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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在高职院校人体解剖学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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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院校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社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给国家培养优秀的人才。在高职院校里，吃苦耐劳是
每个学生具有的基本素质，脚踏实是每个学生做事的风格，勇于创新、敢于担当是每个学生的人格魅力。所以在教学中，更应注重
专业课的培养，在新课改的不断推进下，在素质教育不断深入下，以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学生敬业的职
业品格。本文将重点阐述不同的上课风格重要性及必要性，并对翻转课堂进行探索，给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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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the product of social development,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cultivate outstanding talents for the countr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earing hardships and standing hard work is the basic quality of each
student, down-to-earth is the style of each student's work, and courage to innovate and take responsibility is the personality charm of each student.
Therefore, in teaching,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and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quality education, flexible teaching methods are us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cultivate students' professional character of dedication.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different class styles, explore
the flipped classroom, and giv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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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更看重生活的质量、
生命的意义。高职学生正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专业方
面的培育极其重要，随着高科技时代的高速运行，高职院校的
教育担任着为国家培养技术型人才的重任，教育意义非比寻常，
不容小觑。除此之外，作为高职的老师，更应该注意学生专业
的培养，人体解剖学作为一门专业课，其重视水平不可忽视，
要正视其重要性，在此，提出翻转课堂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
学习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
1 应用翻转课堂的优点
1.1 教学相长，优化的教学理念
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学会换位思考，在教学中，把握学生
的主体地位[ 1 ] ，让学生自己做学习的主人，通过翻转课堂，把
课堂交给学生，从而提升高职学生的幸福感，在这个过程中耳濡
目染，让学生不断提高自己，使管理模式更加完善，管理理念更
加先进，教师的管理水平也得到相应的提高。
1.2 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老师和学生，本就亦师亦友，是老师，更应该是朋友，传统
观念里，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并不融洽，再加上高职学生具有较强
的逆反心理，老师管理越严，学生的逆反心理也就越强，导致课
堂教学效果不佳。其实不然，老师教书、育人，是为了学生的全
面发展，学生在发展时期，认知能力还不是特别强，所以在教育
时，教师应该采取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以让老师了解学生的想
法，用爱去感化学生，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快乐，学校的快乐，班
也更加地去了解学生的需求与想法并进行沟通，从而消除顾虑与
隔阂，与学生更好的相处。
1.3 全方位提升班级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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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班级同学势必充满幸福感，充满爱，
与此同时，也有利于班级的团结，班级团结使得学生们回到班级
就像回到了家，有了归属感，学生愿意在这个大家庭下学习生活，
学生们觉得，在这个老师带领下，在这个班级里生活，学生感觉
是幸福的，是充满爱的，全方位地提升了班级的幸福感。也让学
生自己觉得幸福，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学生喜欢这个家庭，自
然耳濡目染，会变得充满爱，学生愿意在这个充满爱的集体中学
习，有了主动性，离学习成功更进一步。
1.4 高职院校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化需要翻转课堂进行教学
长期以来思政课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和束缚，均以教师、
教材、课堂为中心，以“单向灌输”为主，致使课堂教学形式单
一，忽略了被接受群体的接受特点，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与现在
追求个性化、特立独行、求新求变的“00 后”的高职学生有些格
格不入。学生一直走在时代的前端，尤其是高职的学生，他们一
直在接受新鲜的东西，可能学习方面，他们学习能力较差，但是
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非常强大，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适应高
职学生的发展，另外，高职学生群体也和之前不同，教学环境越
来越好，课程内容也越来越全面，因此只有结合不断变化发展的
新形势，对高职院校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及时调整，翻转课堂，这
样才更有利于专业课的学习[ 2 ] 。
1.5 高职学生成才成长的需要
国家领导人强调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
。处于这
个阶段的高职学生最富有活力，充满激情，思维也最为活跃，他
们通过高职的这个学习阶段心智也会逐步健全。但是这个阶段的
高职学生也往往处于十字路口徘徊的阶段，如果不用主流的价值
观和世界观加以积极的引导，最容易受到外界各种不良信息的干
扰，理想信念容易动摇，甚至容易浑浑噩噩混日子。专业课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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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枯燥乏味，专业性较强，高职学生学习能力可能相对较
差，所以只能采用新颖的教学方法提高高职学生的专业能力。
2 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没有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虽然一直强调，在学习中，学生占主要位置，是学习的主
体，学生学习是给自己学的，应该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但在实
际教学中，并没有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主体，还是依照传统观念
中，老师扮演着主导地位进行讲授知识，学生总是处于被动学
习状态，比如在讲解.参与呼吸运动的肌主要有哪些？各有什么
作用的时候，老师告诉学生，肋间外肌：提肋助吸气，肋间
内肌：降肋助呼气，膈肌：胸腔容积扩大，助吸气。让学生
根据讲解内容进行记忆，没有问学生有没有真正理解，单纯地
让学生记忆，学生记忆并不是因为想学习，而且害怕完不成会
受到惩罚。
2.2 教学方法陈旧，使得学生缺乏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主人，只有有兴趣，才能让学生真正地融入
学习中去，提高课堂效果，但是就目前来看，教师的教学方法
过于陈旧，还是用传统的观念教学生学习，没有提出新颖的教
学方法，高职的学生虽然基本已经成年，但学生对传统的课堂
提不起兴趣，这样的课堂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从而教学质量达
不到预期的效果。
2.3 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时间较少
教师与学生互动较少，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只是一个听，
一个在讲的关系，教师衡量学生好坏，只靠那一张简单的成绩
单，教师对学生缺乏了解不够，没有充分了解学生，以至于出
现学生学自己的，老师教自己的，似乎找不到交集，使得学生
丧失学习的乐趣，另一方面，教师与学生课上缺少互动，以至
于课堂气氛低沉，无法营造良好的课堂学习氛围[ 3 ] 。
2.4 作业存在机械性
教师在留作业的时候，没有进行合理的设计，只是为了留
作业而留作业，大致存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形式简单，具
体来说，就是只单纯的抄写背诵和记忆，依赖练习册对知识点
进行简单的复习。第二，功能单一只注重课本上的内容，忽略
了学生能力的培养，忽略了学习专业课真正的目的在于实践，
培养学生独特的思想，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三，科学性较低，
教师留作业时不具科学性，只是形式上的为了留作业而留作业，
比如，学完某一章节后，作业就是记忆，抄写等，总是在机
械复制的学习。
3 在人体解剖学教学中，如何翻转课堂提高专业水平
3.1 增强自信心，培养正确的学习观
很多家长对高职院校存在一定的理解偏差，导致很多学生自
暴自弃，行为散漫，形成各种不良习惯。所以在高职院校里，
教师要鼓励学生，提高学生的自信心，让学生懂得：天生我材
必有用。根据学生特点，制定特殊的班规和校规。培养学生自
觉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定，良好的时间观念，提高课堂学习
效率，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锻炼学生自我表达，自我欣赏，
自我肯定的能力，不断激励教育学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
里，细节决定成败。在正能量不断灌输下，学生意识到自己也
是非常优秀的。其次教师可以通过正能量的宣传片，如中国的
楷模：袁隆平、邓稼先、王进喜等，通过介绍他们的优秀事
迹，鼓励学生自由讨论，看到这样的工匠人，无私奉献、默
默无闻，让工匠精神在他们心里扎根。再者经常带学生参加一
些职业交流会，参加企业实训，让学生意识到：人才是社会必
需的，只要努力，只要不断探索，不断学习，自己也能成为

社会的有用人才。最后就是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比如：张贴有
正能量的标语、举办专业技能比赛、演讲、制度和环境文化等，总
之，在教师的不断鼓励与引导下，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也
让学生认识到专业课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专业水平。
3.2 调整课上与课下的关系
改变传统的课上与课下的关系，将传统的课上进行讲解，
课下进行思考，讨论，弥补不足，改成课下进行预习，思考，
课上解决不会的问题。这样，可以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学
习，课上也可以有目的地进行学习。
3.3 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
转变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营造有趣的课堂氛围。学生从
小的思想，老师的地位至高无上，是班级的直接领导者，所以
学生对教师有种敬畏心理。其实不然，应该改变这种思维，改
变上课的方式，让学生在上课时，自主开拓思维，大胆地自主
提出自己的问题，把课堂氛围活跃起来，为学生学习提供充足
的思想空间，并应当鼓励全体学生积极参与，教师也应该适当
给予鼓励，营造活跃的课堂氛围。结合不同课堂教学内容特点
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可以激发全体学生的自主学习活动兴趣，
并充分采用有效的课堂教学方式，既能让全体学生学会知识，
也能让学生学会学习的方法。
3.4 用多种教学手段，强调趣味性教学
学习，其实并没有那么难，重要的是手段，要有一定的趣
味性，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爱玩是学生的天性，所以要针对
孩子的天性，选择教学方法，寓教于乐，让学生，在学习中
体会但快乐，快乐学习，这样才能学好，不用采取传统的教学
方式，让学生们背诵，记忆，死记硬背，或者用抄，罚写来
逼迫学生学习[ 4 ] ，这些方法都是不可取的，死记硬背只会让学
生们短暂记忆，而抄，只是一种机械的抄写，对学生没有任何
用处。可以采用趣味性教学，让学生都参与其中，发现学习的
快乐，这样才能促进人体解剖学教学的顺利开展。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高职学生专业课是非常重要的，人体解剖学作
为专业课的一门，更是重中之重，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创新教学
方法，结合实际情况，多种途径培养学生的专业课能力，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吃苦耐劳的精神，敬业的态度和服务社会
的意识。通过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更加明确企业所需人才，
高职院校按企业要求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为我国经
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老师，应该选择正确的方法，
及时发现问题，制定复习方案，培养学生的教学兴趣，希望通
过本文，能够运用翻转课堂这种方法，改进学生教学，提高学
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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