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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教育探索·

翻转课堂联合雨课堂在癫痫授课中的应用
朱延梅

曲悠扬

孙胜男

杨春晓

朱雨岚

新冠病毒蔓延，医学教育事业面临着全新而艰
巨的挑战。各大医学院校尝试将信息技术融合到
医学教育教学中，进行了各种类型的网络教学工
作，但是问题也层出不穷。例如录播视频老旧，直
播授课时网络卡顿等。很多学生反映知识讲授重
复；缺少学生对老师的良性反馈；不能深入临床进
行教学实践等等。因此寻找一种更好的远程教育
模式、建设全新的教育体系成为当下临床教学的首
要问题。本次研究以癫痫课程为例，结合雨课堂和
翻转课堂的优势，构建二者联合的教育模型，应用
于实践后分析该模型的教学效果，为医学教育与信
息化的结合及应用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择哈尔滨
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2016 级“5+2”临床医学本
科阶段学生 53 名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29 例、女性
24 例，年龄 20~24岁，平均年龄（22.28±0.97）岁。在
2020 年 4月 25 日至 2020 年 5月 20 日期间进行雨课
堂联合翻转课堂的教学应用。
1.2 方法
1.2.1 课前自主学习 教师和学生实名注册登录
雨课堂并熟悉了解使用步骤。教师在课前准备癫
痫相关教学内容的课件包，利用雨课堂进行推送，
分享辅助教学资源以及课程相关的参考书目、论文
参考文献、网络资源等内容；布置学习任务。学生
在线自主学习，并随时在微信群里提问，或使用雨
课堂的“不懂”按钮，教师答疑解惑并根据问题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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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重点。
1.2.2 课堂互动答疑 根据课程内容采取案例分
析、角色扮演、启发引导等教学方法，充分利用多媒
体技术，增加课程的生动性、可视性和可记忆性。
以学生作为主角，分组讲述课前所学内容，并提出
问题疑惑，教师解答，双方在弹幕或留言区进行实
时互动讨论。为检验学习效果，采取课堂测试，让
学生扫描二维码完成在线测试、作业提交。
1.2.3 课后考核反馈 教师督促学生继续巩固完
善相关知识的学习。教师利用雨课堂提供课后检
测内容，对学生学习成果进行评估，并提供在线答
疑平台，
供学生随时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疑惑。
2 结果
课程结束后，为评估翻转课堂联合雨课堂教育
模式的效果，对 53 名同学进行了调查问卷，具体评
价指标及结果见表 1。
由表 1 可见，对雨课堂联合翻转课堂教育模式，
大多数同学持支持和中立态度，只有少部分同学持
反对看法。更多的同学认为此新型教育模式确实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习效率，增加了学习的主动
性，
增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和沟通。
3 讨论
癫痫课程为神经病学教学的重要内容，理论教
学内容繁多复杂、抽象、理解困难。疾病发作为一
过性和短暂性，需要结合临床实习更深入地掌握相
关知识，因此，癫痫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教学都存在
很大困难。在传统教育模式中，以课上教师传授知
识和课后学生复习记忆为主。教师采用 PPT 进行教
学，通常按照概念、发病机制、发作类型、临床表现、
鉴别诊断、辅助检查和治疗的顺序展开讲解，占据
整个神经病学课堂的 2～4 学时。癫痫学习内容繁
多而复杂，短时间的学习使大多数学生不能完全吸
收理解，其次传统的教学课堂讨论和互动较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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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翻转课堂联合雨课堂教学模式的评价结果/%

问题

赞成

中立

反对

你对于雨课堂联合翻转课堂教育模式的态度？

24.53

71.70

3.77

该模式降低了学习难度和提高了学习效率？

18.87

60.38

20.75

该模式增加了学习兴趣和提高了学习主动性？

35.85

47.17

16.98

该模式增强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45.28

45.28

9.43

该模式增强了合作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37.74

45.28

16.98

该模式加强了对学习节奏的控制？

28.30

62.26

9.43

该模式活跃了课堂氛围和加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沟通？

49.06

39.62

11.32

生通常单方面接收课堂内容，缺少思考和提问的过
程，教师也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此外，由于癫
痫内容多，每部分的分块学习，使得学生不能形成
针对一个病例分析和诊断的总体把握。总之，传统
的教学模式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无法完全掌
握癫痫这种疾病，不利于对学生进入临床前临床思
维的培养。
翻转课堂是指通过重组课堂内外的时间将学
习主动权从教师转换为学生的一种学习模式，主要
采取学生课前自主学习、课时互相交流讨论的方
式。与传统教育不同的是，它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
极性和参与度，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思
维[1]。既往有医学院校将翻转课堂的方式运用到神
经外科和泌尿外科的教学中，结果显示学生的成绩
较传统教育有所提高[2,3]。但是，将翻转课堂引入到
教学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管理问题，学生人数
比较多，没有办法保证所有学生课前完成了预习任
务。其次是课堂的参与度问题，翻转课堂要求课上
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解决问题，但是课堂时间有限，
没有时间给所有的学生展现自我的机会，而且对于
性格内向、学习被动的学生，课堂的参与度更为不
足，导致教学结果两极分化。最后是考核方式的复
杂，从传统教育的单纯结果考核改为过程和结果考
核，教师在课堂上完善考核方式，无疑增加了教师
工作的复杂程度。
雨课堂是一款智慧教学工具，以 PPT 和微信结
合的方式，将课前预习和课堂教学结合，并包括了
教学课件及反馈应用的推送、课堂测试、互动讨论、
出勤考核等功能[4]。国外学者将翻转课堂引入医学
教育，并做了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和传统教育模式
相比，翻转课堂更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参试者
也表示更偏爱翻转课堂学习模式[5]。但是，国外并
没有关于雨课堂和翻转课堂相结合的研究报道。

国内有研究者指出，雨课堂可以成为“预习时间”最
大化的有效手段，从而有利于翻转课堂的开展[6]。
教师在课前将所有的预习资料如 PPT 和视频材料上
传，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可以将不懂的内容及时反
馈到微信。课堂上，教师根据学生的预习结果讲
解，学生可以实时发送弹幕留言与教师互动。翻转
课堂和雨课堂联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单纯将
翻转课堂引入普通课堂的不足。由于所有学生都
实名加入雨课堂，方便教师对学生的管理，且预习
资料含有题目考核，可以监管学生的预习进度和结
果。课堂中有弹幕等多项互动形式，可以给内向被
动的学生提问题的机会，增加学生总体的积极性。
最后翻转课堂和雨课堂的联合简化了考核方式，教
师可以随时把题目上传，学生的总体考核结果通过
雨课堂反馈，教师随时了解学生的不足调整教学任
务，
由此形成了良性反馈。
本次研究为了解翻转课堂联合雨课堂的教学
效果，选择将癫痫的课程投入实践，观察在这种教
学模式下，是否能规避传统教育的不足，让学生更
有效地学习复杂的癫痫课程。该教育模式被分为
三个阶段：课前，利用雨课堂推送教学内容让学生
自主学习；课中，学生成为课堂主角，讲述所学内容
提出问题而教师答疑解惑；课后检测，对学习结果
进行评估。总之在此教育模式下，教师不再是“知
识的讲授者”，而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注重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学生不再是“被动的
知识接收者”，而成为了学习的主角，通过自主学习
和师生的协作学习实现知识的吸收内化[7]。从本次
调查问卷的结果来看，对于雨课堂和翻转课堂联合
的教育模式的效果，更多的同学持赞成或中立态
度。部分学生表示翻转课堂确实提高了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通过积极的预习保证了课堂效果，
课上互动、课后答疑，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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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部分同学反映平台不够稳定，而且由于对新
平台不熟悉，同时需要对不同平台进行切换，有时
操作不易，容易丢失进度；互动间隔不合理，导致互
动效果打折扣；讨论的问题也只是书上的内容，没
有新颖的推理过程等。
综上所述，在癫痫课程的学习中，对于雨课堂
和翻转课堂联合的教育模式是否能替代传统教育
模式，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深入研究。同
时需要进一步完善教学过程，如对平台的维护，对
教师学生关于平台使用的培训；督促教师将互动过
程进一步合理化，讨论过程丰富化；增加一些监管
机制等。此外，本次研究尚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
没有设计传统教育模式的对照组，也暂未设置其他
评价指标，将在今后的课题研究中进行更为深入的
实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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