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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堂教学法在胸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蒲欢丽，梁力巾，胥明月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川南充 

【摘要】目的 探究微课堂教学法应用于胸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一年时间作为研究期限，在该时间段内进行胸外科护理教学的相关研究，选择 100 例护理专业学生参

与研究，将其分为一班和二班，一班接受微课堂教学法，二班则接受传统教学法，比较一班和二班同学在

胸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学习效果，以学习成绩和教学模式满意度作为评价指标。结果 经过研究，发现一班学

生的学习成绩得分高于二班学生，差异显著，（P＜0.05）；一班学生对护理教学模式的满意高于二班学生，

差异显著（P＜0.05）。结论 微课堂教学法该种创新教学模式，被应用于胸外科护理教学当中，可有效提升

护理专业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学生对该种教学模式的满意度较高，建议在护理教学中推广该种教学模式。 
【关键词】微课堂教学法；胸外科；护理教学 

 

Application of micro-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 in thoracic surgery nursing teaching 

Huanli Pu, Lijin Liang, Mingyue Xv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micro-class teaching method in nursing teaching 
of thoracic surgery. Methods From March 2021 to March 2022, one year was used as the research period.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relevant research on nursing teaching in thoracic surgery was conducted. 100 nursing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search,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first class and second class. The first class 
accepted the micro-class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second class accept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lasses in the nursing teaching of thoracic surgery were compared, and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eaching mode satisfaction were used as evaluation indicators. Results After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the scores of students in class on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lass two,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students in class one we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nursing teaching model than those in class two,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 Conclusion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 of micro-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 which is applied to the nursing teaching of thoracic surger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 of 
nursing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are highly satisfied with this teaching mode. It is recommended to 
promote it in nursing teaching. this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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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外科传统教学法中，频繁应用板书配合讲解

单方向传输知识的教学方式，学生学习理解效果较

差，在后续记忆和应用当中也会遇到较多困难。针

对胸外科护理教学中传统教学法过于扁平、立体化

不足的问题，会造成学生在胸外科护理学习理解、

记忆问题，此时可创新性应用微课堂教学法增加教

学有效性，促进学生学习质量提升。相较于传统教

学法，微课堂护理教学法促使护理胸外科护理教学

内容生动形象。与传统教学法相比，应用微课堂教

学法开展胸外科护理教学，实现了护理教学模式的

有效改良，教师在教学时所呈现的胸外科护理教学

内容更加形象立体[1]。应用微课堂教学法后，有关

胸外科护理教学重难点内容，可借助图片、文字、

声音以及视频不同的媒介进行讲解，促使学生在生

动立体的课堂教学当中，充分调动眼耳手脑，加深

对胸外科护理教学内容的理解。以气胸患者护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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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进行教学时，可展示一段气胸患者诊疗、护

理的影像资料，利用影像资料展示，让学生在观看

后掌握视频当中的图片、文字、声音信息，这些信

息输入到学生大脑当中，会让其对于气胸护理这一

内容的学习印象加深[2] 。根据人脑记忆法则，大脑

习惯于通过图片储存和记忆信息，因此借助该种教

学方法，视频当中包含有大量的图片资料，利用学

生理解图片的能力强于文字，促使学生在学习胸外

科护理内容后，提升相应的知识应用能力[3] 。基于

此本文探究胸外科护理教学中应用微课堂教学法的

应用效果，见下文：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一班，平均年龄为（20.5±1.2）岁，男 3 人，

女 47 人；二班：平均年龄为（20.3±1.1）岁，男 2
人，女 48 人。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一班接受微课堂教学法：1）教学准备：教师负

责进行教学准备，制作微课课件，根据学生的学习

能力梯度制作课件，同时设置课件的引导性内容，

准备先导教学内容，可让学生自行学习[4]。2）开始

微课堂教学：课堂教学中应用微课进行教学，播放

教学课件时，教师需要负责讲解内容，准备一些互

动内教学问题，以气胸为例，可提问学生对于气胸

是否有基本的了解，后续针对该种胸外科常见的病

症作一些护理问题分析，提出一些护理问题，可让

学生进行小组式讨论学习，后续讨论结果派出小组

代表发言，教师则负责作评价和引导。增加实践胸

外科护理教学部分，专门制作护理操作课件，供学

生进行学习。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准备一些深入

的微课学习内容，供其学习[5]。3）教学反馈：收集

学生的学习意见，将微课堂教学当中的学生问题反

馈至教学当中，改进微课堂教学内容，为让学生大

胆给出建议，可提供建议邮箱，学生可通过邮箱提

出建议[6]。 
二班接受传统教学法：由教师进行板书，结合

课堂教学内容讲解。 
1.3 观察指标 
（1）记录考核成绩；（2）调查教学模式满意

度，百分制评分，分值越高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4.0 评分，P 低于 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学习成绩 
表 1 一班学习成绩高于二班，（P＜0.05）。 
2.2 教学模式满意度 
表 2 一班教学模式满意度高于二班，（P ＜

0.05）。 
表 1 学习成绩（χ±s） 

组别 实践 理论 

一班（n=50） 91.5±1.2 92.5±1.4 

二班（n=50） 86.9±1.1 84.2±1.6 

T 值 9.0785 9.3721 

P 值 ＜0.05 ＜0.05 

表 2 教学模式满意度（χ±s） 

组别 教学模式满意度 

一班（n=50） 92.8±1.2 

二班（n=50） 85.3±2.5 

T 值 9.0739 

P 值 ＜0.05 
 
3 讨论 
本文当中研究微课堂教学法在胸外科护理教学

中的应用，发现该种教法方法提升护理专业学生的

考核成绩，同时学生的教学满意度较高。微课堂教

学法在胸外科护理教学汇总应用，有效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与传统教学法相比，微课堂教学法大幅提

升胸外科护理教学课堂教学效率与扩大教学内容知

识容量有关[7]。每一个课时间有限，传统教学法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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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利用有限的授课时间讲解更多的胸外科护理知识，

因此课堂教学结束之后，学生学习到的胸外科护理

知识十分有限，分析传统教学在教学效率方面的缺

陷，教师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完成板书内容，教师

甚至还需要徒手画图，画出胸部解剖示意图，该种

情况下耗费的课堂时间较多，同时不能保证徒手画

出图与实拍图片质量一致，因此胸外科护理教学效

果也会大打折扣。应用微课堂教学法替代传统教学

法后，提升课堂教学效率的关键在于使用课堂课件，

通过提前制作完成课件，设置一些思考性的引导问

题，在课堂教学当中，教师可直接播放课件讲解胸

外科教学内容，节省板书时间后，可将余下的时间

深入充分讲解胸外科护理内容，同时还可这对学有

余力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教学内容，通过长

期应用该种教学方式，对开阔学生学习视野有较大

帮助。持续应用微课堂教学模式，胸外科护理教学

课堂教学效率得到有效提升，教师适应该种教学模

式后，有效减轻教学负担，教师可投入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开发微课堂胸外科护理教学课件，胸外科护

理教学课堂教学质量可实现持续化提升[8]。 
相较于传统教学法，微课堂教学法应用于胸外

科护理教学后，课堂教学趣味性大幅提升。当前兴

趣教学方法备受教育家推崇，经过教育教学研究发

现，兴趣教学模式下，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学生自主学习大幅提升。给予兴趣教学研究理论，

胸外科护理教学当中，需要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促进学生的学习成果提升，帮助学生改变被迫学习

的学习方式，提升学习积极性[9]。传统胸外科护理

教学当中，学生学习过程当中，需要观看大量的文

字性内容，学习胸外科护理教学知识的过程主动性

不强，学习成效对教师的讲解水平依赖性高，为帮

助学生提升学习成效，需要打破传统教学方法下被

动学习状态，促使学生提升学习的自律性。分析传

统教学法当中，学生在课后对于胸外科护理教学的

学习毫无兴趣的情况，影响到学生课堂学习效果，

多与学生认为教学内容枯燥无味有关，出现该种情

况后，学生在胸外科护理课堂学习当中，专注度有

限，极容易出现开小差、走神问题，学习效果不佳。

胸外科护理教学中，应用微课堂教学法能够将枯燥

的教学内容变得生动形象，在进行病例讲解时，结

合图片进行展示，例如不同肋骨骨折病情特点和护

理措施，可结合图片进行讲解，从而让学生掌握不

同肋骨骨折的护理要点。运用微课堂教学法，提高

教学内容趣味性之后，可让学生参与胸外科护理的

学习黏性增强，形成主动学习的好习惯。 
综上所述，微课堂教学法应用于胸外科护理教

学中，可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同时学生对该

种教学模式满意度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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