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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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研究 

以项目教学法为基础的教学模式在基础护理课程
中的应用分析
赵靖
【 摘要】

目的

探讨以项目教学法为基础的教学模式在基础护理课程中的应用效果ꎮ 方法

选择

本校 ２０１７ 级高职护理学专业 ２ 个班 １２０ 人作为研究对象ꎬ按照教学方法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
组ꎬ每组各 ６０ 人ꎮ 对照组学生采用传统教学法ꎬ观察组学生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项目教学法ꎬ比较两组
学生的学习效果ꎮ 结果

传统教学法和项目教学法区别比较多ꎬ但项目教学法更容易调动学生学习积极

性ꎻ观察组学生的兴趣、自主能力、团队精神、沟通能力和分析能力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学生( Ｐ<０.０５) ꎻ观察
组学生自主学习、自我管理、合作能力、信息能力等自主学习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 ０.０５) ꎻ观察组
学生基础护理课程的理论成绩和操作成绩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 ０.０５) ꎮ 结论

以项目教学法为基础的

教学模式在基础护理课程中的应用效果更好ꎬ可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我学习能力ꎬ提高学习成
绩ꎬ可在课堂上广泛推荐应用ꎮ
【 关键词】

项目教学法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２

教学模式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基础护理ꎻ

课程ꎻ

效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８.０４０

在既往教学过程当中ꎬ项目教学法是教育领域中一种常
用的教学方法ꎬ其主要是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ꎬ具体的实施则
是通过老师交由学生完成独立项目来实施的ꎬ在项目完成过
程中ꎬ学生通过手机信息、设计方案、实施计划和效果评价ꎬ使
其可以通过实践充分了解某一类知识ꎬ从而达到掌握该项目
的重要目的 [１￣２] 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项目教学法也比较适合医

②成立备课小组ꎬ共同商量ꎬ坚持适用为先、实用为准的原则ꎬ
设计好教学环节ꎻ③教师在第一节课结束时加强与学生的交
流ꎬ共同商讨和确定下堂课的项目题目和内容ꎬ并以任务形式

交给学生ꎬ学生可自我分组ꎬ每组 ５ ~ ６ 人ꎻ④学生自由讨论ꎬ
制定项目任务和计划ꎬ学员通过阅读课本、查阅资料、上网、向
专家咨询等方式设计、商讨ꎬ确定解决方案ꎻ⑤教师适当对学

ꎮ 为了进一步了解项目教学法在基础

生的解决方案进行引导和改进ꎬ为学生创造机会实施解决方

究对象ꎬ分别进行传统教学和项目教学法教学ꎬ并进行教学效

目进行评价和肯定ꎬ进而提出改进方法ꎬ让学生在展示自我风

果对比ꎬ以期为基础护理课程的教学提供相应的方案参考ꎬ现

采的同时还能积极共同进步ꎮ

学院校人才的培养

[３]

护理中的教学效果ꎬ本研究以护理学专业 ２ 个班学生作为研

案ꎬ促进项目的完成ꎬ并在最后进行项目成功展示ꎬ对学生项

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３.观察指标:( １) 比较两种教学方法的区别ꎻ( ２) 采用回

访表的方式比较两组学生对课程的反应情况ꎬ从兴趣、自主能

１.一般资料:选择本校 ２０１７ 级高职护理学专业 ２ 个班

力、团队精神、沟通能力以及分析能力等方面评价 [５] ꎻ( ３) 比

按照教学方法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ꎬ每组各 ６０

理、合作能力、信息能力等方面评价ꎻ( ４) 比较两组学生基础

１２０ 人作为研究对象ꎬ参加高考录取至我校ꎬ文化水平一致ꎮ
人ꎮ 对照组中男 ２ 人ꎬ女 ５８ 人ꎬ年龄 １７ ~ ２１ 岁ꎬ平均( １８.４９±
１.４６) 岁ꎻ观察组中男 ３ 人ꎬ女 ５７ 人ꎬ年龄 １７ ~ ２２ 岁ꎬ平均( １８.

５８±１.６６) 岁ꎮ 两组学生在年龄层次、学习基础等各方面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具有可比性ꎮ

２.研究方法:(１) 对照组学生进行常规教学法教学ꎬ以教

师讲授为主ꎬ结合临床案例ꎬ根据课本内容逐章进行讲解ꎬ必

要时进行操作练习ꎮ ( ２) 观察组学生进行项目教学法教学ꎬ

较两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评分情况ꎬ从自主学习、自我管
护理课程的最后成绩ꎮ

４.统计学处理: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

定量资料以( ｘ
±ｓ) 表示ꎬ组间比较进行 ｔ 检验ꎬ计数资料用[ ｎ
( ％) ] 表示ꎬ组间比较进行 χ２ 检验ꎬ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种教学方法的区别比较:传统教学法和项目教学法

主要措施如下:①组织任课教师进行项目教学法的课程培训ꎬ

区别比较多ꎬ在教学目标方面ꎬ传统教学只是单纯的传授知识

教授项目教学法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具体操作ꎬ要求上课以学

和技能ꎬ项目教学则是注重运用已有技能和知识ꎻ在教学形式

生为中心ꎬ以案例为基础ꎬ最大程度提高学员的学习积极性ꎻ

方面ꎬ传统教学以教师教为主ꎬ学生被动学习ꎬ项目教学则是
以学生主动学习为准ꎻ在交流方式方面ꎬ传统教学互动少ꎬ被

基金项目: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院级骨干教师项目( ＧＧＪＸ２０１７０２) ꎬ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院级质量工程项目( ＹＪＺＬＧＣ２０１８０１) ꎬ安徽省省级
质量工程项目(２０１７ｊｙｘｍ１００８)

作者单位:２３７００５ 安徽六安ꎬ西卫生职业学院

动多ꎬ项目教学在刚好相反ꎬ以双向互动学习为主ꎻ在参与程
度方面ꎬ传统教学学生听从教师指挥ꎬ属于被动学习ꎬ而项目
教学则以学生自主学习ꎻ在激励手段方面ꎬ传统教学以外在动
力为主ꎬ持久性不强ꎬ而项目教学法则以内在动力为主ꎬ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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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更强ꎮ

２.两组学生对课程的反应情况比较:观察组学生的兴趣、

自主能力、团队精神、沟通能力和分析能力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３.两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评分情况比较:观察组学生
表１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６０)
观察组( ｎ ＝ ６０)
χ２ 值
Ｐ值

 ２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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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

自主学习、自我管理、合作能力、信息能力等自主学习能力评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４.两组学生基础护理课程的最后成绩比较:观察组学生

基础护理课程的理论成绩和操作成绩均显著高于对照组ꎬ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两组学生对课程的反应情况比较[ ｎ( ％) ]
自主能力

团队精神

沟通能力

分析能力

３６(６０.００)

４１(６８.３３)

３２(５３.３３)

３６(６０.００)

３４(５６.６７)

１４.４００

４.６５８

６.１２５

６.８１７

７.５４８

５４(９０.００)

５１(８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１

表２
组别

４５(７５.００)

自主学习

４９(８１.６７)

０.０１３

４８(８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两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评分情况比较( ｘ
±ｓꎬ分)
自我管理

合作能力

信息能力

对照组( ｎ ＝ ６０)
观察组( ｎ ＝ ６０)

７８.５８±８.４８

２６.７３±５.３２

１９.５７±３.５５

２９.９７±８.０９

Ｐ值

４.３８４
０.０００

９.１３４

８.５１４

３.３００

８５.３８±８.５１

ｔ值

表３

３５.６１±５.３３
０.０００

两组学员基础护理课程的最后成绩对比( ｘ
±ｓꎬ分)

组别

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２５.３１±３.８３

３４.９３±８.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的“ 双元制” 模式ꎬ充分发挥了学生的潜能ꎬ提高学生的创新
能力ꎮ 我国在基础护理课程引入项目教学法可充分调动学生

对照组( ｎ ＝ ６０)
观察组( ｎ ＝ ６０)

７０.１４±８.３６

７９.４５±６.４５

的积极性ꎬ转被动为主动ꎬ使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ꎮ

Ｐ值

４.３２２
０.０００

３.９３４

成绩均显著高于对照组ꎬ这也再次证实了项目教学法可显著

ｔ值

讨论

７７.２４±９.５９

８４.５６±７.７２
０.０００

传统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ꎬ是“ 填鸭式－灌输

式” 的教学模式ꎬ一般均为教师在台上讲ꎬ学生在课堂上听ꎬ
缺乏师生互动性ꎬ满堂灌的教学下ꎬ学生只能被动学习ꎬ缺乏
个性ꎬ学生只知道对学习知识进行重复ꎬ在死记硬背下不能很
好地对知识进行融会贯通 [６] ꎮ 随着社会的发展ꎬ项目教学法

也被引入到医学基础教学中ꎬ以实践为导向ꎬ以学生为主体ꎬ
强调从职业的实际需要出发ꎬ选择典型的案例为教学内容ꎬ老
师指导学生制定项目主题ꎬ指导学生收集资料、小组讨论、解

在此次研究中ꎬ观察组学生基础护理课程的理论成绩和操作
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ꎮ 这在梁琼文等人的报道结果中也存在
类似的结论能够加以证实 [９￣１０] ꎮ

综上所述ꎬ以项目教学法为基础的教学模式在基础护理

课程中的应用效果更好ꎬ可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
我学习能力ꎬ提高学习成绩ꎬ可在课堂上广泛推荐应用ꎮ
[１]
[２]

决问题ꎬ最后进行评价和评估ꎬ让学生在项目完成的过程中了

[３]

在此次研究中ꎬ通过对比常规教学法和项目教学法的区

[４]

解知识、学到知识、运用知识 [７￣８] ꎮ

别和效果ꎬ发现观察组学员的兴趣、自主能力、团队精神、沟通
能力和分析能力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学员ꎬ且观察组学员自主
学习、自我管理、合作能力、信息能力等自主学习能力评分显
著高于对照组ꎬ这些结果提示了项目教学法可显著提高患者
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学习能力ꎮ 究其原因ꎬ项目教学法与传
统教学最大的区别就是把课堂交给了学生ꎬ让学生在实践中
去主动学习ꎬ通过分组、制定项目课题、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等过程ꎬ让学生不由自主地投入学习ꎮ 但需
指出ꎬ唯一的不足在于ꎬ项目教学法对教师的要求较高ꎬ需要
教师具有渊博、高深的理论知识ꎬ精湛、娴熟的操作技能ꎬ丰富
的临床实践经验ꎬ因此使用项目教学法需先对教师进行针对
性的培训ꎮ 项目教学法在国外应用得较为广泛ꎬ尤以德国职
业技术教育最为典型ꎬ是以企业培训为主ꎬ职业学校教育为辅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参

考

文

献

李冬宁.以团队为基础的教学法与护理项目教学相结合的应用
研究[ Ｊ] .中华护理教育ꎬ２０１５ꎬ１２(３) :１８７￣１８９.
张蓉ꎬ邓岚. 项目教学法在中职« 基础护理学» 教学中的应用
[ Ｊ] .中国实用医药ꎬ２０１３ꎬ８(４) :２５８￣２５９.
段艮芳ꎬ柳建梅ꎬ林芝ꎬ等.以实训为基础的教学模式在中专生
基础护理学中的应用研究[ Ｊ] . 中华护理 教育ꎬ２０１４ꎬ１１ ( ３) :
１８３￣１８５.
宋艳丽ꎬ刘伟ꎬ 赵文海ꎬ等.网络环境下基于问题学习教学模式
在« 基础护理学» 课程中的应用[ Ｊ] .护理实践与研究ꎬ２０１６ꎬ１３
(２) :１２７￣１２９.
梁春光ꎬ仝慧娟.理实一体化教学法在护理专业« 基础护理学»
教学中的应用[ Ｊ] .护理研究ꎬ２０１３ꎬ２７(１６) :１６３８￣１６３９.
徐金梅ꎬ许继艳.工作过程导向理论在基础护理技术教学改革
中的应用[ Ｊ] .护理实践与研究ꎬ２０１６ꎬ１３(１４) :１１６￣１１８.
佘兰ꎬ曹建平.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基础护理技术实训教学中
的应用[ Ｊ] .卫生职业教育ꎬ２０１７ꎬ３５(２２) :５８￣５９.
张丽威ꎬ卢桂霞.项目教学法在护理学基础教学中的应用[ Ｊ] .
卫生职业教育ꎬ２０１７ꎬ３５(８) :５３￣５４.
梁琼文.“ 项目教学法” 在中职卫生学校« 妇产科护理学» 课程
中的应用[ Ｊ] .按摩与康复医学ꎬ２０１５ꎬ６(２３) :１５０￣１５１.
何亚茹ꎬ秦雅唯ꎬ王英ꎬ等. 项目教学法在高职院校« 护理学基
础» 教学中的应用[ Ｊ] .产业与科技论坛ꎬ２０１３ꎬ１２(１３) :２８￣２９.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２１)

( 本文编辑: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