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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结合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学法
在法医临床学实验教学中的运用
张志威袁王建文袁李

荣袁李

开

渊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法医学教研室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摘

要院法医临床学实验教学内容繁杂袁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往往不能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遥 笔者

将案例教学法结合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学法引入法医临床学实验教学实践中袁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尧积极性袁同时培养了学生表达和沟通能力尧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曰该方法的运用进一步
提高了法医临床学实验教学的教学质量袁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遥
关键词院案例曰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学法曰法医临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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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法医临床 类司法鉴定机构日益增
多袁 社会对于法医临床类专业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猿冤0员原园愿怨原园园源

教师与学生尧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尧沟通遥
笔者将案例教学法结合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学法运用

大袁对法医学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袁如何提高法医

于法医临床学实验的教学中袁得到学生的普遍认可袁

学人才培养质量已成为高校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遥

现介绍如下遥

法医临床学的讲授对象是即将参加法医实习的高年
级学生袁他们已经参加过临床实习袁已具备相对丰富

一尧对象与方法

的临床疾病知识和相对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渊一冤教学对象

能力袁这些为野案例教学法冶等学生参与度较高的教

选择南京医科大学 圆园园愿 级法医学专业渊司法鉴

学方法的使用提供了条件遥
案例教学法也称为实例教学法或个案教学法袁首
创于哈佛大学袁后为医学教学采纳袁取得显著效果 曰
咱员暂

定方向冤学生 圆怨 人袁编为小班教学袁设为实验组遥 此

前学生已完成临床主干课程学习和临床实习袁 基本
掌握了法医临床学的基本理论遥

法医学实践中常常有一些十分生动的案例袁将这些

渊二冤教学内容

经典案例整理改造成野教学案例冶袁用于法医学专业

选取叶法医临床学实验曳中部分内容袁以野周围神
经损伤冶为例袁要求掌握运动系统中各肌肉肌力的检

的教学袁学生十分乐意接受遥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 学 法 即 野 三 明 治 冶 教 学 法 袁 最 早 是

员怨园猿 年英国桑德兰技术学院在工程和船舶建筑系

中开始实施的袁是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交替进行尧相
互结合的教学方法遥 后由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将

查方法尧结果判定及其法医学意义遥
渊三冤教学流程
员援教师课前准备

编写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案院根据教学目标袁学生围绕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 学 理 念 应 用 于 医 学 小 班 教 学 袁 建 立

课前一周给出的案例自行查阅资料袁进行相关准备遥

教学中安排学生小组讨论尧交叉学习尧小结汇报袁提

缘耀远 人渊粤员耀粤远袁月员耀月远袁噎冤遥 案例如下院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医学教学法遥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学法是一种小班

分组与编号院将 圆怨 人分为 缘 组渊粤尧月尧悦尧阅尧耘冤袁每组

袁是

圆园园怨 年 员员 月 远 日刘伊发生车祸袁因野外伤后头

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的教学方法

咱圆原猿暂

将集体学习和个体学习穿插结合的教学方法袁注重

疼尧右上肢疼 圆 小时冶入院袁头颅 悦栽 及 载 线检查未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怨原员苑
作者简介院张志威渊员怨苑苑原 冤袁男袁江苏丹阳人袁法医学硕士袁讲师袁研究方向为法医损伤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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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明确骨折征象遥 查体野左枕部见 猿 糟皂 伊 源 糟皂 头皮
挫伤袁右上肢多处皮肤挫伤尧局部青紫肿胀袁四肢肌
力正常袁未引出病理反射冶袁临床诊断为头部外伤尧右
上肢外伤遥 入院后予抗感染尧营养脑细胞及活血化
瘀等治疗遥 圆园园怨 年 员员 月 员源 日出院时仍诉右上肢疼

猿援课堂流程

课堂基本流程参考黄亚玲 咱圆暂采取的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教

学法流程遥 教师简单介绍以案例为基础的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学法后袁提出上述 缘 个问题进行讨论遥先要求 缘 组

的学生各讨论一个问题袁 并指定组内某一学生记录

痛遥 圆园员园 年 圆 月 圆猿 日因野右上肢疼痛无力 猿 月余冶

并形成统一意见袁时间 员缘 分钟遥接着进行交叉学习袁

臂肌肉萎缩冶袁诊断为右臂丛损害遥 酝砸陨院颈椎 悦远耀苑 椎

论结果袁并表述各自的新见解曰再由每组推荐一名学

月 圆源 日及 圆 月 圆远 日查体野悦源耀苑 压痛袁右上肢肌力芋

见曰然后由教师逐一解释讨论中产生的分歧和疑惑袁

电图示臂丛神经不完全损伤袁颈椎 酝砸陨 示 悦缘耀远 椎间

成新的小组袁讨论并分析案例袁其他学生旁听并参与

就诊袁查体野颈部右侧及右上肢痛觉减退袁右肩大小

按问题编号重新分组袁 每个学生汇报各自在前组讨

间盘突出袁酝悦郧 检查院右臂丛不完全损伤遥 圆园员园 年 圆

生汇报讨论结果遥 组间可相互补充袁 或提出不同意

耀郁级袁右肩上抬困难袁右手 匀燥枣枣皂葬灶爷泽 泽蚤早灶渊垣冤冶袁肌

给出典型案例袁指定 粤员尧月圆尧悦猿尧阅源尧耘缘 编号学生组

盘突出脊髓受压袁诊断为右臂丛神经不全损伤尧右肩

讨论袁最后形成一个完成的分析意见遥

周炎尧 颈椎间盘突出症曰圆园员园 年 猿 月 员 日入院诊断

以问题一为例袁通过抽签袁由 远 位学生渊粤员耀粤远冤

为颈椎外伤尧右臂丛神经损伤袁行 悦远 椎体次全切除

讨论这一问题遥根据已有的临床知识袁学生均能通过

减压垣钛网重建垣颈前钛板内固定术等治疗袁出院时

讨论得出准确结论遥 如手法肌力测试检查方法评价

右上肢各肌群肌力改善尧肌肉仍见萎缩遥 法医学鉴

标准通常分 园耀缘 级袁 然而对于肌力下降后的表现袁

定时检查见右肩部三角肌尧右肩胛部冈上下肌萎缩

有的学生认为存在肌肉萎缩袁 有的学生认为可以同

明显袁右肩关节外展上举明显受限袁右侧三角肌肌力

正常肌肉一样无明显改变曰讨论后重新分组袁新小组

猿 级袁右侧肱三头肌尧肱二头肌肌力 缘 级袁右侧伸屈

代表汇报时袁仍有学生表示对此不能理解袁由教师对

级袁双手指肌力正常袁左上肢及双下肢肌力 缘 级遥 肌

可不同遥

肘尧伸腕肌 尧伸指肌力 缘 级袁右侧屈指尧屈腕肌 力 缘
电图提示右侧腋神经重度损伤遥

课堂中提出可供讨论的问题 院问题一院何 谓肌

此问题解释袁不同时间段尧肌力下降程度不同袁表现
源援教师总结

教师根据本次课所提出的学习目标袁 根据每组

力袁如何分级钥 肌力下降的表现及原因有哪些钥 问题

学生提供的解释加以综合分析整理袁 帮助学生解析

二院臂丛损伤后各肌群的改变尧肌力状况如何钥 问题

每一个问题袁最后给出确切的结论遥

三院脊髓退行性疾病的症状尧肌力变化和表现有 哪

二尧实施效果

些钥 问题四院本例的三角肌肌力下降的原因是什么钥
如何与退行性疾病或损伤相鉴别钥 问题五院肌力检

渊一冤学习效果评估

查的客观方法有哪些钥 如何鉴别伪装肌力下降钥

以南京医科大学 圆园园源 级法医学专业渊司法鉴定方

圆援学生课前准备

向冤学生作为对照组袁实验组渊圆园园愿 级冤学生实验考试平

预习教材相关内容袁阅读有关周围神经损伤的

计学意义遥 两组学生平均成绩及成绩统计见表 员遥

专业书籍及临床相关资料遥
表员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均成绩渊满分 员园园 分冤高于对照组袁孕﹤园援园员袁差异具有统

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学专业法医临床学实验课两组学生考试成绩

人数

平均成绩渊曾 依 泽袁分冤

圆怨
圆怨

愿愿援源缘 依 猿援远愿
苑愿援圆愿 依 苑援怨猿

平均成绩两组间比较袁贼 越 缘援愿缘源袁孕 约 园援园员遥

成绩统计渊人冤
逸怨园 分
员园
园员

愿园耀愿怨 分
员苑
员圆

苑园耀苑怨 分
园员
员员

远园耀远怨 分
员
缘

约远园 分
园
园

渊二冤问卷调查

为加 深 了 对 知 识 的 理 解 程 度袁愿远援圆员豫 的 学 生 认 为

实验组学生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袁 对于案 例教

可提高学习效率袁 有 怨猿援员园豫的学生认为可提高分

学法结合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学法袁有 苑缘援愿远豫的学生 表示
能够适应袁有 圆源援员源豫的学生表示能够逐渐适应袁没

有人表示无法适应遥 对于案例教学法与结合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学法的教学优势袁 有 怨猿援员园豫的学生认

析和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袁愿怨援远远豫的 学 生 认 为 可 提 高
学习的系统性和条理性尧培养自学能力曰愿怨援远远豫的

学生赞同在其他课程中推广案例教学法结合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学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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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讨 论
渊一冤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窑怨员窑

了学生的沟通能力尧 自我表达能力以及与他人合作
的能力袁 为以后工作中出庭解释鉴定意见打下坚实
的基础遥
渊四冤提高教师素质袁促进教学相长

案例分析是一种重要的法医临床课授课方法袁

与案例教学法比较袁案例教学法结合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以一个具体案例让学生了解损伤或疾病的发生发展
转归过程袁讲授的主体在于教师曰而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学方

教学方法要求教师认真钻研周围神经损伤的理论知

法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袁学习的主动权在学生袁学生在

识袁课前认真撰写教案袁紧扣本次课的内容袁选择教

课前广泛阅读相关专业书籍袁自主学习袁主动学习袁要

材中的关键内容袁精心安排课堂讨论问题袁便于以点

在课堂中有所表现袁必须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咱圆原猿暂曰案例

带面袁以线成串曰课中合理安排袁积极引导和严格控

教学法结合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学法在教学中模拟法医的

制学生讨论的节奏袁以避免拖拉或控制不佳袁出现学

实际工作袁提出问题袁解决问题袁寓理论知识于实际

生发言冷场或讨论热烈但走题等问题袁 以免给学生

案例中袁培养了学生法医临床的思维方法袁调动了绝

造成厌烦情绪曰通过该教学方法的应用袁教师也不断

大部分学生的学习热情袁挖掘其学习潜能袁培养其分

完善和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教学技能遥

析问题尧解决问题及案件分析的能力袁在课堂讨论中

渊五冤促进教学评估体系的发展

处于主体的地位袁分析讨论的过程更好地帮助学生

陈雯等 咱源暂和姜大朋等 咱缘暂对采用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学方

理解书上所讲述的一些疾病和损伤机制袁学生在相

法和传统教学法的两组学生进行理论和临床操作考

互案例讨论中袁更加深入地理解知识和运用知识袁提

试袁 实验组学生平均理论成绩和操作考试成绩均高

升其学习的主动性袁促使学生相互之间竞争袁形成良

于对照组袁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学方法可使用现行的考试制

好的学习氛围遥

度评价曰王春旭等 咱远暂认为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学方法评价体

渊二冤活跃课堂氛围袁提高团队意识
法医临床学鉴定袁要求鉴定人在不受任何干扰
下袁根据对鉴定客体检验的结果袁依据专业知识袁做
出独立尧科学的判断曰在我国鉴定结果是鉴定人个体
在对于某一事物的看法基础上尧结合鉴定小组整体
讨论后形成的一种意见遥传统的法医临床学实验中袁

系应包括 员 分钟报告尧随堂测试尧自我总结尧客观评
价曰其他采用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学方法的作者未明确其评
价方法 咱苑原怨暂遥 本实验采取传统考试制度评价袁平均成

绩高于对照组袁且具有统计学意义遥案例教学法结合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学方法的教学效果评价袁不应局限于对

知识的记忆和复述袁而应强调学生自我学习和能力尧

单纯的案例教学法在讲授过程中会出现教师一人表

自我思考尧自我管理的能力袁如何制订一种可行有效

演而学生无心听讲的局面袁单一的案例讨论难以在

的评价体系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遥
综上所述袁案例教学法结合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中让学生达到既要独立思考又要集体讨论
的目的曰 而课堂正式讨论时袁 案例教学法结合

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尧合作学习的能力袁有助于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教学方法要 求组内讨论时每个学生 围绕

提高沟通尧表达能力袁在法医临床学实验中能更好地

该案例提出自己的观点袁由学生在组内展开讨论袁提

体现教学者的目的和意图曰 但不足之处是所需时间

高逻辑思维能力袁通过课堂阐述尧相互点评来提高语

多袁课堂内思考和讨论时间相对有限袁学生随时查阅

言表达能力袁在讨论中学习如何听取他人意见袁并不

的资料尧文献有限遥 通过案例教学法结合 杂葬灶凿憎蚤糟澡

断巩固和完善正确的看法袁发展了团队协作精神遥

教学方法袁我们认为其适用于法医临床学实验袁在法

渊三冤培养学生表达和沟通能力

医临床教学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阶段是运用这种方

法医临床鉴定中常常需要鉴定人到庭解释鉴定

法的最佳时机遥

结果袁鉴定人需要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和与人沟通
的能力曰单纯案例教学往往只有个别学生或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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