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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中增加叙事医学、医学人类学、医生职业精神培

育、医学人文关怀、矛盾冲突管理、信息管理、团队合

作、创新与批判能力培养等课程,形成涵盖哲学、伦
理、法律、文学、艺术、社会、历史、管理等领域的多样

化人文课程。
3. 3. 3摇 推进分层次的医学人文课程教育摇 遵循学

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结合学科、社会、学生

的特点和需要,从医学人文基础、医学人文综合、医
学人文应用三个层次,依次推进医学人文教育。 医

学人文基础层面包括医学人文导论、医学史、医学人

类学、叙事医学等课程,设置在一、二年级;医学人文

综合层面包括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

学、医学哲学、医学创新与批判能力培训等课程,设
置在三、四年级;临床教学是培养医学人才临床岗位

胜任力的关键阶段[7],在见习实习期间,应结合临

床实践设置医学人文应用层面课程及技能训练,包
括医患沟通学、医学人文关怀、卫生法学、矛盾冲突

管理、团队合作、临床实践中的伦理问题专题等,将
医学人文教育贯穿于五年学习全过程。 三个层面不

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和渗透,并在一定时间

和空间上有所侧重。 通过系统规划,努力构建出基

于岗位胜任力的、由功能上互相补充配合、结构上层

次分明、重点突出的课程模块构成的、与医学研究生

教育和继续教育相衔接的本科阶段医学人文课程

体系。
[ 参 考 文 献 ]

[1] 摇 廖婧延,叶国平,黎娟,等. 北美医学人文课程教学的经验与启

示[J] . 南方医学教育,2014(1):12.
[2] 摇 李秀宁,高超,刘翰楠,等. 国内外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设置比较

研究[J] . 中国医药科学,2015,5(17):68.
[3] 摇 全国医学院校医学人文学院(系)负责人联席会议. 人文医学

教育教学改革纲要[J] . 医学与哲学,2015,36(7A):1.
[4] 摇 刘虹,沈超. 独立建制医药院校人文医学教育教学组织状况调

查报告[J] . 医学与哲学,2015,36(7A):13.
[5] 摇 陈明华,张丽,马语莲,等. 医师岗位人文胜任力与医学人文教

育改革[J] .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82(5):
415.

[6] 摇 李淑玲,杨晨,路海,等. 医学院校医学人文课程开设现状及对

策研究[J] . 济宁医学院学报,2018,41(1):9.
[7] 摇 卢书明,李春艳,李琦,等. 培养医学生临床岗位胜任力的实践

与思考[J] . 医学与哲学,2018,39(6A):61.

(本文编辑摇 刘梦楠)

[收稿日期] 2019 - 06 - 20摇 [修回日期] 2019 - 12 - 31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学研究项目(2017jyxm1410);蚌埠医学院教学

质量工程项目(2017jyxm36,2017jyxm75,2017zxjy12)
[作者单位] 1. 蚌埠医学院 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安徽 蚌埠 233030;

2.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安徽 蚌埠

233040
[作者简介] 黄摇 丽(1982 - ),女,硕士,副教授.
[通信作者] 葛荣靖,博士,副教授. E鄄mail:zi05@ 163. com

[文章编号] 1000鄄2200(2020)01鄄0117鄄03 ·医学教育·

《病理生理学》微课嵌入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黄摇 丽1,王摇 春2,赵士弟1,葛荣靖1

[摘要]目的:对微课嵌入式教学模式在病理生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进行评价。 方法:选择蚌埠医学院 2016 级临床医学

专业两个班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一个班为实验班,采用微课嵌入式教学模式进行病理生理学教学;另一班为对照班,采用传统

教学模式教学。 课程结束后对两个班学生进行阶段性理论测试、临床病例分析能力测试及学习满意度问卷调查,评价教学效

果。 结果:与对照班比较,实验班理论考试成绩和病例分析测试成绩均得到显著提升(P < 0. 01) ,课程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

实验班学生对微课嵌入式教学模式各项指标的满意度均达 90%以上。 结论:微课嵌入式教学模式对病理生理学的教学效果

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医学教育;微课;嵌入式教学;病理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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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病理生理学是临床医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
在临床医学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连

接基础医学课程和临床课程的桥梁课程。 该门课程

的主要任务是探讨患病机体的功能、代谢变化和机

制,在揭示疾病的本质的同时,它更能够为如何预防

和诊疗某一种疾病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 学生通过

该门课程第一次系统学习各种疾病的概念、分类、发
病机制等知识,因而造成学生理解和掌握病理生理

学相关理论知识比较困难。 本课题组在临床医学专

业本科的病理生理教学中,将微课作为灵活的组件

嵌入相对应的教学环节中,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现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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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选择蚌埠医学院 2016 级临床医学

专业两个班为教学研究对象,其中一个班为对照班

(120 人),另一班为实验班(122 人)。 两班学生均

通过全国高等教育入学考试选拔,随机分班。 两班

学生的年龄、性别、入学成绩和学习能力均具有可

比性。
1. 2摇 教学资料和授课教师摇 对照班和实验班学生

均采用人民卫生出版社王建枝、钱睿哲主编的《病
理生理学》,选取第 9 章“应激冶共 6 学时的内容进

行教学。 教学目标、课件及教学视频等资源通过

QQ 群和考试酷平台与学生共享。 两班由同一教师

授课,教学大纲、教学时数、教学目标均相同,具有可

比性。
1. 3摇 教学方法摇
1. 3. 1摇 对照班摇 采取传统的“以课程讲授为主、案
例分析为辅冶的方法进行授课。 教学模式为“案例

导入 -概念分析 - 机制探讨冶,结合多媒体课件对

应激的相关内容进行讲授,有步骤地将应激的概念、
机体的功能代谢改变及机制,以及应激与疾病的相

关知识讲授给学生。 课后,学生按要求完成考试酷

平台的习题。
1. 3. 2摇 实验班摇 采取微课嵌入式教学模式。
1. 3. 2. 1摇 教学设计摇 将教材内容分解成独立的教

学模块,每个教学模块又具有内在逻辑,同时将微课

作为教学环节的灵活组件嵌入其中,形成微课与教

学过程的有机融合,将学生课前预习、课堂学习、小
组讨论以及课后复习融合到一起,形成一体化教

学[1]。
1. 3. 2. 2 摇 微课制作 摇 以“应激冶一节为例,将“应
激冶分为“概念、机制、病例冶3 个模块,每个模块的微

课制作的内容不同,微课内容主要涉及多个方面,包
括启发思考、资源文献、基础理论、案例分析和问题

解答等,根据教学进程在不同教学环节阶段推送给

学生。 在制作方面,授课教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

行,既可以自己亲自制作,也可在网上寻找相关资

源,或者通过同业互助形式进行分享制作。 微课时

长控制在 5 ~ 10 min,容量多在 10 ~ 20 M,重点以视

频、图片、典型临床案例等为引导,启发学生思考,以
问题、讨论等启发学生从现象中总结、归纳出结论。
1. 3. 2. 3摇 教学实施摇 教师在课前将部分微课内容、
教学多媒体课件和电子教案上传到考试酷平台和班

级 QQ 群中,同学们自行下载后用于预习和复习。

在课堂上利用微课导入问题:制造应激情境,感知应

激时的躯体反应,同时利用耳熟能详的故事类比应

激过程,引出在应激反应中,机体的神经内分泌系统

到底会出现哪些改变及其发生机制。 将同学分组,
各组自行讨论,对理论知识不太理解的同学可自行

观看基础理论类的微课,讨论结束后各组回答问题,
教师进一步讲解有关理论知识。 授课教师在每次课

堂教学和讨论结束后对需要学习的知识点进行总

结,对重难点进行提示;对同学提出的问题进行现场

答疑。 课后,要求同学通过观看微课,进一步巩固课

堂教学内容,加深理解。 总之,学生学习的基本环节

是“发现问题 - 知识背景 - 解决方案 - 发散思考冶
(见图 1),老师按照课程节奏推送微课组件,引导学

生有目标有计划完成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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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实验班与对照班阶段性测试理论成绩和临床

案例分析成绩比较摇 实验班学生两类测试成绩明显

高于对照班(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实验班与对照班阶段性测试成绩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理论成绩 案例分析成绩

对照班 120 85. 16 依 7. 52 87. 39 依 10. 26

实验班 122 74. 28 依 11. 21 71. 78 依 12. 17

t — 8. 85 10. 78

P — <0. 01 < 0. 01

2. 2摇 实验班微课嵌入式教学问卷满意度调查结果

摇 实验班学生对微课嵌入式教学模式各项指标的满

意度均达 90%以上,满意度高(见表 2)。

3摇 讨论

摇 摇 21 世纪世界各国的竞争是创造性人才的竞争,
创造性人才必须掌握和学习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包括如何通过自主研究、合作交流等方式来进行终

身学习,养成科学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态度。 所以,如
何培养这样的人才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应该深思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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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实验班对微课嵌入式教学效果的主观评价(% )

项目 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差

激发学习兴趣 92. 13 6. 19 1. 68 0. 00

增强自主学习能力 摇 91. 33 6. 03 1. 81 0. 83

课程知识掌握程度 90. 45 7. 23 1. 32 1. 00

知识面扩大程度 91. 29 6. 74 1. 33 0. 64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90. 01 7. 57 1. 48 0. 94

团队协作创新能力 90. 74 7. 58 1. 02 0. 66

摇 摇 传统的病理生理学教学方法跟大多数学科一

样,有以下几个相同的特点:机械、枯燥和灌输记忆。
在这种教学中,教师一般根据教学大纲备课,结合幻

灯片,照本宣科、平铺直叙,即使是对于重点内容需

要知识延伸和强化时,也不会超出教材和大纲范围,
通常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

能力[2]。 因此,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积极培

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目前教学方法改革的目

标。 在信息及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信息技术与学

科教学通过微课进行有机地融合,通过网络手段完

成教学,尤其是通过微课嵌入式教学模式实现教学

创新是适应医学教学改革趋势的。 微课是一种零散

的课程资源,它基于教学设计思想,利用多媒体技术

就一个知识点进行针对性讲解,一般时间控制在 10
min 之内。 而“嵌入式教学冶,是在传统教学模式中

嵌入国内外先进教学理念,丰富教学方法,改变传统

讲授型教学模式的单一性,提升学生学习的过程性

和能动性,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以
实现由传统教学模式向混合式教学模式过渡进程中

的教育培养目标[3 - 4]。
微课嵌入式教学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教学资源,

不同于传统单一类型的教学资源,它是在其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通过微课嵌入式教学法,激发学生自

主探究的精神,在病理生理学教学中引入微课嵌入

式教学法,根据教学的内容与重、难点来设计微课内

容,对问题进行详细的探究,通过微课内容的筛选,
列举与临床工作或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实例,让学

生掌握病理生理学中一些难懂的、深奥的知识。 另

外此种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能力,同时可以培养学生团队协作和创

新能力。 当前学生中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早已经

普及,学生更容易接受利用此类终端,利用平时零碎

时间,轻松愉快地接受知识。 这样的模式提高了学

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另

外,与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内容和传统教学方式明

显不同,微课嵌入式教学模式的侧重点可集中在讲

解知识体系中最复杂难懂的部分,可以组织学生集

中讨论解决问题,从而帮助学生迅速理解重难点,提
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了

教学效果。
综上,微课嵌入式教学模式与传统的病理生理

学教学模式相比,不但提高了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
更是将学生的学习热情进一步提高,使学生从被动

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能更好地开阔学生视野,激发

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进行微课嵌入式教学模式实践能有效提升病理生理

学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也为其他

学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教学经验。 总之,微课嵌入

式教学模式更像是问路石,通过总结其在实施过程

中好的意见与建议,使我们的教学方案和具体组织

实施更加合理,为进一步提高病理生理学教学质量

提供依据。 微课嵌入式教学模式已展现出巨大的价

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和推广

应用的新型教学模式,因此将之普遍引入病理生理

学教学是适应医学教学改革发展趋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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