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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原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在流行病学教学中的调查分析
靳光付袁马红霞袁唐少文袁王 辉袁胡志斌

渊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袁江苏
摘

南京

圆员员员远远冤

要院文章通过问卷调查了 圆圆园 名全日制本科生应用 耘原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自主学习平台进行流行病学

课程学习的情况。结果显示，耘原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对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具有明显的促进效果，但主动性

有待加强；
该平台在流行病学教学中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学生的广泛认可。建议对教师与学生开展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的系统培训，同时优化平台功能，进一步提高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辅助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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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终端设备的发展袁网络
教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传递教
学内容的崭新模式袁并已逐渐成为各高校教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 遥 运行良好的网络教学平台应以满足
咱员暂

实际教学需求为根本出发点袁面向学生袁充分考虑教
学管理尧资源共享尧信息交互等方面的复杂需求袁精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缘冤0远原源怨愿原园园猿

怨远援愿豫袁 无效问卷包括学号错误及问卷存在 圆园豫以

上的无应答值遥 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使用 耘原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情况袁喜欢的教学模式以及对平台的评
价和建议等遥 所有数据均通过 耘责蚤阅葬贼葬猿援园 软件完成
双轨录入并核对袁 由 砸猿援员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
析袁计数资料以构成比或率表示遥

心设计各个功能模块袁确保真正解决教学中特别是
传统课堂教学中的各类实际问题咱圆暂遥

二尧研究结果

南京医科大学 圆园员圆 年搭建了 耘原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自主

渊一冤流行病学教学前 耘原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使用情况

正式上线并面向所有在校生开放使用遥 经过两年试

流行病学教学前已使用过 耘原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袁 表明该

学习平台袁圆园员猿 年流行病学作为首批立项建设课程
用与推广袁现已经作为一种固定的课堂教学辅助平
台在流行病学教学中应用遥 为了评价学生使用情况
以及使用效果袁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 耘原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

台在流行病学教学中的使用情况袁 以期为优化 耘原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使用方式尧提高流行病学教学效果提供
支持遥

一尧对象与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为全日制在校本科生袁在流行病
学教学课程结束后发放自填式问卷调查袁 共发放
圆圆园 份袁 回收 圆圆园 份袁 有效问卷 圆员猿 份袁 有效率为

结果显示袁圆员猿 名学生中 愿苑援苑怨豫的被调查者在

平台在我校教学中已得到较为普遍的应用遥 在 员愿缘
名使用过 耘原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的学生中袁苑援缘苑豫的学生并

不了解该平台除课后作业以外的其他功能袁圆员援远圆豫
的学生了解但并未使用过其他功能袁 因此对该平台
其他功能的推广仍有待进一步提高遥
渊二冤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使用动机
对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使用动机的分析结果显示袁

缘怨援远圆豫的学生是由于其他课程要求才使用该平台袁
圆园援员怨豫的学生是出于自己主动学习使用该平台袁表
明大多数学生仍是较被动地接受课程教学要求袁主
动性仍有待提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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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使用频率

增加截止日期提醒以及平台使用说明等功能曰而

使用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每天至少 员 次的学生仅占

员缘援园圆豫的学生则希望能更及时地得到老师的反馈袁

源援远怨豫袁猿耀源 次 辕 周占 员缘援源怨豫袁员耀圆 次 辕 周占 远缘援圆远豫袁少

以解决自身在学习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遥

于 员 次 辕 周占 员源援缘缘豫袁表明绝大多数学生可以保证每
周使用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进行学习袁 但使用的频率仍
然偏低袁利用率有待提高遥

三尧讨

论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袁大量新知识不断涌现袁

渊四冤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的教学方式

人们只有主动求知才能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袁 各高

对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的教学方式分析结果显示袁

校作为培养高端人才的教育基地袁 其基础课程的教

并且对相应知识点进行巩固曰 其次为论坛互动袁占

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并使其及时有效地掌握新

苑园援源圆豫的学生最喜欢客观选择题袁可快速进行作答

学改革非常必要咱猿暂袁而通过使用网络学习平台袁有助

圆源援愿愿豫袁 学生在宿舍即可自由与学生或老师交流袁

知识袁从而成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型人才咱源暂遥 南京医

朋友曰而需大段文字解答的问答题或论述题仍不受

革袁创新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袁促进了医学创新型人

学生喜欢袁仅 猿援苑远豫的学生选择该类教学模式袁如何

才的培养咱缘原远暂遥 近年来袁在学校的组织与引领下袁创建

涉及的话题从学习到生活袁既能学习知识也可交得

提高学生对开放性题型的认可仍需要精密设计遥
渊五冤课后作业量

课后作业量的分析显示袁愿猿援缘苑豫的学生认为流
行病学课后作业量适中袁员源援缘缘豫的学生认为作业量

科大学流行病学课程长期坚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改

了流行病学课程的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自主学习平台并在
教学活动中广泛应用遥通过本次调查袁我们发现学生
使用流行病学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具有较强的学习主

动性和需求袁 证实该平台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具有重

偏小袁仅 员援愿愿豫的学生认为作业量偏大袁表明流行病

要的应用价值遥结合调查结果袁我们对该平台的使用

增加课后作业量进一步强化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

渊一冤提高学生学习自主性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应用遥

网络环境下的自主学习袁 就是借助于学校的网

学教学模式可继续按照现有的情况开展袁并可适当

和优化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建议遥

渊六冤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对学习的帮助

络学习平台袁教师启发尧引导学生袁自主探究学习新

针对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对学习帮助的情况分析

知识袁从而达到掌握相应知识与能力的目的咱苑暂遥 本次

加深自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袁猿园援缘圆豫的学生认为使

学习态度有了明显提升袁但有 苑缘援缘怨豫的学生表示如

显示袁缘源援源远豫的学生认为使用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能够
用该平台可以很好地增进与老师或同学的交流互
动袁员园援愿园豫的学生则认为提高考试成绩是该平台对
自己最大的帮助曰远源援猿圆豫的学生均认为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调查结果显示尽管使用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后学生的

果没有硬性课后作业袁愿意主动利用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
台自主学习袁但积极性不高袁仅 员怨援苑圆豫的学生表示

仍会积极使用袁 表明大多数学生仍是被动使用该平

平台在加深课堂知识理解上有比较大的帮助袁并且

台袁如何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袁从野你要学冶到野我要

圆园援远远豫的学生表示有非常大的帮助袁表明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鄄

学冶的转变值得教育者们深思遥我们认为首先应激发

生广泛认可遥

课程进行描述和展示袁并有效拓展学生思维袁进而充

灶早 平台对广大学生起到了积极作用袁并且已得到学

学生的学习兴趣袁可通过教师创设学习情境袁对所学

渊七冤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使用在学习过程中的需求

分调动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兴趣曰 其次可让学生分组

缘怨援远圆豫的学生认为有必要继续使用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学习袁 通过组内学生之间的交流来解决学习过程中

平台袁可见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对学生的学习产生了积

教师可通过对学生学习效果做出反馈和评价来鼓励

平台袁且 猿员援源远豫的学生认为非常有必要继续使用该

遇到的各种问题袁培养学习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曰再者

极的作用遥

学生袁 使其能够从多方面正确看待自己并尝到成功

渊八冤优化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使用的建议
学生对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的优化提出了一些建

的喜悦袁从而提高自主学习能力遥
渊二冤完善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功能袁加强网络教学

议袁员源援园愿豫的学生提出应继续改善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

过程中师生互动

界面袁 使得操作更简便以及人性化曰圆源援愿愿豫的学生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袁 教育活动应由师生双方共

则提出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应提供更为丰富的学习材

同参与遥 其中袁学生是教学的主体袁是教学活动的积

料袁 比如视频尧孕孕栽 等以满足自身学习要求曰员员援苑源豫

极能动参与者袁 而教师则应结合学生的认知和思维

的学生建议进一步优化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的功能袁如

特点袁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袁把教和学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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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袁形成一种和谐的教学氛围咱愿暂遥 因此袁师生间

总之袁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促进了教学模式的创新

的互动就显得尤为重要袁特别是在网络平台教学过

与应用袁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学习效率袁使传统的教学

程中袁一旦教师与学生交互不及时袁很容易打击学生

焕发出生机和活力袁提高教学效率袁真正培养学生自

的学习积极性遥 本次调查结果也同样显示袁圆源援愿愿豫

主学习的能力袁 为学生终生学习和发展打下良好而

的学生最喜欢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中论坛互动的教学

坚实的基础遥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平台功能的建议袁 不仅要提供一些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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