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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卫生事业管理学》线上教学评价

周摇 焕

[摘要]目的: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卫生事业管理学》线上教学与非疫情下传统教学效果进行比较。 方法:将蚌埠医学

院卫生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生 2017 级 58 人和 2016 级 56 人分别作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观察组在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下采用网络直播课为主的线上教学,对照组在非疫情时期采用以面对面课堂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法。 通过

对学生进行访谈、设计问卷进行调查和课程考核成绩来评价教学效果。 结果:观察组在对课程的兴趣、学习自主性、教师投入

度、教学方法评价等方面高于对照组,在课堂氛围、教师答疑速度、理论与实践能力培养、教学效果评价和教学满意度等方面

低于对照组(P < 0. 01)。 线上教学模式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需要更多的课外学习时间。 对照组传统教学模式的课程成绩

(84. 21 依 7. 81)分优于观察组线上教学的课程成绩(69. 92 依 6. 0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 10. 92,P < 0. 01)。 结论:线上教

学在技术支撑、运行体系、评价模式等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加强,高等医学院校应抓住应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挑战的契机,积极

做好线上教学技术支撑手段创新和教学设计的探索,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改革,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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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online teaching metho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VID鄄19 in health servic management cours

ZHOU Huan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metho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VID鄄19 outbreak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under no COVID鄄19 outbreak in health service management course. Methods:Fifty鄄eight undergraduates of
2017 and 56 undergraduates of 2016 whose major i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 in 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were taken as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respectively. Online teaching method was us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VID鄄19 outbreak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while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face鄄to鄄face classroom instruction during the no epidemic period. The effect of Evaluate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by the way of
interview the students,design questionnaires,and analysis the course score. Results:The observation group i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interest in curriculum,learning autonomy,teacher input,teaching method evaluation,etc. ,and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classroom atmosphere,teacher answering speed,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teaching effect evaluation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P < 0. 01).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online teaching mode needed more extracurricular learning
time. The scores of course in the control group (84. 21 依 7. 81)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69. 92 依 6. 01),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t = 10. 92,P < 0. 01). Conclusions:The technical support, operation system and
evaluation style of online teaching need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 of COVID鄄19 outbreak. They should actively innovate new online teaching technical support means and design new
teaching approach to accelerate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med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medical education;online teaching;traditional teaching;health service management

摇 摇 2019 年底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业已

成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不仅对人民生活和经济社

会发展造成巨大影响,也严重影响了高等学校教学

秩序[1]。 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高校传播,教
育部在 2020 年 1 月份出台通知要求 2020 年春季学

期延期开学,并提出“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冶,号
召高等学校开展线上教学来应对疫情冲击[2]。 2020
年 2 月中下旬开始,国内高校和教育机构纷纷启动

了突发疫情下的教学应急预案,利用超星学习通、微
信、QQ、钉钉、慕课等多种平台,结合录播课、直播

课、线上答疑、线上考试等多种形式组织开展了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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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积极应对疫情给教学带来的不利影响。 从开

始的不适应到适应,从对线上教学的不熟悉到熟悉,
短时间内线上教学模式成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下开展教学的主流方式,为解决疫情期间的教学开

展难题提供了解决路径[3],但是教育界对线上教学

的教学媒介、教学形式、评价体系等尚未形成标准范

式,对线上教学的效果研究文献报道较少。 本研究

以卫生事业管理学课程为载体,通过对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下卫生事业管理学课程线上教学模式和

非疫情下传统的以课堂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教

学效果进行研究,从两者之间教学效果差异出发分

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线上教学模式开展中需

要注意的问题,探寻更加高效开展线上教学的实施

路径,为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提供参考。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蚌埠医学院卫生管理学院 2017 级

和 2016 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生分别纳

入观察组(58 人)和对照组(59 人)。 观察组和对照

组分别采用线上教学模式和以课堂讲授为主的传统

教学模式,2 组本科生在年龄、性别、入学成绩等基

本指标均具有可比性,教学均由相同教师进行授课。
1. 2摇 教学方法 摇 观察组:授课时间为 2019 - 2020
学年第二学期,处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采
用线上教学模式,通过超星学习通系统提前发布教

学大纲、教案、授课 PPT、参考文献和资料给学生进

行预习,通过班级 QQ 群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点进

行视频和 PPT 同步直播理论授课,通过腾讯会议进

行实验课的直播教学,在课堂中通过并学生进行提

问等进行互动,课后布置思考题和小作业等,并在超

星学习通系统和通过班级 QQ 群回复学生问题。 对

照组:授课时间为 2018 - 2019 学年第二学期,处于

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采用的是传统教学

法。 以传统的课堂多媒体理论授课为主,同时辅助

以案例教学法和相关参考资料。
1. 3摇 评价方法 摇 (1)访谈法。 对观察组同学在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进行视频半结构化访谈;对
照组结合评教评学,学生进行面对面半结构化访谈,
收集其对课程教学的看法、了解其学习体会,并倾听

其教学改革建议。 (2)问卷调查。 根据提前预先设

计课堂评价调查问卷,包括学生一般情况、对教学效

果等相关问题和课外学习时间花费等。 调查教学效

果内容包括课程的兴趣、学习自主性、课堂氛围、教

师投入度、教师答疑速度、理论与实践能力培养、教
学方法评价、教学效果评价、教学满意度等。 观察组

和对照组分别采取网上调查和现场调查的方式在课

程结束后匿名填写调查问卷。 (3)教学效果比较分

析。 通过对 2 组课程的考核成绩进行比较,分析不

同教学法教学效果差异。 2 组间课程考核成绩通过

形成 性 评 价 构 成, 具 体 包 括 学 生 课 程 出 勤 率

(10% )、平时作业(30% )和闭卷考试(60% )构成,
所有考核标准一致,试卷难度、评分标准和评阅人

相同。
1. 4摇 质量控制摇 严格控制混杂因素的影响,从组织

实施、问卷调查、专题访谈、考核评价、统计分析等全

过程进行质量控制,通过试调查等控制问卷质量。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访谈结果摇 观察组同学认为线上教学和传统

面对面教授相比形式更加新颖,刚开始有利于提升

学习兴趣。 线上教师提供的学习资料方便其自学,
使得其对整个课程知识体系掌握更加系统,促进了

其主动学习意识、有利于扩大知识面,但是部分章节

提供的参考资料偏多,特别是随着其他课程线上教

学的不断推进,加重了学习负担,对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要求较高,导致学生的兴趣减低。 线上教学对老

师的要求更高,要求老师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课

程教学准备;线上教学中直播较录播效果好,直播画

面感更强、避免了部分录播课录播音质教差的情况,
有利于提高学生注意力。 师生互动方面,线上学习

在直播课程中互动较少,老师也无法观察到不同的

学生是否真正在电脑前学习,在直播中老师不定期

地抽学生回答问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式;另外线

上教学老师对学生的答疑具有滞后性。
对照组同学在评教评学中反应面对面讲授为主

的传统教学模式是长期以来比较熟悉的教学方式,
能够很好地配合老师完成教学工作,但是缺乏新鲜

感,不利于提升学习的主动性,但是有利于教师调节

课堂氛围,师生互动可以丰富多彩,有利于拉近老师

和学生之间距离,从而提升学习效果。 请教老师问

题也更加直观方便,可以快速现场获得解答。
2. 2摇 问卷调查结果摇 共发放调查问卷 114 份,实际

回收 114 份,剔除不合格问卷 5 份,实际有效问卷

109 份,其中观察组有效问卷 54 份,对照组有效问

卷 55 份,整体有效率为 95. 61% 。 观察组在对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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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学习自主性、教师投入度、教学方法评价等

方面高于对照组,在课堂氛围、教师答疑速度、理论

与实践能力培养、教学效果评价和教学满意度等方

面低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学生课程学习的认知情况

问题
观察组(n =54)
高摇 一般摇 低摇

对照组(n =55)
高 摇 一般 摇 低摇

字2 P

对课程的兴趣 48 2 4 1 40 14 85. 02 < 0. 01

学习自主性 34 18 2 4 39 12 38. 56 < 0. 01

课堂氛围 7 17 30 22 28 5 28. 30 < 0. 01

教师投入度 25 15 14 6 24 25 16. 82 < 0. 01

教师答疑速度 8 28 19 33 11 10 25. 44 < 0. 01

理论与实践能力培养 12 32 7 28 16 10 12. 19 < 0. 01

教学方法评价 48 3 3 5 41 9 70. 70 < 0. 01

教学效果评价 13 30 12 31 12 11 15. 11 < 0. 01

教学满意度 3 36 16 42 5 7 60. 76 < 0. 01

摇 摇 在课程课外学习时间耗费方面,调查显示每周

课外学习时间 1 h 以下的观察组线上教学模式为

29. 63% 、传统教学模式为 63. 63% ;每周课外学习

时间 1 ~ 2 h 的观察组线上教学模式为 51. 85% 、传
统教学模式为 23. 64% ;每周课外学习时间 2 ~ 4 h
的观察组线上教学模式为 11. 11% 、传统教学模式

为 7. 27% ;每周课外学习时间 4 h 以上的观察组线

上教学模式为 7. 41% 、传统教学模式为 5. 45% ;这
说明线上教学模式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需要更多的

课外学习时间。
2. 3摇 课程考核成绩摇 对照组传统教学模式的课程

成绩(84. 21 依 7. 81)分,优于观察组线上教学的课

程成绩(69. 92 依 6. 0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
10. 92,P < 0. 01)。

3摇 讨论

3. 1摇 传统课堂教学发挥重要基础性作用摇 面对面

课堂教学作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有着其历史的传承

的重要价值。 卫生事业管理学是一门综合了管理

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学科,
系高校卫管等专业主干课程之一。 卫生事业管理学

教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和时代的发展和具体的

卫生管理问题接轨[4]。 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课堂

讲授和辅助以案例教学为主,通过课堂基础教学,传
统的言传身教,有利于促进师生互动,培养学生对基

本理论知识的认知。 没有课堂系统知识的讲授,仅
仅依靠学生的自我学习和网上学习等,不利于学生

快速掌握课程的基础内容,尤其对于部分学习缺乏

自主性的同学来说,将大大降低学习效果。 因此,在
教学实践中,教师的课堂讲授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环

节,为改进传统教学存在的学生主动性不强、理论与

实践结合不紧密等诸多难题,从而提升教学效果,近
年以问题为导向教学法[5] 应用比较普遍,另外翻转

课堂[6]、基于微博平台的教学[7] 等也在卫生事业管

理学教学中得到应用,这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期间线上教学方面的使用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参

考。 教师可以在基础理论讲授的基础上,结合线上

和线下翻转课堂的方式,根据不同章节的特点利用

情境模拟教学、PBL 教学、辩论式教学法等目前已经

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多种现代教学手段来优化传统

教学内容和形式,强化教师的引导和学生自主学习

和教学参与度和实操性,真正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理念,教学相长,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3. 2摇 线上教学体系有待完善摇 线上教学是综合运

用了网络、人工智能和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的新

型教学方式。 随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线
上教学必然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方式之一,
也是在新时代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由路径。 当前

我国正处于线上和线下教学并行发展的阶段,创新

的线上教育形式不断出现,成为教学改革研究的热

点,但是线上教学在教学体系,特别是教学质量和运

行模式等方面还有待改进,具体体现在:首先从社

会、学校和师生对线上教育的认识不够深入,从此次

疫情期间的表现来看,大部分线上课程是将传统的

课堂教学用网络的形式通过录播或者直播、复制到

线上。 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学生在新鲜感消失后,学
习积极性容易下降,从而降低教学效果。 这要求教

师换位思考,从学生角度进行教学内容设计,可以采

取直播中进行随堂提问、互动答疑等形式,开放学习

情境,提升课堂学习氛围,让学生变被动和参与为主

动。 在教学资源方面,要针对学生个体化差异,实行

差异化的教学,满足不同层次需求。 其次,线上教学

的技术支撑不够完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

间,线上平台数量较多,水平参差不齐,部分网络平

台由于出现网络拥堵现象,影响了教学效果;此外线

上教学对实验教学的技术支撑严重不足,在我们卫

生事业管理教学中原来传统模式下安排的情境教学

法和现场教学、辩论式教学和实验教学就无法在线

上进行,这也表明实验课虚拟仿真工作技术尚存在

短板[8]。 再次,线上教学的运行基础需要进一步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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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要大力加强便捷线上支撑技术平台建设,改进

网络条件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要鼓励各大高校加

强在线教育资源建设的投入和力度,积极推进资源

共享、共用,提供可选择、精准化和个性化的教学解

决方案;要鼓励开展线上教学的经验、手段、方法、模
式等创新研究,不断构建师生共生、共进、共享的在

线课堂;要注重组织管理和培训,培育教师和学生在

线教学素养,培训教师线上教学的相关技能,科学合

理选择线上授课方式和组织方式,制定合理教学计

划,提升教学效率。
3. 3摇 线上教学效果有待加强摇 本研究从课程成绩

显示传统教学模式优于线上教学模式,此外学生对

课程的教学效果评价也是传统模式更优于线上模

式。 分析原因,一方面,可能与线上教学实行时间不

长,教师对课程的设计把握性没有传统教学法强和

线上学习学生的实际学习参与度不好监控有关;另
一方面和线上教学的师生互动和相关教学评价体系

不完善及老师和学生均不适应线上教育及考核的形

式有关。 比如,目前线上教学参照传统的教学法以

出勤率、课堂作业和考核成绩等作为课程考核的依

据,针对线上教学的独特考核评价方式尚未建立;线
上教学对学生线上学习的状态识别和师生之间的互

相反馈,相关的线上教学评价考核技术支撑体系尚

显不足。 另外,如何开展多途径、多渠道的线上教学

质量检测,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将传统的评价评学、
过程性评价,包括学生自评、教师评价、师生互评、专
家评价等在线上如何实现,也是线上教学发展需要

解决的问题。 此外,线上教学进行的课程考核一般

采取开放式方式,很难通过闭卷考试进行,如何设计

科学合理的线上教学考核模式也成为需要探索的问

题。 这些都要在今后的线上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和

持续改进。

总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高等医学院校

教学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但是同时也为

在新时代加快推进线上教学和教育信息化建设提供

了契机,在新时代如何构建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发展

的教育模式、不断创新教学的方式方法、提升人才培

养的质量和效率,因材施教、以人为本,强化差异化

人才培养策略,将是高等医学教育界教学改革的重

要方向[9]。 高等医学院校应抓住应对新型冠状肺

炎疫情挑战的契机,积极做好线上教学技术支撑手

段创新和教学设计的探索,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改

革,抢抓机遇,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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