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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式教学在留学生解剖学教学中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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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探索并总结留学生解剖学教改模式，
提高教学质量。

理论
实行讨论式教学，

“组长负责制”组织实习并展开讨论，
同时改革评分体系。
课以小组为单位，
实验课按
教学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讨论式

讨论式教学可有效提高留学生解剖

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推广。
学教学质量，
关键词院讨论式教学曰留学生曰解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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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医学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国际交流
的增加袁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医学遥 南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缘冤0员原园苑源原园园猿

困难 咱员暂袁进而导致他们不适应传统的教师讲尧学生听

的灌输式教学袁影响其学习积极性和教学质量遥尤其

京医科大学自 圆园园源 年以来已招收来自印度尧斯里兰

在当今医学知识飞速发展袁 知识获取渠道多样的背

圆园园源 年就开始承担留学生的解剖学教学任务遥 在此

转为主动获取袁从而形成自主学习尧创新性学习的良

养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中心袁实行讨论式教学改

目前国际上较为流行的 孕月蕴 教学方法能够训

卡尧毛里求斯等国的留学生 缘园园 余人袁解剖学系也自

景下袁迫切需要转变人才培养模式袁使其由被动接受

过程中我们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袁尤其近三年以培

好习惯遥

革袁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遥

一尧 留学生学与教的特殊性
和留学生教学模式改革的必要性
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袁生活习惯尧社会文化尧
教育背景等诸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遥 与国内学生相
比袁他们在课堂上积极主动袁敢于提出自己的问题和
意见袁与教师形成良好互动袁课堂气氛活跃曰而且他
们的英文水平相对较高袁有能力广泛涉猎英文资料袁
对同一问题的理解和看法可能会不同于中国教师或
学生袁有利于教学相长遥 不足之处表现为不同国家
的留学生受教育的基础不同尧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差
别较大袁教师很难全面兼顾曰又由于留学生的英语发

练和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袁 逐渐被人们
所接受和认可遥 但 孕月蕴 教学使用实际案例作为学生
讨论尧自学和教师辅导的中心 咱圆暂袁需要学生具备一定
的医学基础知识遥 而解剖学是留学生接触的第一门

医学课程袁很难全面开展 孕月蕴 教学遥 所以袁解剖学系
基于 孕月蕴 教学理念构建了讨论式教学模式袁并在七

年制尧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教学中实践多年咱猿暂遥 基于
此袁我们在留学生解剖学教学中推行了讨论式教学袁
至今已实践三年遥

二尧 讨论式教学模式的实施
渊一冤 精心设计讨论题是进行讨论式课堂教学
的先决条件

音带有不同程度的地方口音袁与标准的野美式冶或野英

实施讨论式教学首先就是要有好的讨论题袁讨

式冶发音存在较大差异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师生交流

论题的制作要紧扣临床实际尧密切联系日常生活袁兼

基金项目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批全英文野系统解剖学精品课程冶建设项目渊允载圆员缘员园员园园园员冤袁南京医科大学野十二五冶第二批教
育研究课题 渊圆园员猿原猿员冤袁 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 渊圆园员猿允杂允郧圆员愿冤袁 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优势学科科研创新项目

渊允载员园员猿员愿园员园苑缘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园愿原圆怨
作者简介院顾

振渊员怨苑园原 冤袁男袁江苏宿迁人袁博士袁副教授袁研究方向为留学生人体解剖学教学曰张永杰渊员怨苑苑原 冤袁男袁江苏

宜兴人袁博士袁讲师袁研究方向为留学生人体解剖学教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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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知识性尧趣味性尧递进性和延展性袁使学生意识到

脉管系统袁其中关键就在于肝门静脉系统遥继而提出

现在所学的知识都是将来临床实际工作中所需要

另一问题院 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会出现哪些临床

的尧都是有用的袁要让学生感到有话可说尧有话想说袁

症状钥 这样由一个问题引申出另一个问题袁 层层递

从而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袁积极参与课堂讨论遥 为

进袁逐步深入袁使学生意识到每个问题都不能轻视袁

此我们编写了英文版的叶系统解剖学讨论题曳袁如在

都需要认真和充分的准备才能回答好袁 课堂上始终

学习椎骨的连结时袁要求学生讨论椎骨的连结体现

不能懈怠袁要积极思考尧积极参与讨论才能紧跟教师

了关节的哪些连结形式遥 在学生经过讨论得出结论

和同学的节奏遥讨论题制作好后交由国际教育学院尧

后袁教师立即抛出另一个问题院关节的连结形式如何

教务处印成讲义提前发给学生遥

在椎骨的连结中得以体现钥 使学生感觉到讨论题是
动态的尧变化的袁其解答方式也不是唯一的尧固定的遥
在学 习肝 门静 脉系 统时 袁 教 师 根 据 英 文 谚语 野粤灶

渊二冤教师及时尧恰当的引导袁是进行讨论式课堂
教学的关键
进行讨论式教学袁教师的引导作用不可或缺遥为

葬责责造藻 葬 凿葬赠 噪藻藻责 凿燥糟贼燥则泽 葬憎葬赠冶袁 要求学生讨论分析

此我们在首次理论课上详细介绍如何进行讨论式学

苹果被吃下后其吸收和排出过程袁学生经过讨论得

习袁明确学习过程中教师的职责和学生的角色袁引导

出结论后袁教师当即总结这一过程主要涉及消化尧脉

学生适应讨论式教学方式袁具体要求详见表 员遥

管等系统袁而营养物质之所以能够从消化系统进入
环节
课前
理论课
实验课

课后

讨论式教学要求教师和学生在课前都要进行精

表 员 讨论式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职责
同学任务
教师任务
围绕问题自主学习渊按宿舍编组袁每组 源耀缘 人冤曰作读书笔记
布置讨论题袁提出自学要求
以同学为主讨论曰作讨论笔记
协助学生解决问题尧提炼重点尧分析难点袁培养学
执行组长负责制的自主学习渊每组 缘耀苑 人冤曰尊重尧爱惜教学
标本曰全体穿工作服尧戴手套曰组长轮流担任袁根据叶实习指
导曳组织实验渊读教材尧不戴手套冤
对自学知识结合课堂讨论和实验进行整理尧归纳尧总结袁完
善笔记

生自主学习能力
指导尧答疑尧检查

答疑

心准备遥 教师课前要精心备课袁思考如何在课堂上

不同之处袁 由组长将同学们讨论的意见进行归纳整

开展讨论并调动全体学生参与讨论曰学生要在课前

理袁在课后上传到解剖学 耘原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网络学习平台袁

根据教学进度进行预习和小组讨论袁作读书笔记袁并
要提前了解在实习课上观察哪些标本遥 在课堂上教
师要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讨论袁并将问题逐

教师在 耘原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上进行批改遥 学生观察标本
时袁教师要巡视指导尧答疑袁并在实验课的后半段按
小组进行检查考核遥

步引向深入袁不断调动学生思维袁观察学生的反应袁
及时调整讨论时间袁掌控教学节奏曰学生则在教师的
引导下袁将课前尧课堂讨论的结果渊即对问题的理解

三尧 改革评分体系袁激励学生
积极参与袁是进行讨论式教学的重要手段

和看法冤加以介绍袁其他同学补充或纠正袁并作好课

为促进留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式教学袁 我们对评

堂讨论笔记遥 如果学生对问题的理解正确尧阐述全

分体系进行了改革袁由单一的野一考定成绩冶改为多

面尧条理清晰袁则教师不再重复袁直接进入下一内容

元化尧多环节评分体系袁重视学习过程考核和能力考

的讨论曰如果学生理解有偏差尧论述不全面尧条理不

核遥 具体考核项目及评分标准渊表 圆冤则在首次课上

清晰袁则教师只需纠正其中不正确尧不全面的部分袁

向学生介绍清楚遥

并将内容条理化袁帮助其理解记忆遥 留学生在课堂

四尧 实行讨论式教学的效果

讨论中主要通过说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袁口音重的学
生也可在黑板上写出来袁以使大家都能清楚明白遥
在首次实验课上教师要示范组长如何带领全组

渊一冤有效提高了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尧促进教
学相长

同学进行标本学习袁组长依据叶实习指导曳袁带领全组

三学年的教学实践显示袁讨论式自主学习模式获

同学依次观察尧辨认各个标本袁并对重要结构展开讨

留学生好评遥 他们课前对讨论题进行精心准备袁充分

论遥比如观察骺软骨和骺线袁肩关节和髋关节袁肝门尧

利用 耘原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尧人体解剖学自主学习系统咱源暂尧开

肺门和肾门时袁要求学生讨论并比较它们的相同和

放实验室咱缘暂进行自学与讨论曰从英文教材及网络找来

环节
理论课
实验课
阶段测验

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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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
自学情况
参与讨论
实验效果

表圆

讨论式教学过程中考核项目和评分标准

运动系统
内脏学
脉管
神经系统
全部内容

注意事项
鼓励主动参与袁答错不扣分
被动参与袁答错扣分
执行组长组织情况袁组织失败扣分
标本结构掌握情况袁答错不扣分
计算机考试渊题型院标本题垣选择题冤
在解剖楼计算机房用学号登录 耘原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袁于规定时间内完成考试

分值

园耀员园
园耀源
园耀圆
园耀愿
缘
缘
缘
缘
猿园
猿园

选择题
名词解释尧问答题

渊分冤

合计
员园
员园
圆园

远园

大量图片及资料袁并行归纳整理袁在理论课上进行介

不足袁如讨论题的制作袁有些讨论题设计不够深入或

绍袁甚至上台讲解尧演示袁与教师尧同学展开讨论袁加

不够严谨袁不能充分调动留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曰

深了对每个问题的理解遥 在实验课上通过执行组长

在学生讨论问题时袁 教师如何避免少数学生垄断发

负责制袁避免了同学面对大量标本时不知该从何入

言或少发言尧不发言袁如何实现机会均等曰标本学习

手尧抓不住重点和易遗漏重要标本的现象袁对复杂尧

时如何更有效地引导学生迅速找到并确认重要 结

难记的标本进行拍照袁课后继续讨论学习袁极大地提

构曰在考核评分方面如何能更加公平尧合理与规范曰

高了标本学习的效率遥

教师掌控教学节奏的能力等袁 均有待进一步改进与

总之袁通过讨论式教学袁将有限的课堂学习时间

完善遥

延伸到课堂之外袁 留学生们不但掌握了解剖学的知
识要点袁 还大大扩展了知识面袁 锻炼了口头表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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