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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医学高职高专院校的计算机课程设置缺乏社会实践的基础，内容单一，未能紧密结

合医药类专业特点开展教学．必须进行基于医药卫生行业导向的课程体系改革。一要按照医学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设计并完善各专业各层次的教学计划，整合和更新教学内容，形成以应用划分、具有医药

行业特色的“四大模板”课程体系。二要改革计算机课程的教学方式，更新计算机教学理念，创新计算

机教学手段，丰富计算机教学途径。三要建设一支掌握医疗信息技术的计算机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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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rrently，the curriculum of computer COLn'se in medical hi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acks

social practical foundations and content，failing to combine teaching埘th medical professionalism，thus a

medical hygiene industry—oriented reform is needed．First，we should follow the aims of cultivating medical

talents，design and improve teaching plans of all medical professionals，integrate and update the teaching

contents，and based on the above，form the four modules of curriculum with medical features．Second，we

should reform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computer courses，update teaching concepts and create more ways of

teaching．Third，we should farm a team of computer teachers with medical technology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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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在《高职高专计算机课程改革项目指南》

中明确指出，高职高专计算机教学总体目标是“普及

计算机文化，培养专业应用能力，训练计算思维能

力”。卫生部提出，“提高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的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推进各类医药卫生院校普遍开设卫生

信息化相关课程”的发展规划。计算机课程对于医

学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性可谓不言而

·教学改革·

喻。然而，当前医学高职高专院校的计算机教学现

状仍存在种种不如人意的地方。为提升医学生信息

素养，使其在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尽快适应医疗机构

对其计算机应用能力的需求，必须积极改革现有医

学计算机教学内容及方法，大力加强医学信息技术

的教改力度，构建基于医药卫生行业导向的计算机

课程体系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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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药类高职高专院校的计算机课程现状及改革

目标

现阶段医药类高职高专院校所设置的计算机课

程稍显“走形式，过考试”情况，课程设置缺乏社会实

践的基础，内容单一。未能紧密结合医药类专业特点

开展教学，多年未作大的实质性的改变【3】。计算机基

础课程大多只集中在新生入学的第一学年开设。日

后就以学习专业课为主；这就导致学生对计算机技

术末学肤受，而工作时又把几年前学习的计算机知

识忘之脑后，因而无法在工作中利用计算机技术解

决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由此，进行基于医药卫生行

业导向的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课程体系教学改革势

在必行。

此项改革应以医疗卫生岗位的实际需求为出发

点．通过重新整合教学内容、调整和优化教学课时、

创新教学方法、建设优质的教学基地14】、打造专兼职

计算机教师队伍；逐步构建起以全国高等学校计算

机水平考试为基础。以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相统一

的教学平台为保障。以教师运用“多元”教学资源开

展混合式教学活动为载体，具有完整性和相对独立

性的医药类高职高专计算机课程教学体系。

2基于医药卫生导向的计算机课程体系建设

医药类高职高专院校应根据医学工作岗位对计

算机能力的要求．通过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深

入调查和反复论证：明确计算机教育对专业教学的

服务与影响，设计并完善各专业各层次的教学计划，

增设或融合所属子课程，编写课程标准和授课计划，

整合和更新教学内容，构建服务于医疗卫生从业人

员岗位需求的计算机教育课程体系。

按照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形成以应用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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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医药行业特色的“四大模块”课程体系。具体包

括：模块一，开设不同层次与难度的《计算机应用基

础》公共必修课程；模块二，增设与医学专业技术相

关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限选课程，以满足专业

学习与科学研究的需求；模块三，增加计算机自选课

程，以丰富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模块四，开设职称计

算机培训课程(表1)。

2．1各模块课程设置

2．1．1《计算机应用基础》模块课程设置

该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的选择以普及计算机技

术和应用为主。通过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培养学

生对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兴

趣。建立起计算机应用意识，形成良好的信息技术

道德，为后续学习打下必要基础。

2．1．2《计算机应用技术》模块课程设置

为了满足我校医学生学习、科研、工作的需求，

本模块将根据医学专业特性，开设应用性强的《计算

机应用技术》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计算机

技术在医药领域中的应用，让学生掌握如何运用计

算机技术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为今后的岗位工作

打好基础。针对高职高专医药类专业不同岗位需求，

分别有针对性开设不同限选课程：I．医学多媒体

及应用；11．医学成像及处理技术；111．数据库技术

及其应用：Ⅳ．医疗网络工程与应用(具体安排见

表2)。

2．1．3 计算机公共选修模块课程设置

本实施方案将增加计算机技术自选课程。以满

足学生的学习兴趣需要．并选择性地开设医学图形

图像处理技术、动画设计与医学应用、语音／视频制

作与编辑、计算机网络安全、动态网页(ASP)设计、

计算机动画(3D)、C语言程序设计等课程。供学生

自主选择，丰富课余生活。

表l “四大模块”计算机课程设置情况

开设时间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周末

课程性质 必修课 专业限选 公共选修 培训课

课程学时 38 8+lO 18

课程名称 计算机应用基础 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医学图形图像处理技术 职称计算机模块

医学多媒体及应用 动画设计与医学应用

医学成像及处理技术 语音，视频制作与编辑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计算机网络安全

医疗网络工程与应用 动态网页设计

计算机动画(3D)

c语言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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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职称计算机模块课程设置

根据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计算机模块的现有

分类科目．设置具体的课程内容。根据职称计算机

试题的特点．重点向学生讲述解题思路与技巧，使学

生在步人工作岗位后能轻松顺利地通过职称计算机

考试。

2．2课程体系制定的注意事项

设计并修改教学计划：对学生按照其接受能力

的高下，合理分配必修和选修的课程内容以及学时，

从而实现因人而异、有的放矢教学【习。

整合重构必修课：根据学生选拔考试水平进行

分班。将上课内容进行优化和重组，整合为三种不同

层次与难度的计算机应用基础必修课程。

调整优化选修课：以医学信息技术为范畴，调整

和优化与计算机思维内在关联为主要内容的计算机

专业限选和公共选修课程。

3改革计算机课程的教学方式

3．1各模块课程的改革方向

3．1．1《计算机应用基础》的教学改革

大一新生入学即参加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

I级考试，依据成绩高低将学生进行分班。针对新生

计算机水平不同和学习能力差异，实施不同层次教

学，进行不同层次评价(表3)。以此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需以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I级参考资

料《计算机应用基础》为基准，针对大一新生开设该

课程(38学时)(表4)。修完该课程的学生需要通过

表2各专业学生计算机必选与限选课程安排

表4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内容和教学设置隋况

教学模块 主要内容 学时 高级班 中级班 初级班

网络

计算机系统和windows 7操作系统

文件类型

常用软件安装与使用(防毒、压缩等操作)

购机

Ghost安装

网上交流：微信、电子邮件

网络安全：病毒防治、加密、网购

网络信息的搜索：论文、视频

网络资源的利用：远程学习、网盘使用

文档编辑及排版

邮件合并

作品创作

数据处理

图表操作

数据库应用

函数和公式应用

编辑和美化演示文稿

作品创作

～ ～

、／

、／

、／

～ ～

、／

、／

、／

、／

总课时

V

V

V

V

V

V

4

2

4

2

6

m

m

6

8

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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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教育厅高等学校课程考试管理中心考试平

台，进行第三方的“通过性”能力认证；尚末通过的学

生可以申请跟随下一届学生测试；规定所有学生在

毕业前必须取得该学分6】。

3．1．2《计算机应用技术》的教学改革

《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各门子课程，应根据具体

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如，《医疗网络

工程与应用》在讲授综合布线设计与施工时，教师可

选择各种各样的网络配件和设备拿到讲台上讲解；

讲授《医学多媒体及应用》《医学成像及处理技术》

时，应当采用多媒体教学，把各种图形通过大屏幕展

示，对色彩、图形进行详细剖析。

3．1．3计算机公选课程的教学改革

要成功地开设计算机公共选修课，应改变传统

授课方式，将晦涩难懂的原理和技术，与贴近学生生

活的人和事联系起来，深入浅出，风趣幽默讲述。在

授课时强化案例教学，多做操作和演示。直观地操

作和演示解决各种计算机应用问题的全过程．将会

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可带着他们一

步步分析问题，判断产生问题的原因，从而找出解决

问题的方法，并留出新的问题进行课后思考和解决。

反复多次引导之后。能够培养学生形成系统的分析、

解决问题的思维，从而真正提高计算机应用水平。

3．1．4职称计算机培训课程的教学改革

无论从医学生社会适应能力还是其未来职业晋

升的角度出发，其必须通过“职称计算机”考试。为

此．本校设置的计算机课程模块之一，就是“职称计

算机考试”[71。

“职称计算机”以培训课形式开设．由职业与成

人教育处组织安排，微机教研室负责上课。将采取

面授和网络课程相结合的方式．可安排在学生实习

结束后的周末上课，并接受校外已参加工作的社会

人士报名。

3．2革新教学观念和方法

应更新计算机教学理念。创新计算机教学手段。

丰富计算机教学途径。教学内容的组织与安排，主

要依据基层卫生服务岗位医疗信息化必需的计算机

基础能力，将计算机教学由理论向实际操作转变，结

合医疗服务工作进行有针对性教学【8】。

3．2．1更新教学方法

具体教学中，教师可设置任务、设计情境，确定

合适的学习目标；通过构建7—10名学生为一组的

合作团队，组织学生自主学习讨论，增强学生实际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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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培养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9】。

3．2．2构建计算机网络自主学习平台

当前，在校大学生都是“90后”，被称为“数字土

著”，他们已习惯从网络上获取并学习自己感兴趣的

内容。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Hrse，MOOC：大规

模网络公开课程)、微课程以及翻转课堂的出现，正

好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可通过制作微课程，

应用视频、音频、文字、图片、动画中的一种或多种形

式，表现和集中说明一个问题或知识点，强调知识难

点、疑点的辅助教学。可在校园网上以“慕课”形式

制作专栏，随时供学生课后补充学习，教师定期进行

相应辅导答疑，并提供资料下载等【101。

3．2．3开设互动讲座

校内教师应针对不同专业学生，就本学科的新

知识、新进展开设计算机知识讲座，拓展学生的信息

面。有条件可邀请各大医院、各大医药公司人员来

学校进行生动的校外辅导式互动讲座，如医院信息

管理系统具体应用、远程医疗实施、远程教育操作模

式、医学图形图像传输等。

3．2．4组织学生参加竞赛

鼓励学生走出去参与一些计算机比赛，在实践

中锻炼和充实自己，学校可给予适当的奖励。这样

既开拓了学生视野．又提高了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

力。

4建设一支掌握医疗信息技术的计算机师资队伍

医药类高职高专院校的计算机教师，不仅要有

扎实的计算机专业功底，还要具备一定的临床专业

知识，掌握相关的医疗实践活动规律，懂得如何把计

算机技术有针对性地应用到医疗卫生机构中。高职

高专院校应从学校特点、教学实际需要出发，更新计

算机教师的知识结构，转变其教育观念，建设一支兼

具计算机科学理论和医疗技术基础的复合型师资队

伍。为了提高计算机教师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实践

操作能力和科学研究水平，建议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是定期组织计算机教师到学校的附属医院学习，

和医生合作研究与医学相关的计算机课题项目。因

为只有了解医院需要什么样的计算机技术，才能在

教学活动中有所侧重对学生进行指导，使学生掌握

把计算机知识运用到医疗实践的方法和技巧。二是

积极组织计算机教师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加强其与

同行的交流探讨，不断开拓其专业视野，用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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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论武装其头脑。三是大力资助教师提升学历学

位和参加访学研修，使其通过系统学习提高专业素

养，强化其对跨学科知识的综合驾驭能力。

综上所述．医药类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课程体

系改革要以计算机在医药工作领域的实际运用为核

心，针对医疗卫生岗位的现实需求，从学生具体情况

出发；通过构建“多元化、模块化、融合化、网络化”的

教学体系．着重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培养适应信

息时代的医药卫生人才。
利益冲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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