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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综合素质教育的深入落实，我国中职及高职教育得到了相对良好的发展环境，且新时代

的到来为中职教育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尤其是临床护理专业。众所周知，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推动了

我国科研事业及医疗事业等多个领域的创新发展，为国家整体发展机制的革新与升级作出了突出贡献。在

物质基础与技术理念的双重保障下，护理教学得到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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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education, my country's secondary 
vocational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obtained a relatively goo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the 
advent of the new era has brought advanced teaching concepts to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especially 
clinical nursing. As we all know,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the social economy has promoted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scientific research, medical and other fields, and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innovation and upgrade of the country's overall development mechanism. With the dual guarantee of material 
foundation and technical concepts, nursing teaching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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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课程改革在中职教育中的贯彻落实，推动了

临床护理专业的创新发展，当前中职院校的护理课

程将现代护理观念作为教学导向，引导实习护生学

会如何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并帮助患者加

快康复进程，基于此，提高就职岗位的工作质量。

近些年来，我国医疗水平不断提升，临床护理专业

课程中也增加了很多全新的知识与技术，有待教育

工作者及学生的研究探讨。 
1 当前国内护理教学背景及现状 
近年来，我国经济水平突飞猛进的增长为医疗

事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物质基础保障。

另外，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也促使国内医疗事业吸收

了大量的先进理念，并通过自主研发创设多种医疗

技术与护理模式，全新的技术与模式提升了国内医

学临床的诊疗效率及护理质量，从而进一步深化了

医疗体制改革的实际价值，更凸显了全新护理模式

在临床上的应用成效。 
护理学是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理论作为核

心的一门科学，是当前中职院校新课程改革的重点

关注对象。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医疗体制的革新与

升级，中职院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关键场所，必须真

正做到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护理专业的实

际教学效率，为医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应用型

人才[1]。 
虽然当前的经济水平有所增长，但是随之而来

的却是对城市环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从医学

角度分析，大气质量的降低会诱发呼吸性疾病、水

质问题会影响人的机体内环境，从而诱发循环系统

疾病等等。基于此，当前社会对临床诊疗及护理工

作的实际需求随之提高，而中职护理专业教学应当

努力提高自身教学水平，以此确保实际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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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应用型专业人才。 
结合当前国内中职院校的临床护理专业教学现

状分析，目前国内存在微课与信息化实训基地等信

息化教学模式，为中职护理专业教学效率的全面提

升提供了便利条件。所谓的信息化教学即为教育工

作者通过对现代科技资源的有效运用，实现对传统

教学模式的革新与升级，从而保障了该专业教学效

率与质量的提升。基于当前社会对护理工作的实际

需求，应尽最大可能满足其需求并培养更多的临床

护理人才[2]。 
2 信息化教学手段及其技术特征 
2.1 微课教学的特征 
微课是信息化教学模式的代表之一，最早由西

方国家设计并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传入国内，主

要用于业余学习者充实自身专业知识储备。随着时

代的飞速发展，微课教学理念逐渐在国内教育事业

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与创新，形成更

适合国内教育领域使用的新型微课教学模式，全面

提升了各学科的教学效率及其质量，尤其是中职或

高职院校的课堂教学效率。 
截至目前，微课在国内发展多年，逐渐形成了

相对成熟稳定的应用体系。微课在课堂教学中往往

以视频为主要载体，学习者通过观看视频加之理解

即可获取新的知识内容，从而达到充实自身专业知

识储备的目的。在众多的新媒体教学模式中，微课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在教学领域中得到了

进一步的渗透与应用，且教学效果显著，逐渐被中

职护理专业教学所广泛应用[3]。 
近年来，国内的移动互联网产业持续高速发展，

微课在线视频教学模式再次迎来了新的发展机会，

中职护理教学可通过微课实现教育资源的互通与精

简，提取最关键的重难点知识以较易理解的形式呈

现在学生们的面前，从而达到增强学生记忆，丰富

学生知识存储量等目的。在具体的护理教学过程中，

涉及知识面较为广泛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此

教师在教授理论的同时还需重视对学生临床实践能

力的培养。 
由于护理专业对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自主能力

的要求较高，因此教师应着力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

与综合素质，包括与患者有效沟通等能力。基于此，

微课教学模式可采用模块化教学法将系统知识进行

碎片化处理，将难度较高的重点知识分解成较易理

解的课题，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还激发

了学生对护理专业的热爱。另一方面，微课属于多

媒体教学体系，故而大部分是由计算技术、互联网

技术等现代科技构成，随时随地即可通过视频网站

及网盘等工具进行温习，便捷性较高[4]。 
2.2 微课在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微课教学在实际的护理教学过程中，首先需要

符合护理专业的学科特征，以此进行课前教学方案

的设计，并确保教学方案的合理性与适用性，有助

于全面提升中职护理专业的教学效率及其质量，促

使微课在护理专业教学中的应用成效得以充分体

现。护理教学本身的实践性较强，是集自然科学与

社会科学与一身的综合性学科，故而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需高度重视对学生自主意识与实践能力的有效

培养。 
除此之外，在微课教学方案的设计过程中，教

师应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分离开来，建立模块化

的教学形式，新颖的教学形式会提高学生对护理专

业的学习热情，同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护理专业

的临床实践活动中去，从而有效提高护理专业学生

的临床实践能力以及应急处理能力，在进入岗位后

具备充足的综合实力胜任临床护理工作[5]。 
其次，教师在设计理论教学部分时，可结合教

材中对相关重点的调研来规划护理专业理论知识体

系，同时反复审查该体系以确保理论知识体系的合

理性与适用性。另外，将各学段的重难点知识进行

模块化分解，形成相对独立的碎片知识单元，如此

一来更有助于学生理解这些重难点理论知识。理论

知识的教学部分侧重于知识点的精细化与模块化，

独立的知识单元更易理解与消化。 
实践教学设计则更关注视频与图片案例的结

合，让学生对基础护理技术中的操作要点进行充分

掌握，并在实践培训过程中学会如何有效应用，以

便于发挥其实际效用。尤其是在心肺复苏术、青霉

素试验等重难操作培训当中，教师更应关注对学生

专业性与熟练度的要求及标准，引导学生掌握正确

的应急处理方法，使得学生即使在实际临床过程中

也能够有效解决紧急事件。 
2.3 信息化实训基地的应用特征 
前文提到，护理专业的实践性相对较高，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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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护理专业的课堂教学不仅是理论知识的传输，

也是学生临床护理能力的培养。由于护理教学较强

的可操作性，因此中职院校必须开设专业实践课程，

并定期开展实习观摩活动，让学生融入到实际的临

床护理工作当中，体验实操感，帮助学生逐渐熟悉

临床护理技巧以及对专业知识的运用方法。 
课堂教学的限制性因素较多，适合理论知识的

学习，但不适用于实践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在实际

的临床护理工作环境中，患者的病情发展稳定性较

低，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且护理过程中需要护

士对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进行密切的监测，对护士

的专业素养要求极高，同时对其临床实操能力也具

有较高的考究，因此教师不能单方面侧重对理论知

识的传授，从而忽略了对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 
除此之外，护理人员在具体的临床工作中，需

要多与患者交流和沟通，基于此建立良好的护患关

系，为后续的诊疗及预后工作夯实基础，并有效提

高患者的治疗及护理依从性，避免患者由于抵触心

理延误了紧急治疗。在实际的护理环境下，护理人

员需要充分发挥出综合素质的积极效用，在任何紧

急情况下，均可妥善处理医疗问题或者护患纠纷，

以此提升临床护理服务质量。 
信息化实训基地以计算机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

资源作为主要载体，同时运用专业智能 APP 模拟现

实医疗单位中的临床护理环境，学生在登录系统后

即可通过正确操作步骤进行模拟各值班岗位的实际

工作情况，并选择不同患者的案例来提高自身的自

主意识及操作能力。信息化实训基地具有较高的仿

真度，且本身具备集约化评测等优势。 
3 结语 
综上所述，国内当前现存微课及信息化实训基

地等信息化教学模式，为中职护理专业的课堂教学

与实践教学提供了有效途径，有助于全面提升中职

护理专业的课堂教学效率及实践教学质量，帮助护

理专业学生充分掌握临床护理技巧，丰富学生的专

业知识储备。另外，在信息化教学模式的影响下，

学生对现代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也随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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