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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新媒体教学成为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笔者通过在

兽医临床诊断学教学过程中的认识体会，对新媒体教学在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上的应用进行分析。
新媒体教学方法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课堂教学效果，增进了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激发了学生

对该门课程学习的兴趣。因此，还应对其进行不断的探索和改进。

新媒体时代的教育要求在课堂教学上更应具有

时代的新特征，无论是在教育理念上，还是在教学模

式上都应该体现出新媒体时代所提倡的创新、求异的

教学特点。因此，兽医临床诊断学课程也要紧跟其发

展，与其交融，适应新媒体时代的需求。兽医临床诊

断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是动物医学

专业学生基础课向专业课过渡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也

是打开兽医临床课程的一把“钥匙”。它强调培养具

有专业技能、健全人格、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兽医类人

才，努力培养具备有效思考能力、清晰交流能力、恰当

判断能力、辨别真伪能力的学生［1］。这就要求新媒体

时代的教师必须“接地气”，并且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

广泛搜集引擎的能力，能与学生良好沟通的能力。
1 教学内容的新颖性
1． 1 兽医临床诊断与实际紧密结合

教学内容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对本门课程

的兴趣及其对兽医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笔者根据

所讲授的不同章节内容，与生产实际中的典型病例相

结合进行诊断教学。这样可以使临床诊断教学内容

与病例分析诊断融会贯通，例如目前一些宠物已趋于

老龄化，中老年犬、猫的心脏病比较常见，于是笔者辗

转各种渠道收集了大量的心脏病资料。采用多媒体

网络在线播放的形式，首先用临床基本检查法中的问

诊、触诊、叩诊和听诊等进行初步诊断; 然后结合特殊

诊断中的心电图报告分析及 B 超影像检查结果进行

详细的推理分析，对患病动物做出诊断。将这些病例

作为素材引入诊断教学后，使学生掌握了各种临床诊

断方法的灵活运用，按程序开展不同疾病的诊断，开

阔了学生的视野。
1． 2 对教学内容进行拓宽

兽医临床诊断学这门课程除了讲授基本临床检
查法外，还讲授了特殊检查法和实验室检查法。笔者

在讲授这些检查方法的同时将兽医解剖学、兽医药理

学、兽医微生物学及兽医内科学等部分内容进行了交

叉融合。例如在讲授腹围增大疾病检查时，首先给学

生播放腹围检查的录像，在录像中，兽医人员首先进

行临床的基本检查，然后又进行了 X 射线透视检查
和腹腔穿刺等检查方法; 根据腹腔透视检查确定此腹

围增大属于腹腔积液; 然后抽取腹腔穿刺液，进行病

原微生物的实验室检查 ( 判断是渗 出 液 还 是 漏 出

液) ; 最后通过诊断结果给予药物进行治疗。通过病

例将各门课程交叉融合，使学生对诊断课产生了浓厚

兴趣，这样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各门课程的理解，掌握
临床检查要与各种检查数据相结合才能进行确诊。
1． 3 重点强调诊断意义

兽医临床诊断学是以健康动物为检查对象，这仅

能使学生从方法学上得到锻炼，而无法从症状分析与

诊断疾病上得到锻炼。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了
对专业知识的独特见解，通过他们自己对疾病的认识

及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对动物进行诊断，并通过网络

作业的形式进行诊断分析。作业内容都放在建立的

微信平台中，通过微信留言说出自己的想法，例如如

何分析动物的病情? 从哪些方面进行检查? 可能是

哪些疾病? 老师再通过微信平台将每位学生的留言
进行整理，综合分析推断，将与本病有类似症状的疾

病以图片或小视频的形式上传，进行比较，在不断比

较中分清主次，把最可能的诊断从学生提出的多种相

似的病群中辨别出来，进而得出诊断结论。这样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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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临床诊断水平得到了提高，改变了以前只懂书本

理论，不知道从何入手进行鉴别诊断的弊端。
2 教学形式与时俱进
2． 1 多媒体教学法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运用多媒体教学已是一

种普遍的教学形式。多媒体教学具有传播知识信息

量大，版面规范，图片、声音鲜活等特点，可使原本枯

燥的教学变得形象、直观、逼真。多媒体教学利于把

微观、抽象知识可视化、感性化，利于学生对重点和难

点的掌握。例如在某些动物疾病中专业词汇理解比

较难，如“里急后重”“角弓反张”等，可以用典型病例

图片来阐述; 在心血管系统检查中心脏的听诊，对于

初学者如何判断正常心音与非正常心音比较困难，可

以利用多媒体的音频播放系统反复播放生理性心音

与各种病理性心音，让学生产生感性认识，便于以后

在临床实践中进行诊断。
2． 2 师生和谐互动

教师和学生的关系问题是教学中的一个最基本

的问题，是顺利完成教学工作的基础。爱因斯坦说

过: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在教学中如能不断地激

发、提高、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一定能启动学生学

习的内在动力，打开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大门，让学生

轻松、愉快、自觉地学习。因此，良好师生关系的建

立，是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必不可少的心灵装

备。这就要求教师除利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和课

间时间外，还要抽出课余时间与学生进行交流。真诚

的沟通与交流是创建和谐师生关系的有效途径。学

生与教师的沟通不只是单纯的交流过程，更是彼此思

想碰撞的过程。只有在平等、自由的模式下，才有利

于激发学生兴趣，产生创造思维，形成良好的学习氛

围［2］。例如在课堂上，采用师生互动娱乐式教学，在

讲授基本临床检查方法的浅表触诊法时，可以让学生

自己按压自己的手腕脉搏进行触诊，感受脉搏跳动的

强度，计算每 min 脉搏跳动的次数; 课下还可以借助
QQ 等网络聊天工具讨论触诊与我国古代医学“切

脉”应用的关系等。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摆脱了传

统兽医临床诊断教学单纯“知识灌输”的束缚，充分

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果。
2． 3 云端教学法

云端是一个小软件，但它是一个大平台。使用云

端教学服务的好处是，通过虚拟化的运行环境，能够

保持终端服务系统的长久干净、稳定，并保持软件与

系统的安全隔离。只要透过云端服务，教师所提供的

资源在很短的时间内学生即可获得。这可将那些在

一线实习的学生或在课堂上忙于记笔记无暇顾及思

考的学生解放出来。可利用云端将关于兽医临床诊

断学涉及到的各种类型文档的内容，例如图片、录像

或者 PPT 课件等上传到云端，通过网络终端服务器

学生就可随时随地学习，查找相关数据。云端教学优

化了教学过程，提高了教学质量，拓宽了学生的自主

学习空间，学生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进行学习。
在不久的将来，云端教学可能将会成为一种新的、更
为普遍的教学方式。
2． 4 互联网教学

新媒体成为突发公共事件的第一信息源。网民

( 教师和学生) 深度搜索能力极强，例如“口蹄疫爆

发”“小 反 刍 兽 疫 蔓 延”“熊 猫 患 犬 瘟 热 死 亡”
“H7N9”“H5N1”等热点敏感话题，在 QQ、微博、微信

传播迅速，几秒钟可以点击上千次。针对这一特点，

学生和教师之间还可以利用 QQ 群、微信群等网络平

台，将大家搜集到的动物疾病视频( 或图片) 、动物诊

断治疗方面的文章或网址等进行交流学习。针对某

一病例还可以让学生进行分组讨论诊断方法，然后教

师与学生汇总交流。这不但节省了教师在课堂上的

工作强度，而且适应了目前授课学时减少的现状，使

老师与学生之间进行更多的沟通交流。随着互联网

的深入普及，目前这方面的交流已成为大势所趋，深

受教师和学生的欢迎［3］。
3 展望与体会

新媒体时代教学缺少的不是资源，而是如何利用

好资源; 如何将资源应用于兽医临床诊断学的课堂教

学中; 如何将该门课程的理论与实践应用融会贯通，

这是教师最值得深思的问题。
《礼记·学记》中说: “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

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 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故曰: 教学相长也”。这就要求教师“要给学生一杯

水，就得有一桶水”。教师从何来“一桶水”? 只有在

授课之余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不断加强自身学习，包

括博览群书，参与临床实践，与同行交流。除此外教

师还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学习一些多

媒体技术的应用，这样才能与时代同步，与学生步伐

一致，才能使兽医临床诊断学这门课程成为最受学生

喜爱的课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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