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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ntent and execution procedure of proposed diagnostic teaching method were
presented. Then the method was applied in teaching of the course of “microwave technique and
antennas”, achieving a good effect. Finally, some relevant questions worthy of consideration were
discussed aiming at featur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t was shown that this teaching method can
greatly motivate the subjective students’ activity and enlighten their creative thinking potential,
and also their ability in the academic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an be improved obviously by this
educ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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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首先阐述了诊断式教学法的内容和实施过程；然后以《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教学为例给出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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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效果；最后就教学中应把握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说明。该教学法对于充分调动本科生的主观能动性，
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的潜能，提高学术和科研能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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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诊断式教学法
教学方法是影响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工作者对此一直进行着不断的研究[1]，并提出了一
些问题教学和专题教学等教学方法[2] [3]。为进一步探索不同的教学方法，本文提出了一种诊断式教学法。
其创意源于医学院的临床教学方法。在该教学法中，教师把课堂假设为一个“诊所”，它面对的是一个
个不同的“病人”带来的不同的“病例”，教师的任务就是要引导和训练学生对这些“病例”进行分析、
讨论、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开出对症的“处方”。旨在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他
们创造性思维的潜能，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2. 教学的实施
将教学内容仿照人体结构划分为“内科”、“外科”和“五官科”等几个不同的部分。对每个部分，
教师要精心设计“病人”的“病情”，通过“病人”自述病情引出教学内容。然后，引导学生采取“望、
闻、问、切”等手段对“病情”进行分析和综合，找到“病情”的病因，开出治病的“处方”，使学生
理解和掌握教学的内容。最后对“病情”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进行预测，即对教学内容提出深入研究的
方向。每个“病人”都要求学生做出诊断，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教师对学生的诊断进行引导和归纳，
形成相对独立且典型的“病例”，在此基础上，指导学生撰写“病例”分析报告，即根据研究内容撰写
相应的研究报告。

2.1. “病人”和“病例”的选取
诊断式教学的关键是选好“病人”和“病例”。首先教师要依课程教学内容，精心设计病人的病情。
选用的“病例”应与教学内容有密切的联系，能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同时还要有一定难度，
使学生有思考的余地。其次，要作好提问的提纲，确定学生讨论和思考的范围及方向。最后，要将“病
例”有关材料和相应提示在学生分析和讨论课前，以发放资料或多媒体展示的形式提供给学生，使学生
有充分时间查阅相关资料和仔细思考。“病例”不能是一堆事例、数据的罗列。教师要摆脱乏味教科书
的编写方式，尽其可能调动些文学手法。如采用场景描写、情节叙述、心理刻画、人物对白等，甚至可
以加些议论，边议边叙，作用是加重气氛，提示细节。但这不能由议论而产生导引结论的效果。诊断式
可随带附件，诸如有关报表、照片、曲线、资料、图纸等一些与诊断式分析有关的图文资料。当然这里
所说的生动，是在客观真实基础上的，旨在引发学生兴趣的描写。应更多地体现在形象和细节的具体描
写上。这与文学上的生动并非一回事，生动与具体要服从于教学的目的，舍此即为喧宾夺主了。

2.2. “望、闻、问、切”分析病情
学生针对出现的病情，采取“望、闻、问、切”等观察手段，认真对病情加以分析、讨论，提出自
己的观点。教师要创造一个良好的自由讨论的气氛和环境，组织和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在讨论中，教师
不要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以免学生产生依赖心理，不宜对学生的观点，过快作出肯定和否定，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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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断造成紧张的课堂气氛。若学生观点不一致，可使其展开讨论；若学生分析判断有错误，可采取故意
提问的方式，使学生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自觉加以修正，必要时，也可向学生直接阐述某些概念和基
本原则。总之，每个病例所涉及的问题都应由学生自己进行分析和讨论，教师的任务是引导、有效地开
发学生的思维。

2.3. 开出“处方”
这是给出解决方案的过程。上述“望、闻、问、切”分析的过程一定给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通向最终的解决方案。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最终的解决方案并不一定是唯一的，而这恰好是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绝佳时机。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应创设适当的情景，提供必要的素材，“呼之欲出”
的结果最好由学生们“发自肺腑”地自己做出。如果学生们通过努力，解决了这个问题，给出了各自的
解决方案，那就说明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他们的科研能力。

2.4. 撰写“病例”分析报告
病例讨论结束后，教师应及时给予总结，不是给出某个病例的标准答案，但可以带有倾向性的意见，
指出本次讨论所运用的理论知识，讨论难点、重点，需要深入思考之处，指出本次讨论的不足之处与成
功之处。对学生的表现也应加以评价，以激励学生下次更好地参与讨论。让学生自己进行思考和总结。
这种总结可以是总结规律和经验，也可以是获取这种知识和经验的方式。在此基础上，根据学生讨论的
情况，确定几个深入研究的内容，要求学生以书面的形式做出总结，写出“病例”分析报告，即撰写相
应的报告。这样学生的体会会更深。

3. 实施效果
我们在本科生《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中采用了诊断式教学法进行教学，该课程是电磁场与微波技
术学科的一门主干课程，内容比较抽象，学生普遍感到难学，特别对于其中的场结构、匹配等概念难以
掌握。例如，在讲授匹配的概念时，我们把失配作为一个病例引入，然后，引导学生采取“望、闻、问、
切”等手段观察分析，得出病因是由于结构不连续性而产生的，进而启发学生如何消除这种不连续性，
同学们都把自己当成一个个医生对这个问题进行把脉，开出了多个不同的处方(解决方案)，老师对这些处
方引导大家展开讨论，学生从中又知道了各个处方的优劣所在。最后，以小组为单位撰写了病例分析报
告(研究报告)。一个完整的诊断式教学过程，让学生不仅体验了诊断式教学的乐趣，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他
们的创造性思维，学生开出的处方中就有不少是别出心裁、构思巧妙的。
课后，我们对这种诊断式教学进行了调查，学生们普遍反映这种方法新颖别致，每个环节紧紧相扣，
在课堂上能集中大家的注意力，大脑不会开小差。虽然开出的处方各式各样，但都是大家认真思考得到
的，比老师直接告诉答案更有意义。

4. 教学中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4.1. 病例真实可信
诊断式是为教学目标服务的，因此它应该具有典型性，且应该与所对应的理论知识有直接的联系。
它一定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来源于实践，决不可由教师主观臆测，虚构而作。一旦被他们发现是假的，
虚拟的，于是便以假对假，把角色扮演变成角色游戏，那时锻炼能力就无从谈起了。诊断式一定要注意
真实的细节，让学生确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样学生才能认真地对待诊断式中的人和事，认真地分析各种
数据和错综复杂的病情，才有可能搜寻知识、启迪智慧、训练能力。为此，教师一定要亲身经历，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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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采集真实“病例”。

4.2. 诊断式的多样化
诊断式教学应该只有情况没有结果，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没有一个确定的处理办法和结论。后面
未完成的部分，应该由学生去决策、去处理，而且不同的办法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假设一眼便可望穿，
或只有一好一坏两种结局。这样的诊断式就不会引起争论，学生会失去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讲，诊断式
的结果越复杂，越多样性，越有价值。

4.3. 课堂掌握
教学中尽量摒弃主观臆想的成分，教师要掌握会场，引导讨论方向，协助学生清理思路，使观点站
得住脚；不要批评不同意见，当学生提问题时，教师不要隐藏自己的观点，注意把总结放在讨论的最后，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十分注意培养能力。

5. 结束语
在本科教学中采用诊断式教学法，与普通的问题引入、案例等教学方法有所不同，这种方法更适用
于那些难以理解和掌握内容的教学。通过在《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中的实践，我们认为该方法具有以
下优点：1) 能够实现教学相长。教学中，教师不仅是教师而且也是学生。一方面，教师是整个教学的主
导者，掌握着教学进程，引导学生思考、组织讨论研究，进行总结、归纳。另一方面，在教学中通过共
同研讨，不但可以发现自己的弱点，而且可以从学生的分析讨论中进一步丰富“病例”。2) 能够调动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学中，由于不断变换教学形式，学生大脑兴奋不断转移，注意力能够得到及时调节，
有利于学生精神始终维持最佳状态。3) 生动具体、直观易学。诊断式教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真实性，由
于教学内容是具体的实例，加之采用是形象、直观、生动的形式，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易于学习和理
解。4) 能够集思广益。教师在课堂上不是“独唱”，而是和大家一起讨论思考，学生在课堂上也不是忙
于记笔记，而是共同探讨问题。由于调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容易开阔思路，收到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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