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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 Smart phones as a symbol of the mobile Internet
appears in college classroom, which is not only a
challenge, but also a great opportunities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 This paper applied smart phones as the
carrier of the " Internet" into ophthalmology classroom.
Smart phones has a lot of features, such as rich teaching
resources, diverse learning methods, flexible learning
time, collating and recording capabilities and the timely,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teaching feedback so on,
and could be used in case teaching and interactive
teach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smart phones into
ophthalmology classroom could inspire the learning
enthusiasm of the students,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ventually improve teaching effects.
誗 KEYWORDS: smart phone; ophthalmology;
te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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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智能手机为标志的移动互联网,不仅对高等学校课堂教
学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也是教育信息化的重大机遇。 我们
将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互联网冶引入眼科学课堂,利用
智能手机具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多元的学习方式、灵活的
学习时间、整理和记录功能以及及时、全面、准确的教学反
馈等特点,整合案例教学,进行互动式教学,可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提高教师教学水平,获得良好的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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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整体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
国手机的拥有量急剧增加,特别是在大学生人群中,手机
持有率逼近 100% [1]。 2015-12 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
所社会心理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
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5)》显
示,大学生每天用在智能手机上的时间高达到 5 小时 17
分。 另有调查研究显示,在专业课上,有 35% 大学生玩手
机,在公共选修课上,有 95. 1%大学生玩手机[2],“手机进
课堂冶在高等学校教育中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
象。 同时,2015-09 教育部办公厅公布的《关于“十三五冶
期间全面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积
极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发展,利用信息技术创新
教学和管理模式,形成中国特色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径。
因此,如何以智能手机为载体将移动信息技术与高等学校
课堂教学相整合,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摇 摇 眼科学作为临床医学的二级学科,是一门专业性、实
践性很强,同时又涵盖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临床医学课
程。 但是眼科学的授课课时有限,涉及的医学概念和亚专
业众多,而且通常学生们的重视程度不足,使眼科学的教
学面临着众多问题与难点。 为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在眼科
学的教学中尝试“互联网冶模式,将智能手机与眼科学教
学相结合,转变教学方式,进行互动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热情,调动学生学习的参与性、主动性、互动性和
协作性,将课堂上的“低头族冶转变成教学的积极参与者
乃至推动者,以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 智能手机在眼科互
动式教学中的应用具有以下功能特点。
1 丰富的教学资源
摇 摇 首先,由于“互联网冶模式的引入,利用移动网络或短
程无线传输技术(Wireless Fidelity,WIFI)可以通过手机实
现教学内容的传递,将教学所用的眼科学图像、多媒体课
件以及检查、操作和手术视频等上传于互联网,为学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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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丰富的教学资源。 其次,目前网络上有各种手机应用程
序(Application,APP)可以作为眼科学教学资源,为学生提
供多方位的信息。 截止 2013-07 统计[3],仅 Apple iTunes
商店就有 182 个眼科相关 App,其中 36 个(20% )为面向
眼科医生的眼科专业教育 App 软件,26 个(14% )为面向
非眼科专业医生的眼科教育 App,还有 5 个(3% )为眼科
图谱、教材和临床指南;对 Google蒺s Android 系统的统计有
452 个眼科相关的 APP[4]。 这些 App 很多含有直观而生
动的影像学资料,例如解剖是眼科学的基础,有些 APP 能
够三维展示眼球及其附属器之间的解剖关系,并可在触控
屏的控制下随意变化观察位置、角度,形象化、全角度的知
识有利于更深刻、持久的记忆,使学生能够全面、立体的理
解眼的解剖结构。
2 多元的学习方式
摇 摇 第一,阅读功能、传统的文档以及多媒体课件可在手
机上应用,进行教学内容的阅读和接收。 第二,可以实现
人机交流,很多手机 App 均具有评分机制或反馈功能,可
以针对人机互动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强化训练和交流。 例
如某款 App 可以让学生模拟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操作,
从连续环形撕囊、劈核到超声乳化,均可利用手机的触控
屏进行模拟操作并有评分机制,增加了学生的感性认识,
极大地引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第三,可以进行实
时群组讨论。 通过聊天软件进行交流讨论与远距离协作。
第四,非实时沟通,通过电子邮件与老师、同学进行深度
的、非实时的沟通与交流。 第五,检索与查询功能,可以利
用手机的搜索功能主动查询一些相关知识和问题,更深入
理解教学内容。
3 灵活的学习时间
摇 摇 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冶引入眼科学教学,课堂内外的
界限消失,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的界限消失,学习的时
间、空间更加灵活,可以整合“碎片化冶的时间随时进行学
习,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
4 整理和记录功能
摇 摇 智能手机配备录音和录像装置,学生可在课堂教学中
加以利用,对教师的讲课进行录音、录像以方便复习;在课
堂进行拍照,记录老师多媒体和板书上的重要内容,记录
实习课遇到的典型病例的症状、体征、检查结果以及病历
书写(在此过程中应注意保护患者隐私);利用记事本功
能,实时记录自己的疑问和想法:利用云存储功能,保存有
价值的文件,并通过手机本地缓存随时随地查阅。
5 引入案例教学
摇 摇 案例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以案例为基础,通过呈现
案例情境,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掌握理论、形成观点、提高能力的
一种教学方式[5]。 在智能手机 App 中,可以分层次、分阶
段的展示患者眼部症状、体征、裂隙灯、检眼镜以及 B 超
等检查结果,学生围绕病例进行讨论,结合理论教学,搜索

网络资源,为患者制定眼科检查流程、进行疾病的诊断以
及确定治疗方案,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临
床诊疗思维,实现从医学生到临床医生的转化。
6 教学反馈
摇 摇 在传统的课堂上,老师可以通过课堂提问等方式得到
教学反馈,但个别提问所获得的个别反馈有以偏概全之
嫌,集体问答等方式获得集体反馈又有鱼目混珠的可能,
反馈信息并不十分准确,而随堂考试方式不仅费时费力,
而且反馈延时。
摇 摇 利用手机 APP 问答投票系统,教师可以随时根据授
课内容提出问题,学生现场通过手机选择答案,并且能够
实时统计每个选项的百分比。 这样老师可以随时了解学
生的学习情况,有针对性的调整教学进度和策略,同学也
可以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教学难点,向老师提出疑
问并进行课堂讨论,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 同时,课堂实
时提问也有助于学生在学习中集中注意力以及间接保证
课堂的出勤率。
7 科学化的教学研究
摇 摇 在眼科学传统教学模式下,课堂上的教学反馈主要依
靠老师在课堂上进行提问以及对同学反应的观察,不可能
给出精确的量化指标;学期末的考试成绩和学生给老师的
教学质量评分反馈严重滞后并且信息量不足。 而在信息
化教学模式下,由于所有学生的学习情况均可立即转化为
数据进行存储,并且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进行调用统计整
合,快速生成教师需要的数据资料。 数据化的教学研究保
证了教学研究的理性化、科学化,从而给教学思维与行为
带来根本性变化,是教学质量获得整体飞跃的关键。
8 小结
摇 摇 虽然智能手机进入眼科学教学具有上述优点,但仍面
临着很多具体问题,例如汉化手机 App 眼科教学资源稀
缺,手机系统的兼容性问题,少数网络信息来源不可靠、信
息碎片化问题等,这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注意筛选和引导,
推荐和选择可靠的检索途径和手机 App 程序,并有意识
的系统整合包括传统教材在内的各种资源,在教科书的基
础上构建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 “互联网冶 的立体教学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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