计算机应用基础》的要求是
相契合的，因此能够很好地应用于《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之中。

（三）CDIO 理念对学生实践兴趣的培育能够激发学生学做
结合。《计算机应用基础》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因此，需要学
生能够自主地将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 而 CDIO 理念也非常强
调实践性，鼓励学生将所学和所想的东西付诸实践，因此，运用
CDIO 理念开展教学能够很好地促进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提
升，使学生自主开展计算机的应用。

二、CDIO 理念在《计算机应用基础》中的实际应用策略
（一）要以艺术生自身的素养为基点来实际应用 CDIO 理念。

艺术生本身的文化课功底较差，因而在开展《计算机应用基础》学

习的过程中存在着对某方面问题难以充分理解的问题，因此，要求
我们在运用 CDIO 理念开展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艺术生
自身的素质。 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在保障学生具有一定
计算机基础素质的前提下开展教学， 这样才能够充分保障学生能
够构思、设计、实现以及运作课堂学习内容，保障课堂学习的效果。

（二）在应用 CDIO 理念的过程中，要充分的与艺术生的特
长相结合。 艺术生有着很高的创造力和创造热情，同时也能够积
极地与同学开展交流，因此，我们在《计算机应用基 础》中应 用
CDIO 理念时， 要对学生的创造力和创造热情进行积极地引导，
使其能够在抓住计算机学科规律的基础上开展创造，这样才能够
使学生在获得成就感的基础上对学生的创造力进行鼓励。而在学
习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开展小组学习等让学生之间通过合作来共
同完成任务，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出分担责任、包容不同、
主动合作的品质。

（三）在应用 CDIO 理念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计算机应用
基础》的学科特点。《计算机应用基础》是一门基础性的课程，同时又
融理论性和实践性于一体，因此，在应用 CDIO 理念的过程中，要
充分地抓住《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这些特点，使学生能够在学习
的过程中既能牢固掌握基础，同时又能将理论和实践充分结合。

三、结语
CDIO 理念的特点使其能够应用于艺术类高校学生的《计算

机应用基础》课程当中。我们在进行实验的过程中，设置了实验组
和对比组，事实证明，实验组的学生无论是学习的积极性、学习的
成果还是创造能力、动手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都大大高于对比组
的同学。 因此，我们认为在艺术类高校学生的《计算机应用基础》
课程中运用 CDIO 理念教学是非常可行的，可以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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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能实验课中 TBL 教学法的应用初探
周艳芳 李明勇 王槐高 孔 霞 李彬彬 郭向华 顾帝水 张湘宁

（广东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 广东 东莞 523808）

【摘要】探讨 TBL 教学法在机能实验课中的应用,发现其能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但是也存在缺陷。
【关键词】实验课 TBL 教学
【基金项目】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2013214）；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课题（2012-FF-57）；广东医学院校课题（JY1114）。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8-0237-02

实验教学是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教学形式， 它在培养大学
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科研能力中起着关键作用。 本校的机
能实验学是对组织器官的功能代谢变化的进行研究的实验学课
程，内容涉及生理学、药理学和病理生理学实验范畴。以往实验教
学一直以传统讲授法为主，学生处于教学的被动地位,不利于学
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

以问题为基础， 学生为中心、 教师为引导的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教学对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合作能
力有一定的作用[1]，但 PBL 教学的主要缺点是无法体现学科的系
统性和全面性。 在借鉴 PBL 教学方法的基础上，进行 TBL 教学模
式即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探索，是对实验教学方式改革的有益探
索。 TBL 模式将传统讲授转变为学生为主，教师从旁协助，极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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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仿真课程教学改革
彭 滔 张 莲

（重庆理工大学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 重庆 400054）

【摘要】本文分析了控制系统仿真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教学模式、实践教学和课程考核方面提出了教学改革方案。
【关键词】控制系统仿真 教学改革 教学质量
【基金项目】重庆理工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0107130955）,重庆理工大学自动化专业建设提升计划项目。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8-0238-02

控制系统仿真是自动化专业的一门实 践性 很 强专 业 选修
课， 该课程是利用 MATLAB （含 SIMULINK， 下面统 一称 为
MATLAB）软件实现对控制系统的分析与设计，促进学生理解控
制理论和方法、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1]。本文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教学改革措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达到提高教学
质量的目的。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本课程是利用 MATLAB 软件讲解自动控制原理等选修课

程中的控制原理与方法的仿真实现，让学生掌握计算机辅助分析
与设计手段，提高综合分析与及解决问题的工程能力。 经过我们
的分析，现行教学中主要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2]。

1.教学模式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从上面阐述可知，该课程直接任务调用 MATLAB 软件对控

制系统建模、仿真和结果分析。该过程的关键是“练”而不是“听”，
而当前教学过程在受教学管理、传统教学模式和教学条件的影响
和限制，主要采用在教室的讲授型教学方式，这与通常的理论课
程并无区别，让“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2.教学内容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该课程中的控制原理和算法等理论内容都在其他控制原理

课程中教授的，且某些学校还单独开设有 MATLAB 课程，这让
学生有“重温知识”的感觉，但又有内容很飘、找不到根基的感觉。
这让学生在心理上和态度上产生了懈怠的情绪，给教学效果造成
消极的影响。

3.课程属性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我们调查了多所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 本课程通常设定为

专业选修课。 当前的教学中，多数同学已经形成选修课没有必修
课重要，选修课比较容易通过等心理景象，甚至有些同学认为选
修课是凑学分的。 这使得除真正感兴趣的同学外，多数同学存在
一种混学分的心态。

综上分析， 我们将针对如上三个方面对控制系统仿真课程
进行教学改革，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二、控制系统仿真教学改革措施
1.教学模式多样性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既有控制原理和算法的理论部分， 也有

软件实现部分。 为了避免上机实践滞后课堂理论讲解，将授课地
点安排在机房，学生随老师边讲解边上机练习，同时教师也能通
过计算机的现场演练，让课堂内容生动起来。 如果对仿真时间长
或者涉及步骤多的仿真实例，可以通过提前准备好动画、视频等
方式给学生演示，这种方式更为直观、生动和及时，便于学生理解
课程知识[3]。

2.加重实践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 分阶段的布置一些具有实际工程背景的建

模、求解、分析与综合等不同类型的题目，引导学生进行系统分
析、编程调试、结果分析等综合训练，加深学生对控制系统各影响
因素的理解和提高动手操作能力，从中让学生独立、规范、科学地
完成设计。

动了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师生同心协力搞好教学工作，容易
收到好的教学效果[2-4]。 与大班理论课相比，TBL 教学法与传统讲
授法在机能实验课的联合应用有许多优势：①以小班为单位，5~7
人为一个小组，方便学生合作与老师人员的分配。 ②实验课老师
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比较了解， 有助于分配任务与及时调整方案。
③实验课本身就注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④学生在
上完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理论课后上实验课，学生可结合
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 ⑤教学时间更容易把握与分配。

基于上述背景， 在小班机能实验课教学中引入 TBL 教学方
法，具体措施如下：①遵循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原则，划分学习
小组，小组成员由性别、学习成绩等不同的学生组成，有利于成员
间取长补短、共同学习提高。②对实验班和对比班通过问卷调查，
了解学生对现行课堂教学模式的看法， 如实验课最大的缺陷、对
实验课老师的授课方式评价、什么是 TBL 教学、参与过哪些科研
技能培训、是否会通过互联网、图书馆资源查读文献等问题进行
问卷调查；③对实验班通过讲座、培训，使学生知道什么是 TBL
教学法，及如何合作学习，提高后续 TBL 教学法的教学效率。④在
TBL 模式之外采取一些辅助措施如开设讲座进行基本信息技术
培训，如文献资料的检索收集、PPT 的制作、讲授过程中需要注意
的问题事前简单说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以保证 TBL 的教学
效果。 ⑤建立评价机制，每组设置组长，对组员表现实行教师、组
内及组间多评分制，计入期末总评成绩，使学生能够清楚自己对
小组的责任，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 ⑥提前列出实验课必须掌握
的知识点，并拟定思考题,要求学生在授课之前针对相关问题自
学教材，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查阅相关资料，以小组为单位分析
资料、讨论交流，并作出 PPT。⑦实验结束时以小组为单位做实验
结论及实验过程的经验与教训， 而组内其他成员进行补充或质
疑，增强集体参与意识。

通过对学生的调查研究， 我们发现学生对实验课的新教学
手段的应用普遍持欢迎态度：①90%以上的学生认为现在实验课
最大的缺陷在授课方法单一及缺乏实践性环节；②80%以上的学
生不清楚什么是 TBL 教学，以前也没有参与过 TBL 教学；③不
到 50%的学生以往参加过学术报告会、文献检索培训、科研兴趣

小组等科研技能培训；④100%的学生认为与单纯课堂听课相比，
小组讨论、独立思考这种学习方式收获更大。

经过以上措施的实施， 我们发现小班机能实验课教学中引
入 TBL 教学方法有几个优势：①提高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
通过预习，自行查阅资料，实验操作能力明显提高。 而且，在教学
过程中，每个同学都有积极发言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 不仅激发
了学生的参与意识，也提高了学生的组织和表达能力。 ②增强团
队合作精神：在学习过程，需要组员相互的学习、沟通、合作，并且
组间及组内的评分机制也激发了组内成员的团结互助与组间的
友好竞争。 ③提高教学效果：通过主动查阅资料、搜集相关信息、
学习相关学科知识、总结归纳等多个环节，既能加深学生对理论
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也有利于启迪学生思维，提高创新能力的培
养。④提高授课教师的综合教学水平：教师查阅大量资料，综合实
验条件、教学目的、学生水平等多方面因素，选择合适的实验内
容，需要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的问题，还需要对授课整个环
节有良好的驾驭能力,课堂讨论过程中给与学生适当的、正确的
引导。 因此,TBL 整个授课的实施对于提高教师的综合教学水平
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应用过程中发现 TBL 教学法也存在缺陷。比如要求学
生课前预习，耗时多、对学生自学能力要求高；授课学时相对较少,
老师传授内容相对较少, 不便于学生对难点知识的理解；学生的讲
授时间不易控制，学生的实验操作时间相对缩短。 笔者认为, 教师
应根据授课内容、教学时间及授课对象，选择合适的授课内容，灵
活地选用多种教学法, 取长补短，从而达到最好的授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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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互动式教学法在生理科学实验课

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顾帝水，孔霞，周艳芳，李彬彬，李蓉，何志巍

(广东医学院，广东东莞523808)

【摘要】 目的：尝试多元互动式教学法在生理科学实验课教学中的应用，以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方

法：随机抽取广东医学院2008级临床医学本科两个班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学生实验技能考核成绩以及

调查问卷结果进行分析，比较传统实验教学方法与多元互动式教学方法的教学效果。结果：86．7％(26／30)

的学生对多元互动式教学模式的评价较好，实验组平均总评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尸<0．01)，实验组动手

操作能力、实验观察能力及综合分析能力得到提高(P<o．01)。结论：多元互动式教学模式有利于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关键词] 生理科学实验；多元互动式教学；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 A

生理科学实验课程是一门近年发展起来的实验性、综合

性较强的新型课程，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

体系，独立授课与考试。由于课程综合了生理学、药理学、病

理生理学、实验动物学等学科的知识，又是以动物实验为主

要教学形式，传统的教学方法在该课程实施过程中有很多缺

陷，尤其是缺乏师生及生(学生)生(学生)间的互动性，严重

影响了教学效果。为此，我们探讨多元互动式教学方法在生

理科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

教学质量。

一、对象和方法

(一)对象和分组：

选择我院2008级4班临床医学本科生30名为研究对

象，对其实行实验教学改革，即多元瓦动式教学模式。以我

院2008级6班临床医学本科生30名为作为对照，对其实行

传统实验教学模式?

(二)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即教师利用多媒体、课件、

板书、录像、示教、书写实验报告等传统教学方式进行实验课

的授课。

实验组：采用多元互动式教学模式，安排学生课前预习

相关内容(如相关理论知识及上网查相关文献，动物实验教

学录像、)，上课时让学生向老师提问实验相关理论及操作中

不理解的内容，老师则结合cAI课件及录像补充并提问一些

关键问题；然后分组进行实验，实验过程中小组内讨论分析

遇到的问题，老师适度参与指导；实验结束后，由各组小组长

将发现的问题及小组的分析向全班汇报，老师对问题作出判

断及总结，对于争议的问题课后要求学生通过进一步查询相

关资料与老师课外交流互动。对于实验设计课的内容则需

要学生查阅大量文献资料，需要学生与老师更多的课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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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并让学生在课堂讲台上讲解自己的实验设计，接受同

学及老师的质疑，然后自主准备和开展实验。

课程结束时，分别以设计性实验、实验操作考试、理论考

试及实验报告的形式对两组学生进行创新设计能力(10

分)、动手能力(40分)、综合分析能力(40分)和实验观察能

力(10分)等实验技能的考核，并进行总评成绩比较。同时，

采用自制问卷的形式调查学生对新实验教学模式的反映，调

查问卷的内容包括6项评价指标：理论与实验相结合、能力

培养(自学能力、培养科学思维能力、培养观察能力、培养动

手能力、培养创新能力、提高综合分析能力)、提高学习效率、

激发学习兴趣、对新教学模式的评价及实验教学的总体效

果。各项指标评价的结果分三个级别：好、中、差。

(三)统计学处理。

采用t检验对两组学生的创新设计能力、动手能力、综

合分析能力和实验观察能力等实验技能的成绩进行比较分

析。

二、结果分析

(一)学生对多元互动式教学模式的评价。

发放并回收自制问卷30份，回收率loo％。86．7％(26／

30)学生对新教学模式的评价级别为好，没有学生评价差；

90．0％(27／30)认为新教学模式的总体效果好，没有学生评

价差；93．3％(28／30)学生认为新教学模式能较好激发学习

兴趣和提高学习效率。83．3％(25／30)学生认为新教学模式

有利于理论与实验相结合；70．0％以上的学生认为新教学模

式有助于提高能力培养，包括：自学能力86．7％(26／30)、培

养科学思维能力70．O％(2l／30)、培养观察能力83．3％(25／

30)、培养动手能力86．7％(26／30)、培养创新能力76．7％

(23／30)、提高综合分析能力80．0％(24／30)。这些结果提

示多元互动式教学模式得到学生的肯定，能激发学生学习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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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有利于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及提高教学质量。

(二)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实验技能考核成绩的比较。

实验技能项目考核结果显示多元互动式教学实验组学

生动手操作能力、实验观察能力及综合分析能力得到一定的

提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实验组创

新设计能力与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并且在生

理科学实验总评成绩中，实验组平均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1)。这些结果提示新实

验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优于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见附表)。

附表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技能考核成绩比较(z±s，n=30)

注：与对照组比较：’JP<O．0l，与对照组比较：”P>0．05

三、讨论

“多元互动”教学法是互动式教学法的深化⋯。“多元

互动”教学模式是在开放教育环境下，把教学活动看作是多

元的交往沟通和动态的交互影响过程，通过深化和优化教学

互动的方式，充分利用各种与学习有关的教学要素，调节他

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相互作用，促进学员主动积极地学习

与发展，形成全方位、多层面的和谐互动，以产生教学共振、

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新型教学结构形式。它包括“显性互

动”和“隐性互动”。“显性互动”是指容易看到或觉察到的

表层互动，如通常所指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人机(网络)互

动。而“隐性互动”，则是比较隐蔽的、外人很难看到的深层

互动，概括起来至少包括：导学教育与学员自主学习的需要

互动、多种教学手段优势互补整合互动、课程教学与学员过

往经验配合互动、相关知识理论相互补充互动等。

由此可见，多元互动教学模式是针对成人学习的特点，

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着眼点，以提高学生综

合能力为目标，来保证教学活动的成功高效。这种教学特色

与生理科学实验的教学目标极其吻合，且在生理科学实验教

学过程中多个环节适合开展互动式教学旧⋯，并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因此，在生理科学实验中对互动式教学进一步深

化，积极采用“多元互动”教学模式必然能极大调动学生的主

动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在应用多元互动式教学模式的教学过程中，充分显示了

其优越性，调查结果显示，86．7％的学生认为采用多元互动

式教学模式教学效果较好。多元互动式教学方式的新颖性

也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93．3％的学生表现出浓厚

的兴趣，提高了教学效果。通过图书馆、网络、多媒体等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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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学生对实验相关知识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学生自学的能

力得到了锻炼，有86．7％的学生认为自学能力得到了提高。

由于每个学生都要参与讨论，这就会使学生主动的查阅相关

资料，结合自己的理解，阐明自己的观点，从而变学生被动学

习为主动学习，使绝大多数学生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及学

习的主动性方面得到了提高’41。实验技能项目考核结果也

显示了多元互动式教学实验组动手操作能力、实验观察能力

及综合分析能力得到明显的提高，且生理科学实验总评成绩

中，实验组平均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尸<0．01)，揭示了多元互动式实验教学模式优于传

统的实验教学模式。以上这些结果表明，多元互动式教学模

式较传统教学模式更受学生欢迎，多元互动式教学方法应用

于生理科学实验教学中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

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及总体教学效果，是一种切实可行、行之

有效的实验教学方法。

尽管多元互动式教学模式有诸多的优势，但在实施过程

中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学生已适应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

新的教学方法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学生需要在课前花费大

量时间查阅资料和进行小组讨论等；整个教学过程要求较

高，必须环环相扣才能很好地体现出多元互动式教学的优

势归1。因此，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还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使多元互动式教学方法进一步完善，力争与传统的教学模式

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使生理科学实验课的教

学质量在新的医学教育模式下进一步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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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3年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名单  

序号 申报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备注 

205 广东商学院 基于协同创新机制的新闻学本科专业综合改革研究 马持节 一般项目 

206 广东商学院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与实践——以 广东商学院为例 杜承铭 一般项目 

207 广东商学院 基于协同育人模式的广东省大学生创业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林莉 一般项目 

208 广东医学院 高等医学院校“生命文化教育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与实践 王双苗 重点项目 

209 广东医学院 构建立体化科研设计和科研实践课程，培养创新型药学人才 彭新生 重点项目 

210 广东医学院 利用高校教学督导机制全面快速并不断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 胡新荣 一般项目 

211 广东医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学信息管理）本科专业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的研究与实践 
吴应江 一般项目 

212 广东医学院 以培养临床思维为目标的本科内科学教育改革与实践 周宇 一般项目 

213 广东医学院 医学生多维协同学习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林路生 一般项目 

214 广东医学院 整合学科优势，建立多维化实验教学模式 周艳芳 一般项目 

215 广东医学院 基于网络的开放式护理实践教学管理平台建设 刘琼玲 一般项目 

 











附件： 

2014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本科类）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学  校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拟结项时间

（年/月） 
项目负责人 

526 GDJG20142227 广东医学院 一般类 广东医学院选修课课程体系构建的研究 2017年 9月 杨永丽 

527 GDJG20142228 广东医学院 一般类 广东省医学院校体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对策研究 2015年12月 张枝尚 

528 GDJG20142229 广东医学院 一般类 社区服务型英语专业课程模式研究 2016年 1月 覃继良 

529 GDJG20142230 广东医学院 一般类 
构建“抛锚式、开放型”药剂学实验教学体系：创新型药学人才

的培养 
2015年12月 于琼 

530 GDJG20142231 广东医学院 一般类 局部解剖学“多维化”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2016年12月 崔晓军 

531 GDJG20142232 广东医学院 一般类 病理生理学微课资源的建设和应用研究 2016年 5月 王槐高 

532 GDJG20142233 广东医学院 一般类 RES结合 SP教学模式在妇产科护理学中的探索 2016年12月 周晨慧 

533 GDJG20142234 广东医学院 一般类 
新媒介环境下大学生自媒体素养教育新模式的探索和实践研

究 
2015年12月 左伟 

534 GDJG20142235 广东医学院 一般类 实用高效的《诊断学》微课教学平台建设 2017年 7月 童金生 

535 GDJG20142236 广东医学院 一般类 基于碎片化学习的移动学习模式的探究与实践 2016年 6月 陈智勇 

536 GDJG20142237 广东医学院 一般类 药物分析实验教学创新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2016年 9月 汤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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