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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在医学院校计算机公共课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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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学模式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型教

学模式目前已逐步得到教师和学生的认可。计算机课程作为医学院校的公共基础课，根据医学教育的特点，设计合理的
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适应医学院校的教学要求，是医学计算机公共课教学改革的关键。本文以翻转课堂教学为研究内

m

容，探讨医学院校计算机公共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旨在为非计算机专业院校公共课教学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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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further progress of teaching reform in higher education,the teaching modes show a trend of
diversified development.As a new teaching mode,flipped classroom has been gradually recognize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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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computer is a general course in medical colleges,designing reasonable teaching modes and teaching method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education to adapt to the teaching requirements of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key
to the teaching reform of general computer courses.Taking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as the research subje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ode of general computer courses in medical colleges,aiming at providing some ideas and
methods to general course teaching for non-computer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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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共基础课，计算机课教学学时相对偏少，尤其是实践教学环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和移动终端设备的不断发展进步，

节；学生对计算机课程的学习重视程度不够，学习积极性较

熟练掌握计算机基本技术已成为不同行业和领域发展的基本

低，往往处于被动学习状态，课后用于进行实践操作的时间

要求。目前计算机技术在医学领域已得到广泛的应用[1]。计算

较少；教学方法单一，主要采用传统课堂“灌输式”教学模

机技术涉及面较广，尤其在医学教学、医学图像处理、临床

式，学生参与度低；由于课堂教学多为大班上课，人数多达

诊断、虚拟可视化手术等方面，所以加强医学院校学生计算

200人，对于多媒体教学的详细操作，有的学生甚至看不清或

机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进而服务于临床诊疗工作一

者不能完全记住操作步骤，导致知识的接受呈碎片化状态，

线，是医学生计算机课程教学基本要求。针对医学院校教学

无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实验设计缺

的特点，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是计算机公共课教学改革的重

乏与医学课程的衔接，实验设计中往往缺乏医学相关内容的

[2]

心 。

设计，对医学教学的针对性辅助教学不强；学生考核评价往

2 医学院校计算机公共课教学现状分析(Analysis
on the existing teaching of general computer
courses in medical colleges)

往只注重理论教学部分，实践操作考核比重相对较小，不利
于学生基本操作技能的培养[3]。

医学院校是以医学专业课程为主干课程，课程门类多，

3 翻转课堂的定义和特征(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ipped class)

课时长，需要记忆的内容多是医学课程的主要特点；作为公

“翻转课堂”于2007年起源于美国科罗拉多州林地公园

基金项目：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改革——以系统解剖内脏学为例(项目编号：GH-1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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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该校教师使用屏幕录像软件制作了演示文稿视频，并

言，就涉及讨论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每组代表发言

将该视频上传至互联网，供缺席学生课后补课使用，随后该

结束后，由授课教师做出点评和讲解，并做出总结；根据课

教师对学生自主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讲解，该教学模式

时情况，也可组织学生对所有问题进行交叉发言讨论，最后

受到了学生的广泛欢迎[4]。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翻转课堂教

要求每组学生课后将讨论结果写成书面总结作为课后作业，

学中教师提供教学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多媒体教学资源，学

以达到巩固课堂教学成果的目的。对于未能做出最终结论的

生在上课前对学习资源预先完成学习，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一

疑问，可将其留至课下，在学习交流平台继续讨论交流，从

起进行交流讨论，协作探究。从教学过程看，翻转课堂改变

而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的参与度；教师是翻转课堂教学的主

了传统教学“教师授课+布置作业”的教学模式，将授课过程

导，所以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应把控教学的进度和节

置于课下，学生在上课前已完成了课程内容的学习，课堂时

奏，既要保证所有学生代表能讨论发言，又要确保在有限的

间用于作业答疑和相互讨论。教师从原先的知识传播者转变

课时内完成教学计划[7]。

为教学活动的“导演”，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转变为

5 教学平台的设计(Design of teaching platform)
翻转课堂教学过程中，学习资源承载平台的设计也是

m

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教师将设计好的学习资源放

4 医学计算机公共课翻转课堂设计(Design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in the general computer
course in medical colleges)

置于平台，学生可通过教学平台实现课前学习，所以教学平

计算机公共课是医学生非专业辅助性课程，要根据其课

性、高效性和互动性等特点。目前网络教学平台多采用校园

交流环节，同时要注重健全完善的教学交流平台和评价体系。

4.1 翻转课堂知识切入点的选择和学习资源的设计

平台多采用网络教学平台。网络教学平台具有信息传递即时
网平台、专用教学平台和微信公众教学平台[8]。基于互联网和

移动通讯终端设备的快速发展，以及微信的广泛使用，微信
公众教学平台已逐渐被学生熟悉认可，是承载学习资源较为
理想的选择。尤其对于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微信公众平台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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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计算机公共课的核心内容为三大软件的学习，

台设计应做到学习资源上传便捷、互动交流即时通畅。教学

z.

时的分布情况灵活设置翻转课堂教学内容，合理设计课堂互动

co

主动性[5]。

闻乐见，操作简洁，通过一部手机即可随时随地实现网络互

重点和难点作为翻转课堂的设计内容。翻转课堂的设计应与

动学习，减少了对计算机专业知识和通讯硬件设备的依赖；

课堂理论教学进度相契合；内容设计中适当加入医学应用实

另外，网络教学平台不可仅仅停留于在线学习功能设计，同

例，强调计算机技术与医学知识的结合，突出与医学课程的

时要注重互动交流的功能设计。设计类似论坛的互动版块，

联系，强化医学知识背景，凸显计算机课程教学的医学特

学生可在互动版块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实现师生间和学生

色；教学目标是重在应用，引导学生能够应用计算机技术解

间的即时互动交流。同时也为翻转课堂教学的进一步改进和

决医学课程学习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从而激发学生的学

提高提供了通畅的信息反馈通道。

习热情，开拓知识视野；课前学习是翻转课堂教学的重要组

6 评价体系的设计(The design of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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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Word、PPT和Excel，所以知识切入点应以三大软件中的

成部分，所以课前学习资源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根据翻转

评价体系包括两部分：学生学习效果评价和翻转课堂教

课堂设计知识点的不同，可综合应用多种学习资源，包括微

学设计评价 [9] 。学生学习效果评价可分为定性评价和定量评

课、文字、图片等，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学习资源整合形式

价，建立学生学习档案，记录每个学生在翻转课堂教学中的

为微课视频。微课集视频、文字、语音和图片等多媒体为一

独立思考的表现、学习小组中的表现、发言讨论和书面报告

体，是一种有效的学习资源整合形式。微课时长一般限定在

书写情况等。同时将教学内容设计为考试考核题目，考察学

15分钟以内，大多涉及一个知识点，内容一般包括学习内容

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熟练程度。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应注重

的引入、学习内容的讲解、内容的总结和提出问题几部分。

强调学生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核。翻转课堂教学设计评

微课力求做到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三大软件的学习涉及比

价包括学习资源设计、教学平台设计和课堂互动讨论设计等

较详细的操作步骤，通过屏幕录像软件录制讲解过程制成微

方面的评价，即对翻转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的评价，可通过教

课视频，是医学院校计算机翻转课堂教学常用的学习资源组

学互动平台收集汇总同行教师和学生的反馈意见，也可通过

[6]

织形式 。

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反馈意见和建议，通过对教学组织形式

4.2 课堂讨论交流互动环节设计

反馈意见的总结反思，可为翻转课堂教学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课堂讨论互动环节是在学生课前学习的基础上，对学习

提供思路和方法。

流，这是翻转课堂教学的特色之处。根据课前提出的问题，

7 翻转课堂教学中遇到的问题(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flipping classroom teaching)

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一般每组成员控制在五人以内，每个

尽管翻转课堂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在计算机公

小组负责讨论一个问题，讨论结束后每组选出一名代表发

共课教学中逐渐得到师生的认可和接受，但在医学院校教学

内容提出疑问，在学生与学生间、教师和学生间展开讨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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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时代教育,2016(7):29.

实践中也遇到了以下几方面的挑战。第一，学生的医学课程

[3] 马小茗,殷艳萍,马小蕊.微课、翻转课堂—走出围墙的医科
大学[J].继续医学教育,2014(4):55-56.

前学习不够深入，导致课堂讨论发言准备不充分；第二，由
于学生计算机基础知识掌握程度参差不齐，部分学生课堂讨

[4] 刘二林.医学院校学生计算思维能力培养[J].医学信息学杂
志,2014(5):89-92.

论参与度不高；第三，学生课前学习多在课余进行，学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存在差异，教师对学习积极性较低的学生难

[5] 郭天勇.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J].自动化与仪
器仪表,2014(11):171-172.

以把控；第四，翻转课堂教学包括诸多环节，如视频制作、
课堂组织、在线答疑等，对于单个教师而言是知识能力和组

[6] 何克抗.从“翻转课堂”的本质，看“翻转课堂”在我国的
未来发展[J].电化教育研究,2014(7):5-16.

织能力的考验，工作量显得偏大，所以需要多教师间的协作
完成；第五，校园无线网络覆盖不全，手机在线学习通讯流

[7]] 张金磊,王颖,张宝辉.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J].远程教育杂
志,2012(4):46-51．

量大、费用高，也是制约翻转课堂教学的重要因素之一。以
上遇到的问题还需要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灵

[8] 朱宏洁,朱赞.翻转课堂及其有效实施策略刍议[J].电化教育
研究,2013(8):79-83．

活应用，增加设计的实用性和趣味性，提高学生参与的主动
性，同时还需加强教师间的协作和校园无线网的硬件建设 。

[9] 刘增辉.五分钟课程微学习时代的知识变[J].中国远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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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 结论(Conclusion)

育,2013(16):16-18．

随着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学模式也随之

[10] 李海龙,邓敏杰,梁存良.基于任务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设计
与应用[J].观代教育技术,2013(9):46-51．

z.

呈多元化趋势，翻转课堂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目前
已被各大院校逐渐认可并得到实施。计算机课程作为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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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学习模式。

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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