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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临床案例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在妇产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李金芝,白摇 洁,刘摇 敏,张摇 静

[摘要]目的:探讨基于临床案例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在妇产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实验组采用基于临床案例的多

元化教学模式,对照组采取以传统讲授法为主的教学模式,并采取问卷调查和课程考核成绩评价教学效果。 结果:实验组学

生课程考核成绩高于对照组(P < 0. 01);实验组 106 名学生(91. 4% )认为基于临床案例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提升了总体教学效

果,且 108 名学生(93. 1% )希望继续开展多元化教学模式。 结论:基于临床案例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是可行的,有利于学生综

合能力的培养,教学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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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clinical cases
in the teaching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ing

LI Jin鄄zhi,BAI Jie,LIU Min,ZHANG Jing
(School of Nursing,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clinical cases in the teaching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ing. Methods:The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aught using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clinical cases, respectively. The teaching effects in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course examination score. Results:The score i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One hundred and six students(91. 4% ) believed that the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clinical cases could
improve the overall teaching effect and 108 students(93. 1% ) wanted to continue the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 Conclusions:The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clinical cases is feasible,which is helpful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忆 comprehensive ability.
[Key words]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clinical cases;nursing;teaching effect

摇 摇 《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 - 2020 年)》 [1]

中明确提出“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提高护理人才培

养质量,为病人提供优质护理。冶因此,深化高等护

理教育教学改革、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对促进护理事

业发展、满足社会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8 年教

育部颁布了《护理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2],对护

理本科生在思想道德与职业态度、知识和技能等培

养目标都作出明确的规定,提倡积极开展提高学生

主体性和核心能力的教学方法的改革,如 PBL、CBL
等探究性、自主性学习方法,以提高护理人才专业素

质。 研究[3 - 5]显示 PBL、CBL 等基于临床案例开展

教学,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利于培养批判性思维

能力、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等。 但是,PBL、CBL
等先进教学法的开展受到教学管理机制和教学资源

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且相对于讲授法而言,PBL、CBL
等缺乏对于学科理论知识的系统阐述,耗时、耗力。
因此,教学方法的改革,科学性是第一的,可依据课

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资源等合理使用各种教

学方法和手段[6]。 因此,如何优化教学模式、改进

教学方法成为广泛关注的课题。 妇产科护理学是一

门重要的临床护理学科,目前我校理论授课采取大

班教学、实践采取小班教学。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本
研究尝试将“基于临床案例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冶应

用于妇产科护理学教学过程中,以期最大限度地实

现教学目标、提高教学质量。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以蚌埠医学院 2016 护理本科 234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利用掷硬币法将 A 班(118 人)
作为对照组、B 班(116 人) 为实验组。 年龄 20 ~
22 岁,男生 51 人,女生 183 人。 2 组年龄、性别以及

大一、大二的平均成绩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研究方法摇
1. 2. 1摇 对照组摇 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教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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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多媒体课件、以传统的讲授法为主,辅以提问、启
发、举例等方式,依据教学设计系统地讲解基本知

识、基本理论,课后设置任务、提供学习资源等;随后

完成 2 次临床见习和 1 次病例分析报告。
1. 2. 2摇 实验组摇 采取基于临床案例的多元化教学

模式,依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教师把讲授法、案
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等有机结合融入教学活动中。
具体实施步骤:(1)讲授法,依托多媒体课件,按照

知识的内在逻辑性由浅入深、全面系统地介绍基本

知识和基本理论,辅以恰当提问、举证临床实例等方

式以达到提高学生注意力、理解、记忆知识的目的;
(2)案例教学法,通过教研组集体备课,确定“正常

分娩冶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冶 “产后出血冶 “胎膜早

破冶“子宫肌瘤冶和“子宫颈癌冶等 6 节内容作为案例

教学内容。 首先,依据教学目标遴选临床真实病例

并进行改编,按照病情发展、诊疗护理经过等划分若

干个情境,使得案例中的“事件发展冶层层递进、问
题设置由简到难,以护理情境动态、持续性发展变化

为特征。 同时,提前 2 周通知学生做好相应的准备;
然后,课堂上由教师导入案例,由案例问题切入讲解

基本知识,进而依据案例中每个情境设置的问题引

导学生“身临其境冶、激发内心学习动机,“病人发生

了什么情况? 依据?冶 “假如你是责任护士,你会怎

么处理呢? 依据呢?冶……,鼓励学生积极发表自己

的看法,积极参与课堂讨论,通过师生之间、学生之

间的多元互动,最后对案例中涉及的基本知识、分析

问题策略和问题解决方法等达成共识;(3)角色扮

演法,实践教学中,学生以小组为单位(3 ~ 4 人 /组)
完成 2 次临床见习,收集一份完整的病例资料、与病

人和家属进行深入交谈了解真实想法、评估住院环

境等;然后按照“入院评估冶 “术前护理冶 “术后护

理冶和“出院指导冶等特定情境完成脚本的撰写,小
组长负责任务的安排,每个小组成员必须承担相应

的角色如病人、护士、家属或医生等,准备时间为 2
周。 课堂上每个小组采取角色扮演法展现临床工作

中的某一场景(时间为 5 ~ 10 min),教师引导、鼓励

学生对每个小组的角色表现、知识应用、问题解决、
人文关怀、情境设置等方面进行互相点评、讨论,分
享各自的收获和感悟,最后教师进行点评和总结。
1. 3摇 教学效果评价摇
1. 3. 1摇 实验组学生对基于临床案例的多元化教学

模式的效果评价摇 由研究者在参考文献[7 - 8]的基础

上自行编制“基于临床案例的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效

果评价表冶,包括“激发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利于本

学科知识的系统掌握冶等 15 个方面综合评价教学

效果。 每个条目的选项包括赞同、一般、不赞同,学
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如实填写。 教学任务结束 2
周后进行问卷调查。 共发放 116 份问卷,回收有效

问卷 116 份,回收率 100% 。
1. 3. 2摇 课程考核成绩摇 依据教学大纲,课程考核成

绩(综合成绩) = 平时成绩 伊 30% + 终末理论考核

成绩 伊 70% 。 其中,平时成绩包含测验成绩占 20%
(产科、妇科模块各占 10% )、 实践教学成绩占

10% ;终末理论考核为闭卷,满分 100 分。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学生课程考核成绩的比较摇 实验组学生

的平时成绩、终末理论考核成绩以及综合成绩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学生课程考核成绩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平时成绩摇 终末理论考核成绩 摇 综合成绩

对照组 118 26. 97 依 1. 11 75. 29 依 9. 17 79. 67 依 7. 00

实验组 116 28. 17 依 0. 68 79. 80 依 7. 89 84. 04 依 5. 78

t — 6. 80 2. 77 3. 56

P — <0. 01 < 0. 01 < 0. 01

2. 2摇 实验组学生对基于临床案例的多元化教学模

式效果的评价摇 90%以上的学生赞同“多元化教学

模式提升总体教学效果冶、并希望“继续开展多元化

教学模式冶。 116 名学生中,仅有 17. 2%的学生认为

多元化教学模式增加了学业负担(见表 2)。

表 2摇 实验组学生对多元化教学模式的评价[n;百分率(% )]

调查项目 赞同 一般 不赞同

1. 激发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106(91. 4) 7(6. 0) 3(2. 6)

2. 利于本学科知识的系统掌握 97(83. 7) 12(10. 3) 7(6. 0)

3. 促进师生多元有效互动 101(87. 0) 9(7. 8) 6(5. 2)

4. 利于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105(90. 5) 8(6. 9) 3(2. 6)

5. 利于职业情感的培养 106(91. 4) 9(7. 8) 1(0. 8)

6. 提高表达和沟通能力 90(77. 6) 14(12. 1) 12(10. 3)

7. 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107(92. 3) 7(6. 0) 2(1. 7)

8. 促进多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 88(75. 9) 17(14. 7) 11(9. 4)

9. 利于人文关怀能力的培养 109(93. 1) 5(4. 2) 2(1. 7)

10. 利于团队精神的培养 101(87. 0) 6(5. 2) 9(7. 8)

11. 提高自信心 96(82. 8) 16(13. 8) 4(3. 4)

12. 教学模式多样生动 105(90. 5) 7(6. 0) 4(3. 4)

13. 提升总体教学效果 106(91. 4) 9(7. 8) 1(0. 8)

14. 增加学生学业负担 20(17. 2) 11(9. 5) 85(73. 3)

15. 继续开展多元化教学方法 108(93. 1) 6(5. 2) 2(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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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讨论

3. 1摇 开展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必然性和可行性摇 以

需求为导向,培养学生必备的岗位胜任能力是教育

改革的主要趋势。 妇产科护理实践中要求护士“针
对个案在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的需要及调适,为
其提供安全的、高质量的健康照顾冶 [9],这不仅要求

护士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熟练的专科技能,还需

要良好的沟通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人文关怀能力

等,这样才能实施“以家庭为中心冶的整体护理。 大

量研究[5,8,10]显示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如 PBL、
CBL、CPBL 等在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方面效果显著,
但是对师资力量、教学资源等要求较高。 《护理学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2] 中强调“要重视教学方法

的改革,但要尊重不同学校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合理

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冶。 因此,如何优化教学模式、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是护理教育者面临的新课题。 本研

究中综合考虑学科特点、教学目标、师资力量和教学

周数等因素,将传统讲授法与案例教学法、体验式教

学法和角色扮演法等先进教学方法有机融合、取长

补短、互为补充,师生有效互动产生教学共振,不仅

提高整体教学质量,也保证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因

此,基于临床案例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是可行的,也顺

应了我国高等护理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趋势。
3. 2摇 开展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有效性摇 学习成绩反

映了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水平,也反映了教学质

量的高低。 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的平时成绩、终末

理论成绩和综合成绩均高于对照组,说明基于临床

案例的多元化教学模式能够提高教学质量。 多元化

教学模式既保证学生获得完整和系统的学科知识,
又依托案例的情境、问题促使学生将知识应用于解

决实际问题,通过临床见习、角色扮演法将学生置身

于“临床真实事件冶,使学生认识到临床工作的复杂

性、艰巨性及自身知识、能力等诸多方面的不足,从
而激发内心的职业情感和学习动机,真正成为教学

活动的主体,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 多项

研究显示[5,8,11]多元化教学模式极大地促进师生多

元互动,激活学生的思维潜能,引发学生的情感体

验,在提高理论成绩、实践水平以及临床思维能力等

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多元化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 学生

是教学改革的载体,其对教学方法的接受度、认可度

也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12]。 调查结果显示 90. 0%
以上的学生认为多元化教学模式基于临床、基于实

践,并展现于课堂,形式多样、生动,激发了学习兴趣

和主动性,利于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这对学生毕业

后较快地适应临床工作、胜任临床工作岗位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多元化教学模式有效促进师生、生
生沟通交流,团队协作意识和自信心明显增强

(87. 0% 、82. 8% )。 护理人文关怀能力是护理的核

心和本质[13],也是目前临床优质护理的重要内涵之

一。 本研究将临床真实病例改编后融入课堂教学,
通过教师声情并茂地讲述“事件的发展、结局冶以及

学生接触临床的体验式学习和情景角色扮演法,深
刻体会到护士承担的多种角色以及安全、高质量的

护理服务对促进病人康复的重要性,激发了学生内

心职业情感,91. 4%和 93. 1% 的学生认为多元化教

学模式“利于职业情感的培养冶和“利于人文关怀能

力的培养冶,这对促进学生职业认同和职业发展具

有深远的意义。 对于将来“继续开展多元化教学模

式冶,93. 1%学生表示“赞同冶,提示基于临床案例的

多元化教学模式深受学生欢迎,不仅有效而且可行。
基于临床案例的多元化教学模式较好地实现知

识传授、知识应用与人文素养培养的整体教学目标。
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教学案例,包
括案例质量、数量和难易度,高质量的教学案例是首

要因素,同时综合考虑学生的学业负担,数量要适

宜、难易要有度;第二,教学准备包括学生和教师,这
是保证教学活动顺利开展、实现师生有效互动的必

要前提;第三,教学过程控制,充分把握教师的主导

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要关注所有学生,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第四,注重教学反馈包括教学中的过

程反馈和教学结束后的终末反馈,不断完善教学各

个环节,实现教学质量的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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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 冶背景下基于慕课资源的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课程微课教学研究

王文忠,周兰柱,孙摇 哲,吴摇 俊,崔忆旋

[摘要]目的:探讨“互联网 + 冶背景下,基于慕课资源《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课程的微课教学效果。 方法:选取某医学院同一

专业年级的 2 个班级,分别作为对照组(n = 65)和观察组(n = 60)。 对照组接受传统教学,观察组采用基于慕课资源的微课教

学;通过对理论成绩、临床病例分析、综合能力评估和学生满意度 4 个方面进行教学效果评价。 结果:对照组学生的理论成绩、
临床病例分析成绩、病历书写成绩、医患沟通能力评分、病情分析能力评分、动手操作能力评分、独立解决问题能力评分和课

堂满意度均低于观察组(P < 0. 01)。 结论:基于慕课资源的微课教学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课程具有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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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是研究耳鼻咽喉与气管食管

以及头颈部诸器官的解剖生理和疾病现象的一门学

科,同时与脑外科、神经科、口腔科等多个不同学科

的交叉,和整个机体都存在着广泛而密不可分的联

系[1],《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是临床相关学生的一

门重要课程。 慕课 (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是 2012 年提出的一种大型开放在线式课

程,以互联网为媒介,并以视频形式为载体进行公开

授课。 微课则是根据课程标准和教学目标来制作的

短小视频,通过 3 ~ 5 min 的简短视频针对性地讲解

复杂难懂的知识点。 一定程度上来说,MOOC 是将

若干个微课片段集合在一起,提供给学生网络学习

的优质资源[2 - 4]。 本研究中,笔者在《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学》课程采用了基于 MOOC 资源的微课教学,
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 摇 一般资料 摇 选择某医学院相同专业年级的

2 个班,分别作为对照组 ( n = 65) 和观察组 ( n =
60)。 其中对照组男生 30 人,女生 35 人,平均年龄

(21. 2 依 2. 02)岁;观察组男生 32 人,女生 28 人,平
均年龄为(20. 9 依 1. 8)岁。 2 组学生性别分布、年龄

大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字2 = 0. 64,t = 0. 87,P >
0. 05),具有可比性。
1. 2摇 教学方法摇
1. 2. 1摇 对照组摇 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老师以换灯

片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解新课、巩固新课,布置课

后作业。
1. 2. 2摇 观察组摇 通过 MOOC 资源结合微课教学进

行学习,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进行线上

自主学习,在遇到难以理解的知识点时,学生可以回

放视频多次学习,并与老师进行探讨沟通,按规定完

成所布置的作业。
1. 3摇 教学效果评价摇 主要是通过学生的理论知识

考试、临床病例分析、综合能力评估和学生满意度调

查 4 个方面来进行。 理论知识考试即为常规的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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