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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翻转课堂冶 的医学信息检索教学模式构建
黄晓鹂,李树民
[摘要] 概述了翻转课堂的起源和国内外发展现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了如何构建医学信息检索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指出
了该教学模式对教学的促进作用及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旨在推动医学信息检索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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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origin of flipped classroom and its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outlined. How to construct

la

a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of medical information retrieval was elaborated from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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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s. Its role in promoting medical information retrieval teaching and problems in its implementation were pointed

m
l.m

out in order to propel reform of medical information retrieval teaching and improve its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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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al design

时间完成针对知识点和概念的自主学习,课堂时间

tp

摇 摇 翻转课堂模式( 又名反转课堂,the flipped class鄄

用于答疑解惑、汇报讨论,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

方式。 从教育学角度讲,传统教学过程通常包括知

果。 翻转课堂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最大化地开展课前

识传授和知识内化 2 个阶段

预习的基础上,不断延长课堂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

ht

room model,FCM) 是将传统教学过程“ 翻转冶 的教学
[1]

。 知识传授通过教

师在课堂中的讲授来完成,知识内化则需要学生在

率。 在翻转课堂中,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是学生学

课后通过作业、操作或者实践来完成。 翻转课堂模

习的基础,学生通过教学指导进行探究性学习。

式是把传统的学习过程翻转过来,让学习者在课外

1摇 翻转课堂的起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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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是 2011 年教育界最热门的话题,起源

于美 国 科 罗 拉 多 州 落 基 山 的 “ 林 地 公 园冶 高 中。

2007 年,该校化学教师 Jon Bergmann 和 Aaron Sams
使用录屏软件录 制 PowerPoint 演 示 文 稿 和 讲 课 声

音,并将视频上传到网络,以帮助缺席的学生补课。
后来,他们让学生在家观看教学视频,在课堂上完成
作业,并对学习中遇到问题的学生进行讲解 [2] 。 同
年,Salman Khan 建立了一个非营利的“ 可汗学院冶

( www. khanacademy. org) , 把自己的授课 视 频 放 在

这个网站上,并编写了自动练习软件,帮助学习者掌

·34·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13 年 11 月 第 22 卷第 11 期摇 摇 Chin J Med Libr Inf Sci,Vol. 22 No. 11摇 November,2013
握授课内容。 他的“ 满 10 分晋级冶 模式确保了学生

2摇 实施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优势

院冶 使越来越多的教师知晓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受

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翻

到了教师和学生的广泛欢迎。 随后,麻省理工学院、

转课堂节约了知识传授的时间,帮助学生实现个性

耶鲁大学、可汗学院、TED 教育频道的开放教育资

化、分层次的学习;学生可以反复观看视频或跳过自

源运动,为翻转课堂的开展提供了资源支持,促进了

己已经听懂的部分,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

精通所学内容。 Salman Khan 和他建立的 “ 可汗学

翻转式教学的发展

[2]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促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

。

力。 二是翻转课堂中视频和情境素材的融入,使学

目前,翻转课堂在美国受到很多学校的欢迎,实

生的预习内容由单调、呆板的文字变成了有声有色

施翻转课堂教学的课程涉及历史、医学、数学、物理

的视频,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欲望和兴趣。 三是翻转

学和经济学等领域。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2 年,

课堂的教学方式丰富了教学内容,学生可以通过平

全球已经有 2 个国家 20 个州 30 多个城市在进行翻

台获得大量的课外延伸学习资源,对拓展学生的视

成功的案例主要有:美国明尼苏达州斯蒂尔沃特市

是翻转课堂的视频资源通过集体备课录制,并为全

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7] 。 四

转课堂的教学改革实验,实验主要集中在中小学。

体教师所共有,体现了集体智慧,实现了教育资源共

戴尔高中、美国布里斯学校、密歇根州的东大急流城

享。 五是翻转课堂有利于教师借助于学习平台的反

、byron

馈和统计功能及时掌握学生的整体学习情况,进而

具特色,并取得了非常好的学习效果。 威斯康星大

六是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中涉及较多的专业

、威斯康星大学等的翻转课堂教学,他们各

。 此外,翻转课堂

教学的视频资源也日渐丰富。 目前,可汗学院已有

cj

3 250 个免费数字视频,并得到比尔·盖茨、埃里克

tp

。 美国 Adelphi 大学创建了 2 000 多个播客。

ht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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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 Google CEO) 及其他高科技亿万富翁的
[6]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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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人增加到今年的 11 000 人

[5]

和信息知识,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利于提高

lp

学 [5] 应用翻转课堂教学的教师人数从 2012 年的 2

帮助教师调整教学进度和难度,制定个别辅导计划。

la

高中

[4]

rg

高中、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的生活学校

[3]

.cn

石桥小学、美国高地村小学、林地公园高中、柯林顿

在我国, 对 翻 转 课 堂 的 研 究 刚 刚 起 步。 笔 者

2012 年 9 月同时检索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
台,选择“ 题名或关键词冶 字段, 检索词为 “ 翻转课

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
3摇 医学信息检索课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
3. 1摇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设计 [2]

根据翻转课堂的内涵,结合医学信息检索课的

特点,在已有文献研究和广泛征集教育学及相关领
域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构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该
教学模式主要由课前学习和课堂学习组成。
3. 1. 1摇 课前学习设计

课前学习是实施翻转课堂的前提,主要包括 2

堂冶 、“ 翻转教学冶 、“ 反转课堂冶 或“ 反转教学冶 ,只得

个组成要素。 一是教师制作教学视频。 主讲教师根

教学模式应用于教学实践的探索,其余 3 篇是对翻

教育资源,其内容包括信息检索基础知识、数据库使

到相关文献 10 篇。 其中 7 篇是重庆聚奎中学将此

据教材内容录制教学视频或者使用网络优秀的开放

转课堂理论的研究,即南京大学的张金磊等系统阐

用方法、检索实例演示、延伸学习资源等。 翻转课堂

述了对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南京大学的桑新民等

的教学视频要短小精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且查找

详细分析了翻转课堂作为 21 世纪大学课堂的发展

方便,视频的长度为几分钟到十几分钟。 将教学内

方向,华南师范大学的曾贞论述了反转教学的特征、

容划分为学生“ 必看冶 和“ 选看冶 部分,合理设计课前

实践及存在问题。 2013 年 7 月再次应用相同检索

学习内容数量和难易程度。 二是学生课前针对性学

表达式和数据库进行检索,检出文献 51 篇。 可见,

习。 学生在课前观看视频,记录观看视频的收获和

近年来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受到我国教育界的广泛关

疑问,同时完成教师布置的针对性课前学习任务;还

注和重视,研究内容从理论研究逐渐走向实证研究,

可以通过留言板、聊天室等网络交流工具与同学进

研究对象范围也从中小学延伸到高职和高校。

行互动沟通,教师个别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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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摇 课堂活动设计

3. 2. 2摇 研究对象选取

活动,完成对所学知识的内化。 课堂教学活动一般

量小于 100 人的医学本科生班作为研究对象,另选

教师根据学生学习的整体情况,制定课堂教学

选择将医学信息检索课作为必修课程、班级容

分为以下步骤:一是确定问题。 教师需要根据课程

择同质教学班作为对照,同期开展医学信息检索翻

内容和学生观看教学视频中提出疑问,总结出有探

转课堂教学和传统教学。

究价值的问题。 二是个性化学习和小组协作学习。

3. 2. 3摇 教学过程组织

学生根据理解与兴趣选择相应的探究题目进行独立

基于前述构建的教学模式,以中文数据库课程

探索和小组协作学习。 三是成果交流。 学生经过学

学习为例。 在课前学习阶段,教师布置学习任务,让

习后,得到个人或者小组成果,在课堂上汇报、交流

实验班学生通过 BB 平台的教学资源,在课下学习

学习体验。 四是教师点评。 教师将各组任务的完成

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的使用方法,并提出问题。 学

情况进行整理,对于共性和个性问题进行点评。 五

习方式以自主学习为主,遇到疑问通过“ 讨论版冶 与

是反馈评价。 评价由教师、同学以及学习者自己共

其他同学或教师沟通或查阅资料解决。
经过课前深度学习后,学生对数据库的原理和

的评价。 通过课堂教学活动设计,优化医学信息检

使用方法有了一定的理解和掌握。 在课堂学习阶段

索课程结构,将课堂互动引向深入,让学生实现理论

主要实现 2 个教学目标:一是知识内化,将课下所学

.cn

同完成,在学习结果评价的同时,要注重对学习过程

知识在课堂中与教师、同学进行交流探讨,逐步深化

rg

知识的应用创新。
3. 1. 3摇 考核方式设计

作学习为主 [8] 。 该过程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确定检

m
l.m

lp

成绩外,还需考虑在学习过程中教师、个人和学习小

利用所学数据库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学习方式以协

la

建立多元化考核体系。 考核结果除传统的考试

.o

理解;二是应用创新,教师拟定检索课题,引导学生

组的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
3. 2摇 翻转教学模式实证研究

cj

将构建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医学信息检

tp

://

索教学,选取实验班并设置对照班进行全程教学活

ht

动,在遵循已构建模式的基础上,及时收集反馈意
见,不断优化教学方案,发挥翻转课堂的最大优势。

索课题,划分学习小组(3 -5 人) 并指定小组长;在

教师指导下小组成员分工合作,完成检索任务;每小
组指派 1 名同学汇报任务完成情况( 汇报内容要涵

盖解决实践性任务所用到的检索词、检索技术和方
法等详细内容) ,汇报完毕接受其他同学和教师的
提问,提出多种解决问题的策略;教师点评总结。

3. 2. 1摇 教学环境支撑

3. 2. 4摇 教学效果分析与评价

置的 BlackBoard 网络教学平台( 以下简称 BB) ,并

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 教师利用 BB 平台考核管

及其他资源) ,开展个性化学习、协作学习等教学活

表现,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对课程的参与度进行考

作学习提供了良好的 空 间。 教 师 可 通 过 BB 平 台

的协作学习成绩 +60% 的考试成绩,学生的协作学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依托我校 2007 年购

将此平台作为网络学习环境,上传教学资源( 视频
动。 该平台搭建的网络学习环境,为自主学习和协

教学效果的分析与评价分两步进行。 一是教师

理模块提供的统计数据,根据学生在协作学习中的
核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学生的最终成绩 = 40%

“用户管理冶 中的“ 小组管理冶 工具为学生分组,并根

习成绩 = 小组得分 伊50% +个人得分 伊50% ,小组得

堂、小组电子邮件等功能。 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协

果汇报时其他小组成员评分的平均值,个人得分为

作学习空间,能够实现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同步和

组内所有成员评分( 包括自评) 的平均值。 二是学

异步交流。 此外,利用 BB 平台的在线测试功能,可

生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评价。 课程学习结束后,

实现课下学习效果的检测。 其教学管理、统计跟踪

针对实验班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学习成果、

等功能可让教师更清楚地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保

学习感受等进行问卷调查,了解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证课下学习的效果。

在医学信息检索课教学中的实施效果和学生对该模

据需要设置小组文件交换、小组讨论板、小组虚拟课

分是教师对小组完成课堂学习任务的评分与学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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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态度,及时收集反馈意见。 通过与对照教学班

用,但提示我们要清楚地认识这些问题并努力解决,

进行教学效果对照,分析翻转课堂的优势与局限性。

充分发挥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教学中的最大优势。

调查问卷设置的项目包括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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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编委会换届暨第六届编委会第一次会议纪要
2013 年 10 月 16 日,在“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医学信息学术会议( 暨医学信息学分会成立 20 周年庆典) 冶 召开之

际,《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编委会换届暨第六届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20 余名编委参会。

会议由第六届编委会主任、解放军医学图书馆馆长陈锐主持。

杂志主编杨春华汇报了编辑部过去 3 年的工作和对期刊未来发展的设想,通报了本次换届改选的情况, 并向卸任的第五

届编委以及一直关心支持期刊发展的编委和审稿专家表示感谢。

第六届编委会参照了第五届编委会的人员构成和中华医学会医学信息学分会第六届委员会组成,根据 3 年来各位委员

对《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工作的参与和支持情况,考虑杂志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地区平衡,经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并征得中

华医学会医学信息学分会主任委员徐一新教授及其他几位副主任委员的同意,最后确定了第六届编委会组成人员名单。 本
届编委会设顾问 8 人,副主任委员 11 人,新聘任国际委员 1 人,委员 31 人。 陈锐馆长宣读了第六届编委会名单,并向与会编
委颁发了聘书。

2013 年,《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成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使杂志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与

会编委就如何进一步提高《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的质量、影响力、如何充分发挥编委作用等问题畅所欲言,提出了很多宝
贵的意见和建议。
陈锐馆长在总结性发言中,感谢编委们对《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工作的大力支持,同时希望编辑部在吸引高水平稿
源、举办以作者为主体的学术培训等诸多方面,消化、落实各位编委的建议,使《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我
国医学信息学事业的发展。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