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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in China, the automobile has rapid development but the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are
lack of engineering qualit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medical students’ automobile knowledge, an
investigation of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the automotive engineering course has been
carried out by clinical, medical examination, pharmacy, nursing, management, biomedical engineering specialty students in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of the students consider it necessary to open the course for it can enhance medical students’ engineering
horizon and it is useful for driver’s license examination. And interaction discuss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well as animation demonstration is the most expected teaching mode during
the cours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it is helpful for medical students’ engineering quality
and reduces their driving license examination difficulty especially the female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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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我国医学院校学生工科素养相对缺乏的情况和汽车飞速发展的现状，为了提高医学院学生对汽车的
了解，对新乡医学院临床、医学检验、药学、护理、管理、生物医学工程等专业做了是否有必要开设《汽
车工程概论》选修课以及怎样进行课堂教学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同学认为开设汽车工程概论十分必
要，能增强医学生对汽车的认识，并对汽车驾照考取有帮助；而教学模式采用师生讨论、动画演示形式
为佳。通过调查开设本课程，有助于提高医学生的工科思维和降低他们特别是女生汽车驾考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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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汽车越来越大众化，变成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因此了解
汽车相关知识非常重要，在校大学生更应该接受系统的教学知识。现在大部分普通高等院校开设了与汽
车工程概论相关的公共选修课，来增强学生的综合教育素质[1]。非工科类院校也普遍重视汽车工程概论，
如林业院校也开设了《汽车概论》[2]。这让我们意识到汽车基本知识对大学生的特殊地位与作用，然而
经过文献检索发现国内还没有医学院校开设汽车工程概论相关的选修课。
在新乡医学院，医学生的工科素养相对缺乏，对汽车的基本知识了解甚少，但汽车驾照对人们生活
越来越重要。我认为应该在新乡医学院开设这门课，使学生能够了解汽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导向[3]，了
解汽车的基本知识[4]，掌握驾考技巧和各种交通法规等内容[5]。课堂新颖化，以师生互动和穿插视频演
示的形式讲授《汽车工程概论》[6]，可以帮助医学生解决生活中驾考的难题和提高工科素养。

2. 汽车工程概论开设调查研究
我们对学校的临床专业、医学检验，药学专业，护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生物医学工程等专业进
行了调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如调查人数的分布，开设课程的目的，对课程的感兴趣程度和讲
解的形式等，如下图 1~4。
从图 1 说明调查涉及面广，涉及医，文，理，工等学科门类；图 2 说明大部分医学生对《汽车工程
概论》比较感兴趣，其课程的开设有很高的期望；图 3 说明医学生选修这门课，大部分想增长自己的见
识，开拓视野；图 4 说明讲课方式，医学生更倾向于新的教学模式。
通过以上的调查数据表明，在新乡医学院开设《汽车工程概论》选修课有其必要性，可以让他们了
解汽车的相关知识，增长自己的知识面，拓展视野。

3. 汽车工程概论教学内容
医学生选修《汽车工程概论》是出于个人兴趣，目的是为了解更多的关于汽车的知识[7]。在医学院
校开设，但医学生普遍工科素养较弱，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以基本概念为主，涉及知识广泛，主要内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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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nterest ratio of courses
图 1. 课程感兴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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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proportion of the number of professional survey
图 2. 各专业调查人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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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Mode selection of lectures
图 3. 讲课的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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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purpose of course selection
图 4. 选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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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的产生和发展，汽车的性能和分类等相关知识，让学生有个基本概念的了解；相关生产汽车的公司
和汽车标志，让学生对汽车有个最基本的识别；对汽车基本构造的了解，分为几个小部分：发动机的工
作原理与分类、汽车底盘构造、车身与附属设备，让学生对汽车有个整体的概念；对汽车的未来发展方
向的讲解，让学生日后买车有自己的主见；对驾考内容的了解，理论知识的讲解，如一些难理解的手势
和标志的识别，实际操作自己要注意的事项和可能碰见的难题，路考对自己心态的要求。

4. 课堂形式的探讨
课堂形式多种多样，但学生的认可度至关重要。讲课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知识面，增加对生活的用
途，解决面临的难题。

4.1. 传统的教学模式
传统的教学方式以课件内容为主，枯燥无味，难以理解，没有一点知识的延拓，教材是学生学习知
识的主要来源。传统的教学理念以老师讲课为主，是灌压式教学，老师是教学过程的主宰者，学生被动
的接受知识，使其对教课内容失去兴趣，尽而对课程失去信心。这样的讲课模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
兴趣，还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学生是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8]。

4.2. 师生以讨论的模式
教学上多采取互动模式，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老师可以提前给出教学目标，重点及相关参考资
料，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在上课时，可以让一些学生到讲台上进行讲授，老师引导方向，启发思路，让
学生主动参与其中，对知识的理解更深刻。
在讲课的期间，老师可以和学生互动，让学生分成小组，各小组可以提出不同的问题，让其它的小
组来回答，各小组要积极参与，明确分工，共同完成任务。在此过程中，教师应对各小组的工作状态进
行监控和考评，并对学生在参与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难点给予提示和引导[9]。互动的模式可以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让课堂更生动，更容易接受其学习的知识。

4.3. 多媒体视频模式
教师采用多媒体教学，可以使用大量的图片和视频，更形象生动的来讲解汽车的相关知识。如汽车
的基本构造比教抽象以及理解困难，部分视频信息可以将一些较复杂的零部件搬入课堂展示给学生，让
学生可以清晰的了解概念[10]。在课堂上可以给同学展示最新的汽车，了解汽车现在的状况，增加实用性。
多媒体授课通过图文解释，使学生容易的接受和理解，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对其的印象更加深刻。

4.4. 模型和事例讲解
教学内容尽量形象化并结合实际。讲课时可以给出模型，由于学生对一些汽车基本零件比较陌生，
讲课时老师应结合生活实际、结合模型，让学生能够清晰的认识。结合生活，对于交通规则的讲解，事
故原因的分析，清楚的认识到我们应该遵守交通规则。
综合以上几种教学模式，我认为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上面所述的几种教
学模式可以互相相结，课堂互动的教学模式可以让学生更加的活跃，在愉快的环境中学习知识，通过学
生参与，可以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在课堂穿插视频，可以让学生对抽象的内容，有清晰的了解，对学
生的空间逻辑思维能力有极大的提升。视频可以让学生更容易的接受知识，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不是
枯燥的去想象汽车的相关构造。模型的应用，事物可以更加直观的表达给学生，让其对陌生的东西有一
种熟悉感，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兴趣。事例的分析可以带给学生更直观的感受，让其对交通规则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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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理解，对生活的应用有非常大的帮助。几种教学模式可以穿插使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让其主动参与，深处其中，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空间感。

5. 结论
通过数据调查分析，医学生认为在新乡医学院开设《汽车工程概论》非常必要，课程的开设不仅能
拓展了学生的视野，让其驾考有个清晰的认识和了解汽车基本知识概念，而且能让医学生的工科素养得
到提高。
课堂形式的改革，教学模式是师生互动，让学生变成课堂的主角，老师来引导和启发思路，课堂穿
插视频动画和模型，让学生对于抽象的知识有个清晰的认识。模式的新颖化不仅增强了学生学习汽车的
兴趣和积极性，让学生在愉快的环境中学到知识，还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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