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德树人”视域下思政元素融入医学超声影像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张顺花, 张艳, 潘如凤, 石彦, 都晓英, 陆芳, 李阳, 孙医学, 陈建方, 管俊昌, 冯忠兰

引用本文:
张顺花, 张艳, 潘如凤, 等. “立德树人”视域下思政元素融入医学超声影像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J].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2, 47(1): 135-139.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2.01.033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医学影像学专业《超声诊断学》课程体系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ultrasonic diagnostics" in medical imaging major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8, 43(1): 90-95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8.01.027

基于建设医学"金课"理念下麻醉学教学模式设计的研究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9, 44(7): 952-953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9.07.030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提高临床医学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作用

Effect of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on improving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clinical medical
undergraduates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8, 43(4): 557-559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8.04.040

Sandwich教学法在《介入放射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8, 43(5): 670-672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8.05.033

“互联网+”背景下SPOC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内科学》教学中的构建与应用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POC combined with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in the teaching of
internal medicin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1, 46(8): 1148-1151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1.08.041

https://xuebao.bbmc.edu.cn/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2.01.033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8.01.027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9.07.030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8.04.040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8.05.033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1.08.041


[收稿日期] 2021 - 06 - 11摇 [修回日期] 2021 - 12 - 21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等学校教学研究重点项目(2020jyxm1174);安

徽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能力提升暨“三全育人冶综合改

革试点省建设奖补项目( sztsjh2019鄄7鄄14);安徽省省级

教学示范课(1678)
[作者单位] 1. 蚌埠医学院 医学影像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2. 蚌

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超声科,安徽 蚌埠 233004
[作者简介] 张顺花(1974鄄),女,硕士,副教授.

[文章编号] 1000鄄2200(2022)01鄄0135鄄05 ·医学教育·

“立德树人冶视域下思政元素融入

医学超声影像学“混合式教学模式冶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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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立德树人冶视域下思政元素融入医学超声影像学“混合式教学模式冶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蚌埠医学院

2017 级 184 名医学影像学专业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互联网 +课程思政冶、案例教学等教学方法,将思政元素与超声医学

专业知识有机结合。 应用医学超声影像学课程思政教学调查问卷、关怀能力评价量表及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测
评教学效果。 结果:教学实施后,90%以上的学生认为有效提高了爱国主义意识、提升了人生观与价值观,增强了专业认同感、
治病救人的责任担当、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人文关怀理念及医患沟通技巧等;学生的关怀能力评价量表和批判性思维倾向

量表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高于教学前(P < 0. 05 ~ P < 0. 01)。 结论:“立德树人冶视域下将思政元素润物无声地融入医学超声

影像学“混合式教学模式冶,可在培养卓越的社会主义医学影像人才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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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R 192 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22. 01. 033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blending teaching mod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egrating into the medical ultrasound imag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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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teaching effects of the blending teaching model of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egrating
into the medical ultrasound imaging "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ity education" . Methods:A total of 184 students majoring in medical
imaging from grade 2017 in Bengbu Medical College were investigated. The students were taught using " Internet +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case teaching, which could organically combine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ith ultrasou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 teaching effects were assessed by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ing questionnaire,caring ability inventory
(CAI) scale and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CTDI) scale. Results: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ing,more
than 90% of students believed that it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sense of patriotism, enhanced the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and
strengthened the sens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responsibility of curing patients,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humanistic

摇 摇 摇 care concept and doctor鄄patient communication skills,etc. The
score of each dimension and total score of students忆 CAI scale
and CTDI scale after teaching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eaching(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The blending
teaching model of "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egrating into medical ultrasound imag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ity education" can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cultivating
the remarkable and socialistic medical ima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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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立德树人、持续创新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是

高等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是加快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基石[1 - 2]。 着力培养

有理想、有温度、“德才兼备冶的社会主义卓越医学

人才、主动服务健康需求,是新时期高等医学教育工

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课程是医学人才培养的基本单

元,也是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能力的关键环节。 长期

以来,医学院校大学生的品德教育、价值观塑造以思

政课程为主体,而大多数专业课程仅注重专业知识

的讲授和能力的培养,却忽略了专业课程对政治思

想引领及内在品格培育的隐性作用,以至于严重影

响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3 - 4]。
为充分发挥医学超声影像学这一专业课程的隐

性育人功能,蚌埠医学院超声医学教学团队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以“立德树人冶为根本,以培养“悬壶

济世、仁德仁术冶的新时代卓越医学影像人才为目

标,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将专业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与理想信念教育、道德品质培养有机结合,探索将医

学超声影像学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融入医学超声影

像学“混合式教学模式冶,取得了较好的育人成效。
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选取蚌埠医学院 2017 级医学影像

学专业 184 名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 68 名,
女 116 名,年龄 19 ~ 25 岁。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目标摇 立足于

蚌埠医学院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及医学影像学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以“立德树人冶为根本,注重学

生知识、能力、素质与情感价值观的有机融合;强化

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感、职业精神、创新能力以及发

展潜质的培养。 为此,教学团队全面优化医学超声

影像学课程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质目标,开展

“思政元素冶进大纲、进教案、进课堂工作,着力践行

“课程是卓越医学影像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冶。
1. 2. 2摇 加强师资培训,提升育人能力摇 教师的育人

能力是检验“立德树人冶实效的关键要素[5]。 为有

效提升教学团队成员的育人能力,充分发掘医学超

声影像学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组织教师

认真学习“课程思政建设冶的相关纲领性文件,积极

开展集体备课,并先后安排多位教师参加了线上、线

下等多种形式的课程思政培训,以期更好地实现育

人效果。 通过强化师德师风考核,激励教师恪守教

育初心、以德润身,担当教育使命、以德育人。
1. 2. 3摇 思政元素融入医学超声影像学“混合式教

学模式冶摇 (1)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科学设计

“讲授式冶课程思政教学策略。 授课教师有意识地

运用课堂教学主渠道,结合临床案例,润物无声地厚

植爱国情怀,引导学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树立

正确的职业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结合教学内容,讲
好超声医学领域科学家、知名学者的感人故事,弘扬

超声前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高尚的人格品质。 结合教学内容,用一个个鲜活的

临床案例,春风化雨地弘扬“大医精神冶,引导学生

认识到,医者仁心、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拯危扶弱,
是中华民族医学界恒久传承的精神内涵。 有效实现

医学超声影像学课堂教学“培根铸魂、启智增慧冶育
人实效。 (2)构建“互联网 + 课程思政冶教学模式。
为有效实现本专业课程的德育职能,本教学团队将

现代信息技术与数字化思政元素深度融合,利用基

于超星泛雅平台构建的 “医学超声影像学 E鄄
Learning 网络学习平台冶,分享思想政治教学资源。
宣传时代楷模、榜样人物的先进事迹,弘扬时代精

神,引领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理想,在医学

征程中勇往直前,做党和人民信赖的人民健康守护

者。 打破时间及空间壁垒,开展基于超声医学临床

案例的医患沟通、医学人文等相关主题的在线讨论,
有效实现超声医学知识传授与学生内在品格培育的

同频共振。 (3)创新课堂教学,将“思政元素冶与案

例教学法( case鄄based learning,CBL)有机融合。 为

有效发挥本课程隐性育人功能,本教学团队推动课

堂改革,创新医学超声影像学课堂教学模式,开展了

CBL 教学法。 将社会责任感、职业素养、医学人文关

怀、医患沟通技巧等思政元素“春风化雨冶地融入

CBL 教学全过程,并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

作能力、人文关怀能力及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润
物无声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超声医学知识体系教

育的有效融合。
1. 3摇 教学效果测评摇 (1)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测评:
采用自行编制的“医学超声影像学课程思政教学调

查问卷冶(9 个条目)进行教学效果评价。 每条目设

5 个选项“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

意冶。 ( 2 ) 关 怀 能 力 测 评: 采 用 由 国 外 学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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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ONGHO 等[6] 编 制 的 “ 关 怀 能 力 评 价 量 表 冶
(caring ability inventory,CAI)中文版测评学生的医

学人文关怀能力。 该量表由 3 个维度(37 个条目)
构成,包括认知、勇气和耐心。 采取 Likert 7 级评分

法(完全不同意计 1 分,完全同意计 7 分),总分

37 ~ 259 分,得分越高,表明人文关怀能力越强。
(3)批判性思维倾向测评:采用加利福尼亚批判性

思 维 倾 向 量 表[7] (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CTDI)中文版测评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倾向。 CTDI 由 7 个维度(70 个条目)构成,
包括:寻找真相、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
自信心、求知欲及认知成熟度。 采用 Likert 6 级评

分法(非常赞同计 1 分,非常不赞同计 6 分),总分

70 ~ 420 分,得分越高,表示批判性思维倾向越强。
其中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测评于教学实施后进行,

CAI 和 CTDI 测评于教学实施前后分别进行,均采取

当堂发放、当场回收的原则,由学生匿名自行填写,
均发放问卷 184 份,回收有效问卷 184 份,有效回收

率 100% 。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测评摇 教学实施后的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90% 以上的学生认为在本课程中融

入思政元素,提高了爱国主义意识,增强了民族自豪

感,提升了人生观与价值观,提高了本课程的学习兴

趣,增强了专业认同感、从事医疗卫生事业、治病救

人的责任担当、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医学人文关怀

理念及医患沟通技巧(见表 1)。

表 1摇 医学超声影像学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测评[n;百分率(% )]

调查项目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提高了爱国主义意识 117(63. 59) 57(30. 98) 10(5. 43) 0(0. 00) 0(0. 00)

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123(66. 85) 55(29. 89) 6(3. 26) 0(0. 00) 0(0. 00)

提升了人生观与价值观 117(63. 59) 61(33. 15) 6(3. 26) 0(0. 00) 0(0. 00)

提高对本课程的学习兴趣 121(65. 76) 58(31. 52) 5(2. 72) 0(0. 00) 0(0. 00)

增强了医学专业认同感 132(71. 74) 47(25. 54) 5(2. 72) 0(0. 00) 0(0. 00)

增强了从事医疗卫生事业、治病救人的责任担当 136(73. 91) 39(21. 20) 9(4. 89) 0(0. 00) 0(0. 00)

增强了从事医学事业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 132(71. 74) 47(25. 54) 5(2. 72) 0(0. 00) 0(0. 00)

增强了医学人文关怀理念 138(75. 00) 45(24. 46) 1(0. 54) 0(0. 00) 0(0. 00)

增强了医患沟通技巧 130(70. 65) 47(25. 54) 7(3. 80) 0(0. 00) 0(0. 00)

2. 2摇 教学实施前后学生 CAI 量表得分比较摇 教学

实施后,学生 CAI 量表中认知维度、勇气维度、耐心

维度得分及总分均高于教学实施前(P < 0. 05 ~ 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教学实施前后学生 CAI 量表得分比较(x 依 s;分)

时间 n 认知维度 勇气维度 耐心维度 总分

教学前 184 64. 57 依 10. 42 70. 49 依 9. 21 47. 51 依 9. 03 182. 57 依 23. 87

教学后 184 67. 91 依 12. 66 72. 82 依 11. 48 49. 74 依 9. 47 190. 47 依 30. 40

t — 2. 76* 2. 15* 2. 31 2. 77

P — <0. 01 < 0. 05 < 0. 05 < 0. 01

摇 摇 *示 t忆值

2. 3 摇 教学实施前后学生 CTDI 量表得分比较 摇 教

学实施后,学生 CTDI 量表中寻找真相、开放思想、
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自信心、求知欲及认知成熟度

七个维度得分及总分均高于教学实施前(P < 0. 05 ~
P <0. 01)(见表 3)。

3摇 讨论

3. 1摇 双线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冶,有助于提升

的学生综合素质摇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及数

字化医学诊疗技术的快速发展,超声医学新理论、新
技术层出不穷,各种数字化智能超声诊断系统不断

涌现,学科范畴与应用领域不断延伸和拓展,对高素

质创新应用型医学影像人才的需求尤为迫切[8]。
因此,如何运用新时代高等医学教育理念,深化医学

超声影像学课程内涵建设与教学方法改革,切实提

升医学影像人才培养质量,已成为医学影像教育工

作者面临的新挑战。
课堂教学是提升医学超声影像学课程教学质量

的主阵地。 科学设计“讲授式冶课堂教学模式,以学

生为主体,将启发式、探究式、参与式教学方法与传

统的讲授式教学法有机融合;通过临床案例的适时

导入,提升课程学习的高阶性与创新性;加强课堂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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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焕发课堂的生命活力,有助于激发学生对本课程

的学习兴趣,提高医学超声影像学课堂教学效率与

教学质量。

表 3摇 教学实施前后学生 CTDI 量表得分比较(x 依 s;分)

时间 n 寻找真相 开放思想 分析能力 系统化能力 自信心 求知欲 认知成熟度 总分

教学前 184 39. 94 依 7. 39 39. 18 依 5. 59 32. 32 依 5. 70 33. 10 依 5. 87 29. 93 依 6. 54 29. 48 依 6. 19 40. 52 依 8. 98摇 244. 47 依 30. 74

教学后 184 43. 25 依 8. 80 40. 42 依 5. 36 34. 90 依 6. 29 35. 07 依 6. 14 32. 78 依 9. 08 32. 90 依 7. 51 42. 83 依 11. 25 262. 14 依 38. 90

t — 3. 91* 2. 17 4. 12 3. 15 3. 45* 4. 77 2. 18* 4. 83*

P — <0. 01 < 0. 05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5 < 0. 01

摇 摇 *示 t忆值

摇 摇 随着高等医学教育信息化的不断创新发展,构
建基于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课堂教育教学高度融合

的网络辅助教学模式,已成为推进新时期医学教育

系统性变革的强有力引擎。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E鄄
Learning 学习平台冶凭借其共享性、互动性、自主性、
定制性等优点,打破时间与空间壁垒,实现教育服务

供给精准化、教学资源配置最优化,为终身学习提供

了可能[9 - 10]。 以学生为主体,以医学影像人才培养

目标及医学超声影像学课程教学大纲为指导,构建

基于“医学教育信息化冶的“医学超声影像学网络学

习平台冶,是重构医学超声影像学课程教育教学体

系、实现本课程教学模式变革与创新的重要途径。
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有效提高医学超声影像

学课程信息化教学水平及教学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CBL 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主体,授课教师为主导,

以临床实际案例为素材,围绕教学目标,启发引导学

生综合运用医学理论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
解决案例所涉及的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在分析临床

案例的过程中,将知识融会贯通并获得新知识与技

能的一种现代教学模式[11 - 12]。 CBL 教学法凭借其

在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与终

身学习能力、信息获取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团队精

神、批判性思维能力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而受到越来

越多医学院校师生的青睐[11 - 12]。 当然,CBL 教学法

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与临床案例的编制质量、授
课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能力等因素密切相关。
3. 2摇 深耕课程思政建设,助力医学影像人才培养摇
加快医学教育改革创新、加强医学创新人才培养,是
实现国家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工程[13]。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冶是医学影像教育工作者的初

心与使命。 如何担当“立德树人冶使命,培养造就更

多“仁心仁术、德才兼备冶的医学影像人才,实现医

学影像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医学影像教

育工作者所面临的新挑战。
课程是医学影像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教

学质量与效果直接决定医学影像人才的培养质量。
“课程思政冶建设是新时期“立德树人冶 的根本遵

循[14],是打通医学影像人才培养“最后一公里冶、提
升医学影像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举措。 将知识传

授、价值塑造及能力培养高度融合,发挥专业课程隐

性的德育功能,春风化雨地将深藏于专业知识背后

的家国情怀、职业操守、人文精神等“思政元素冶融

入医学超声影像学课程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培根

铸魂、启智润心。 依靠课程内容所蕴含的价值内涵,
在传授超声医学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弘扬

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可在培养有温度、有灵魂的社

会主义医学影像人才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3. 3摇 思政元素融入“混合式教学模式冶可在培养医

学影像人才中发挥重要作用摇 2019 年 10 月教育部

出台的《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的意见》 [15] (教高也2019页6 号)提出,积极

发展“互联网 +教育冶,推动课堂教学革命,打造“线
上线下混合冶金课,全面提高课程建设质量。 以学

生发展为中心,将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方

法优势互补、有效整合,构建“线上 - 线下冶、“课内

-课外冶深度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冶,可最大限

度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与求知欲,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性与个性化学习,有效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实现医学超声影像学

课程教育教学质量的变轨超车。
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冶根本任务、培养以

仁心仁术造福人民的社会主义医学影像人才的重要

抓手[14,16]。 以隐性的教育方式,将思政元素如“盐冶
入“汤冶般融入医学超声影像学“混合式教学模式冶,
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内在品格培育相

融合,润物无声地实现医学超声影像学“课程思政冶
育人实效。 本研究结果显示,将思政元素融入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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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影像学“混合式教学模式冶,有效提高了学生的

爱国主义意识,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提升了人

生观与价值观,增强了从事医疗卫生事业、治病救人

的责任担当、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医学人文关

怀冶理念及“医患沟通技巧冶;学生的关怀能力评价

量表各个维度得分及总分、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各

个维度得分及总分均高于教学前。
综上,“立德树人冶视域下将思政元素融入医学

超声影像学“混合式教学模式冶,有效实现了思想政

治隐性教育与超声医学专业知识显性教育的深度融

合,凸显了医学超声影像学课程润物无声的价值引

领、精神塑造之功,有助于培养具有大爱大德大情怀

的社会主义医学影像人才,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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