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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PD 理念下的创客教学法在《儿科护理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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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最近发展区”（ZPD）理念下的创客教学法运用在《儿科护理学》实践课中的应

用。方法 将我校 2016 级护理本科生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试验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试验组采用基

于 ZPD 理念下的创客教学法，通过教学干预后考核考试成绩和问卷调查两方面进行比较。结果 试验组护生

干预后考核成绩,创新能力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将该模式应用于《儿

科护理学》实验教学中，应用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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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aker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the "ZPD" in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Pediatric Nursing". Methods: The 2016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in our schoo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 test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dopts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test group adopts the "ZPD"-based maker teaching model. After passing the teaching intervention, the test 
scores and questionnaires are assessed. Results: The test scores of nursing studen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total 
score of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he scores of four dimensions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maker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ZPD" is applied 
to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Pediatric Nursing", and the application effect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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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审议通过了《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这是继 2015
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之后中国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

大调整，为应对中国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等现状，

从而提出了三胎政策[1]。随着三胎政策的深入推行，

新生儿人口数将会增长，会使得儿科护理人才短缺

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儿科护理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

医学院校应特别重视儿科护理学的教学。全国护理

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也提出，必须做到以

需求为导向，提升儿科护理人才培养的质量，并突

出强调要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注重培养具有较强实

践操作能力、创新能力护理骨干。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采用基于 ZPD 理念下的创

客教学法在《儿科护理学》实验教学中进行研究与

探讨。 
1 概念 
1.1 最近发展区 
“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指学生发展的某个阶段借助他人的帮助所能够达到

的解决问题的水平与自主独立所能够解决问题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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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间的差距[2]。该理论强调，要让教育对学生发展

起促进作用，就需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通过先学后教，辅助学生跨过最近发展区。 
1.2 SCS 创客教学法 
SCS 创客教学法包括 7 个步骤：①情怀故事引

入（Story）②简单任务模仿（Copy）③重难点讲解

（State）④拓展任务模仿（Copy Extended）。⑤创

新 激 发 引 导 （ Stimunate ） ⑥ 协 同 任 务 完 成

（Coperation）⑦成功作品共享（Share）。近年来，

SCS 创客教学法被应用于信息技术课程、医学、实

践课程中，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并让学生从学习

实践中体会快乐，促进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提升
[3-5]。 

1.3 基于 ZPD 理念下的创客教学法的构建 
本研究根据《儿科护理学》实验课程的特点：

构建了基于 ZPD 理念下的创客教学法，如图 1： 

 
图 1  基于 ZPD 理念下的创客教学法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我校 2016 级护理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随机将 1、

3 班 73 人作为对照组；2、4 班 71 人做为试验组。 
2.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教师课前通过 QQ 群，

告知护生自学的项目，借助 MOOC，视频等微课资

源。课前提交一份思维导图，进行课前测试。课上

按照讲授-示教-模仿进行常规教学，学生按照教师所

授进行自主练习，教师进行指导。 
试验组教学实施过程见表 1： 
2.3 观察指标 
课程结束后，选择理论，技能考核的方式作为

其评价指标，均为 100 分；威廉斯创造力倾向测量

表：重测信度为 0.632，基于标准化的 α系数为 0.692。

分数越高，创造力越好[6]。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4.0 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

对于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两独立样本的

t 检验；否则采用非参数检验，检验水准 α = 0.05。 
3 结果 
3.1 两组护生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护生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即具有可比性，见表 2。 
3.2 两组护生的成绩比较 
试验组的理论与技能考核成绩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3.3 两组护生创新能力的比较 
试验组护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总分及四个维度得

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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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笔者以新生儿晨间护理项目为例，实施基于 ZPD 理念下的 SCS 创客教学法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目标 

情怀故事引入 
（15 分钟） 

视频引入：“宝宝快乐的一天，从晨间护理开始。

展示婴儿沐浴方法、盆浴用具变化发展的图片及视

频等。创设贴近临床新生儿科的真实情境，激发学

生的创造兴趣。 

让学生明白创新

就在大家身边。 
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简单任务模仿 
（45 分钟） 

指导护生根据导入的视频，为新生儿进行晨间护理

的练习。 

护生进行协作完

成晨间护理的实

践项目。 

使学生晨间护理的基础知识

得到再现，将理论用于实践；

增加学生的实践体验。 

知识要点讲解 
（20 分钟） 

针对授课前的前测试题与在简单任务模仿中，均反

映出学生在新生儿沐浴、抚触与约束法中存在着问

题与不足。教师对此进行讲解，同时对于情景故事

引入中涉及的不同的新生儿沐浴用具、婴儿约束法

进行评价，分析所采用的用具与新生儿生理特点及

需求结构是否契合。 

学生通过思考、

实 践 掌 握 了 知

识，在小组讨论

中，萌发了创新

的想法。 

教师讲解后，学生习得重难点

知识。通过课中涉及的用具和

方法的改进，进而激发学生的

发散思维，为护生创新打下基

础。 

创新激发引导 
（30 分钟） 

经过上述几个步骤后，护生思维得到了发散，想进

一步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此时，教师的引导，结合

学生的兴趣，明确出学生对创新的的大致方向如下：

沐浴抚触一体车的想法：为了可以随时关注洗浴时

的水温，可以设计一款具有温度探测和调节的浴盆；

一种新型约束包被的创新等。 

学生采用头脑风

暴法，小组讨论

方式，进行创新

点的讨论。 

通过学生自主学习、小组合

作，教师引导，启发学生积极

思考和探索，对创新思路进行

梳理。 

协同任务完成 
（50 分钟） 

采用小组协作、教师引导的方式进一步的探究。每

个小组按照之前的创新方向进行分工，确保每位同

学都参与其中，不允许“搭便车”。同时，教师一

定要对完成作品有困难的学生进行方向性的指导，

给予护生鼓励，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小组合作讨论，

协同实践，共同

完成作品。 

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精神与创

新能力。 

作品成果共享 
（20 分钟） 

由组长带领小组成员对创新作品进行展演和汇报。

采用自评、他评的方式进一步使学生思维得到开阔，

从而完善创新作品。课上未完成的小组，课下进行

完善并在线上分享。 
如图 2 是小组成员完成的部分创意作品。 

  

图 2 创新想法展集 

听 取 同 学 的 建

议，进行评价与

分析。 

提倡学生通过对自己创意作

品的分享，来体会创新的快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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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照组与试验组一般资料比较结果 

项目 对照组（n=73） 试验组(n=71) Z/χ2 值 p 值 

年龄 M(P25,P75) 21(21,22) 21(21,22) -0.049* 0.961 

性别[例(%)]   0.381 0.537 

男 6（8） 8（11.2）   

女 67（91.7） 63（88.7）   

家庭居住地[例(%)]   0.0001 0.994 

城市 35（47.9） 34(41.9)   

农村 38（52） 37(52)   

基础文化成绩[n(%)]     

优秀（≥90分） 2 (2.7) 5 (7) 1.391 0.543 

中等（>70 且<90） 49 (67 ) 46(64.7)   

较差（≤70） 22 (30 ) 20 (28)   

注：在 Z/Χ2列中，*表示秩和检验；其余的均为 Χ2检验。 

表 3 干预后两组护生理论与技能成绩比较（x± s） 

组别 理论成绩 技能成绩 

对照组 76.98±7.80 91.54±3.11 

试验组 82.45±5.87 95.17±2.49 

t 值 -4.741 0.115 

p 值 < 0.0001 <0.0001 

表 4 干预后护生创新能力的比较（x± s） 

维度 对照组 试验组 t 值 P 值 

冒险性 23.794±3.02 25.084±3.36 -2.422a 0.017 

好奇性 30.739±3.53 32.225±4.25 -2.284a 0.024 

想象力 24.780±4.22 26.436±4.83 -2.190a 0.030 

挑战性 
 

27.068±3.30 
 

28.943±4.33 
 

-2.914b 

 

0.004 
 注：a 表示方差齐，采用两独立样本的 t 检验，b 表示方差不齐，采用 t‘ 检验。 

 
4 讨论 
基于儿科护理学属于哑科、具有专业性强、工

作难度大，高风险的特点。传统教学方式下，护生

很难将理论联系临床实践，从而很提高学习效率。

创客教学方法的实施，有利于护生对儿科特殊群体、

特殊疾病的有效掌握，从而将理论与实践充分融合，

从而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 
通过本研究可以得出，试验组理论与技能考核

成绩均高于对照组。通过学生完成课前布置的自学

内容与项目，能够使学生做到有章可循，更好使理

论与技能交相呼应，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兴趣
[7]。创客教学法在《儿科护理学》中的开展，真正

做到了在“做中学”“学中乐”的基于能力本位的

护理教学[8]。试验组护生在创新思维能力总分、冒

险性、好奇性、想象力、挑战性维度得分均高于对

照组。基于 ZPD 理念下的创客教学法在实践教学运

用的过程中，能够以学生为本体，使得学生在课堂

中有的放矢，充分发挥其自主性与创新性，与国家

倡导培养创新能力的青年人才完美融合，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就儿科护理实践教学中，采取基于

ZPD 理念下的创客教学法，可有效提高护生理论和

操作考核成绩、创新能力，教学效果较为突出，学

生满意度也较高，从而为《儿科护理学》实践教学

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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