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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在
《人体解剖学》中的运用探究
闫郭莉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山西 阳泉 045000）
摘 要 《人体解剖学》是一门研究正常人体形态结构的科学，隶属于生物科学的形态学范畴，是医学课程中一
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它的任务在于理解和掌握人体各器官的形态结构、位置和毗邻关系，为后续学习其他基础医
学课程和临床医学课程奠定扎实的基础。[1] 伟大的哲学家恩格斯曾说过：“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由此可见《人
体解剖学》这门课程在医学领域中的重要性。如何让学生学好这样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顺利进入医学的大门，
应该是每一位解剖学教师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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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解剖学》学科特点，主要是研究正常的人体

都或多或少地应用于我们的教学中，但是如何有效地

形态结构。人体的结构非常复杂，并没有什么规律可

将这种教学模式的理性与现实的结合恰当地应用于我

循，也没有什么原理可讲，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研

们的教学中，需要考虑众多因素。比如我们的硬件实

究、探索、记忆，才能掌握人体复杂的结构，所以要

验室设施的配备情况，我们的教师和实验教师的配备

想学好这门课程，必须不断重复记忆掌握才能深刻理

情况，课程标准对于学生能力的要求，学生本身的素质、

解记忆其中复杂的结构。如何才能深刻理解并记住呢？

能力水平以及认知特点等，只有考虑到问题的方方面

必须注意理论联系实践、联系标本、联系活体、联系

面，我们才能把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实事求是、恰到

临床，做到学用结合，在理解实践的基础上加强记忆，

好处地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不能为用而用，不能

这样才能真真正正地学好解剖学，顺利打开医学的大

哗众取宠，而是切实有效地提升教学质量。

门。我们解剖教研室积极结合本门课形态学科的特点，

2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应用于解剖学教学中
的可行性

紧密联系职业学校学生的特点，实现教学过程与实践
过程、课程内容与课程标准对接，积极改革教学方法，
从教学内容、实训室、教师、作业、考核等方面将理
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出一套适用于解剖学的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

1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

人体解剖学是研究正常人体形态结构的学科，是
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隶属于生物科学的形态范畴，
作为一门学科形式，实验教学让学生从感性认识学到
理性认识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何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
学相结合，研究和探索理性与现实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真正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即突破以往理论与实践

使这些书中枯燥的文字转化为能看得见、能摸得着形

之间的联系。它强调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通过

象直观的理性认识，对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研究探

设定教学任务、教学目标，让老师一边教与学生学、做、

索尤为必要的。

全素质技能的培养框架，从而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其次，让我们谈谈职业类院校学生的认知特点。

在整个教学环节中，理论与实践交替，直观与抽

职业院校的学生的年龄基本分为两个年龄组。一是刚

象交错，没有固定的一定要先实践后理论或先理论后

刚初中毕业的学生，年龄在 15 岁左右，读的是我院的

实践，而是理论中有实践，并突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

五年一贯制；二是高中毕业的或经过三年中专学习，

力和专业技能，充分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

通过对口升学或者自主招生就读我院的学生，年龄在

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对于每一门学科，每一位老师，

18 岁左右，他们活泼好动，精力充沛，不喜欢枯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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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他们喜欢接受新事物，动手能力强，对新知识、

3.3 情感目标

新事物的接受速度快。考虑到学生们这个年龄的认知

（1）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正确认识人体消化系

特点，在解剖学这门课程中应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

统各器官的形态结构、位置及功能，具有实事求是的

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学风，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2）养成良好的饮食、

3 针对具体专业，结合本门课自身特点，制
定合理化课程标准

生活习惯。关于考核评价我们采用模型标本的实物辨

《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是一门研究正常人体

认、学生手工绘图等一些方式进行，每种方式都有细
致的评分细则。

形态结构的科学，是医学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对于

针对课程标准，结合实验室等的具体情况，由于

后续的其它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以及日后的临

我院实验室硬件条件有限，标本、模型和实训场地不

床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结合不同专业高职学生的

能满足近年来招生情况良好的生源数量，如我院骨骼

培养目标和定位，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

肌塑化标本仅有一例。所以要充分考虑实验室的设施

职业技能训练为核心，努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卫生

情况，再紧密结合课程标准，细致准确的确定理实一

人才培养的新形势、新需求而制定合理的课程标准。

体化的教学内容，合理而又实事求是地开展理实一体

我们解剖教研室的全体老师共同努力针对护理专业制

化课堂，在理实一体化课堂上，开展边讲边练，以教

定的合理的课程标准。在课程标准中，我们对每个教

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学生为主，教师为辅，实

学内容、学时数、知识点的掌握要求、技能要求、考

现教学内容与课程标准的无缝对接。

核评价要求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比如针对消化系
统，我们制定的学时数是 16 学时，教学目标分为知识
目标、实践目标、情感目标。

3.1 知识目标

4 实际案例
解剖课程的理实一体化课堂不仅仅限制在上课时
间，因此我院解剖课程的理实一体化课堂分为课上理
实一体化教学和课下理实一体化教学，首先课上理实

掌握消化系统的组成，牙的构造，唾液腺导管的

一体化教学地点在实训室，硬件设施完好的实训室是

开口部位，咽的分部及交通，食管三处生理性狭窄的

理实一体化课堂的关键，我院实训室的硬件，有多年

位置及意义，胃的形态、位置和分部，大肠的特征性

来一直沿用的瓶装大体标本，有近几年为了人体健康

结构，肝的形态、位置，胆汁的排出途径，阑尾根部

而且使用起来较为方便研制的塑化标本，可以真实形

和胆囊底的体表投影。

象的展示人体各系统器官的形态结构及其位置，3D 触

3.2 实践目标

控平台可以 360 度形象的展示人体各系统器官的形态

（1）在 3D 触控平台上和消化系统概观标本上熟悉

结构及其位置，还有形象的仿真模型，它的特点就是

消化系统的组成，知道消化管各段的连通关系；（2）

同学们可以亲自拿在手中，真实形象地感受各器官的

可以对照口腔模型，也可以以活体为标本，采取照镜

形态结构，进行深刻记忆。有了这些硬件设施，实训室

子自己观察或者相互观察的方法，会观察口腔内牙的

也就为上好理实一体化课程做了有力的保障，这样最大

形态、构造及分类；在唾液腺的模型和标本上，可以

程度增加了课堂的有趣性、实用性，老师不用再像复读

指出三对唾液腺的位置，并确认各自的开口部位；（3）

机一样把自己累得疲惫不堪，学生也觉得有趣，愿意动

会在头颈部正中矢状切标本或者模型上，确认咽的位

手亲自体验，增强了学习动力，得到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置、分部及其连通关系；（4）会在离体食管标本上，

比如消化系统开展理实一体化课堂时，首先老师

认出食管的三处生理性狭窄；（5）在腹腔脏器的模型

带着同学们观看 3D 触控平台中的消化系统，让同学们

和标本上，可以认识胃、小肠、大肠的位置、形态、

对消化系统各器官的名称、位置、形态结构及其毗邻

分部及毗邻，在切开的十二指肠标本上，确认十二指

做一个初步的了解，随后同学们自己操作 3D 触控平台，

肠大乳头与胆总管和胰管的开口，在回盲部切开的标

360 度全方位的了解消化系统各器官的位置、毗邻，形

本上，确认回盲瓣的形态，阑尾的开口部位。（6）在

态，有一个系统全面的认识。接着老师用模型细致的

肝的离体标本和模型上，可以确认肝的形态、分叶；

展示各个器官的形态结构，老师展示的同时，同学们

可以在肝、胆囊、胰及十二指肠标本上。确认胆囊的

人手一件模型，跟着老师一起了解各个器官的形态分

位置、形态、分部以及肝外胆道的组成。

布，而后大家了解了器官模型之后，再在老师的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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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观看标本，对各器官的真实形态结构进行观看认识。
由于训练场地和硬件设施的限制，难以保证每个

显著增高，使得理论和实践相辅相成，系统完整的成
为一体。

学生、每个系统都走进理实一体化课堂。因此，科学

理实一体化内容是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核心，

与现实的结合课往往安排在课后时间、班会或者周六

实训室作为实践场地是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保障，

日。于是我们积极有效地开展了课下的理实一体化教

教师队伍的充足是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关键，理实

学，也就是把所有的理实一体化的教学内容都录制成

一体化作业是理实一体化教学内容的巩固。只有这些

了视频，这样学生只要有时间，只要愿意学习，无论

方面都深度融合，互为融通，创新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

在宿舍、在教室，在学院的角角落落，同学们都可以

实现教学过程情景化、教学资源现代化、教学目标具

身临其境地进行理实一体化课堂学习。除此之外，我

体化、学生学习角色化、教学评价综合化，我们才能

们积极利用课后时间在专业解剖学老师的带领下，培

真正做到高起点谋划，高质量办学，才能真真正正地

养学生学会积极利用生活中的一些废弃原料，如废纸、

培养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卫生人才培养的新形

塑料泡沫、塑料瓶等制作器官模型，而且让同学们利用

势、新需求的学生。

课余时间可以用纸手绘各个系统器官，这样对于解剖学

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教学理念非常适合解剖

这门形态学科其实都是在理实一体化地进行学习掌握。

学这门形态学科，也更适合与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

其次，考虑到我院的师资力量有限，而且为了充

为导向的培养目标和定位的职业学院的学生，也符合

分的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改变传统的理实一体化

这个年龄段学生的综合能力水平。

的教学形式，由学生共同协助完成实验任务和实践训

目前，结合我院的硬件设施的配备情况、教师的

练。针对解剖教师与实验教师都相对短缺的情况下，

实际配备情况，以及学生的综合素质等，我们能做到

对每次理实一体化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实验任务

以上所述的一些。但是我认为理实一体化教学应该范

挑选几名学得好、掌握快的同学，让他们扮演教师角色，

围更广一些，内容更多样、更深入一些，理实一体化

和教师一起指导其他学生共同完成实验任务，凡是进

教学不仅仅针对解剖学中的几个系统、几个器官。比如：

行教师角色扮演的同学，我们可以在考试成绩中酌情

教师在讲授呼吸系统时，要把解剖学、生理学、病理

加分，可以推选这些同学积极参加一些省级、校级的

学、内科学、外科学、护理学、影像学等与呼吸系统

教学比赛，对于取得奖项的同学都要或多或少地给与

相关的学科都在这一个时间段内有序地进行教授学习，

一些物质上的奖励，这样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学生们的

其实这也是理实一体化教学的一种运用。

学习积极性，对学生的综合能力也有提高，而且在某

教学改革赋予了我们崭新的活力和生机，也承载

种程度上也给了学生荣誉感，同时也减轻了由于师资

着更远大的未来和成就。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力量短缺带来的教学压力，让同学们以优带差，共同
创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而且还能为学院培养一批
动手能力强，实践能力强，工作责任心强的好学生。
除此之外，我们积极实施学生作业和平时成绩考
核的理实一体化，针对每次的教学目标、实验任务，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2]，持
续进行职业教育改革，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勇担责任、争做贡献。

结合实验室等具体情况，我们可以把实验任务布置成
作业，以小组为单位，在角色扮演的“小教师”的监
督指导下完成，然后每个小组把作业拍成照片或者录
制成视频上交，根据作业完成情况给出平时成绩，同
时可以进行一些标本、模型的考试，以检测同学们的
掌握情况，这样也就实现了学生作业和平时成绩考核
的理时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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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通过以上方面，共同解决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相脱节的问题，使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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