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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deepening, medical education of foreign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With the goal of reforming, innovating, and cultivat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xcellent doctors”,
“micro teaching based on WeChat” is applied to teaching of medical foreign students,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tutor system,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micro teaching platform based on
WeChat, micro teaching based on WeChat mode are applied to promote the teaching reform of
foreign student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students, and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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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来华留学生医学教育在留学工作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我们以
改革、创新，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卓越医师”为目标，将基于微信的“微格教学”应用于留学生基
础医学教学，组建微格教学团队，实行“专业导师制”、构建基于微信的微格教学平台、微信微格学习
模式，推动留学生教学改革，大力提高留学生教学质量，加快医学教育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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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境外留学生来我国求学的人数越来越多。2010 年 9 月教
育部发布了《留学中国计划》，确立了来华留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即到 2020 年，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
留学目的地国家，来华留学人员达到 50 万人次。其中，来华留学生医学教育规模位居专业第二，在留学
工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在留学生医学教育的机遇和挑战中，如何更好的推动留学生教学改革，
大力提高留学生教学质量，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卓越医师”，显得尤为重要。
医学基础课程是医学院校课程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其学科特点，实验学时较多，注重理论与
实践的有机结合，这对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等方面有重要意
义[2]。因此，提高医学基础课程的教学实效，为留学生打下坚实的医学基础对留学生后续学习的顺利开
展，留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2. 目前留学生基础医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校留学生基础医学教育尚存在以下问题[3] [4]：教学资源方面：尽管学校对于留学生教学工作
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留学生教学资源建设，如提升了模拟教学设施和软件，创
立了留学生专用的虚拟仿真模拟实验系统，但是相对于中国学生教学资源而言，还是比较匮乏，网络平
台和题库建设等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留学生高效学习的进程；留学生方面：一部分
留学生学习主动性较差，将所有的时间押注在课堂内有限的学习时间内，缺乏必要的预习和复习，而选
择考前三天到一周时间“冲刺”，即机械性记忆名词解释和简答题，导致掌握知识深度不够，对于知识
的理解仅限于字面意义，知识点之间的融会贯通缺乏，到了专业课学习阶段很多知识难以理解，导致恶
性循环；学习纪律较差，迟到早退现象比较严重，课堂上比较涣散，自主性较强，讲话睡觉现象较普遍，
严重影响课堂教学效果；一部分留学生动手能力差，实践动手能力有待提高。教育部对本科教育提出的
要求是“宽口径，厚基础”，加强基础理论知识的积累对地方院校留学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整
体的培养计划中，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以及单门课程的理论与实践课时的比例并未大幅度改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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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课程的安排上进行调整，以优化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而大部分留学生以完成任务为基本目标，在有
限的实验时间内，按部就班进行操作，甚至有部分留学生敷衍了事，实验过程中“偷工减料”，还有一
些留学生以民族信仰为由，拒绝动物实验，这样，使得在有限的实验时间内，留学生的动手能力难以提
高[5]。

3. 微格教学的提出
微格教学(Microteaching)起源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是由斯坦福大学教育学博士 Dwight W. Allen
教授及其同事提出。又称微型教学、微观教学、小型教学[6]。微格教学能使受培训者直接地、具体地观
察到自己的形象和表现，并让教师和受培训者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和评价，最终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一般微格教学需要在微格教室内进行，教室还需配备专门录音、录像、电脑等设备，对硬件环境的要求
比较高、操作方法复杂。笔者设计基于微信的微格教学应用于留学生基础医学教学，基于微信的简易微
格教学训练方法，即借助微信公众平台，再利用互联网和带有摄像头的手机来实现微格教学训练的主要
功能。随着微信的流行及带有摄像头手机的日益普及，构建这种基于微信的简易微格教学环境非常容易
实现，同时微信在保持这些微格教学基本功能和微格教学可反复操作、反馈准确度高及可评价性等基本
优势之外，还兼具网络教学效率高、灵活性强、操作便捷的优势。

4. 基于微信的微格教学构建与实践
4.1. 组建微格教学团队，实行“专业导师制”
组建固定的微格教学团队，以专业指导主要目标为原则，不涉及留学生的生活管理和思想教育，减
轻导师制的专业教师工作量，集中力量和专业优势针对留学生专业学习进行有效的指导和培养。第一步
进行双向选择，专业导师制确定以专业培养为主要目标开展实施，在充分考虑导师专业背景确定以系统
器官为方向的专业组。开学初，进行导师和留学生的双向原则，每个导师带的留学生人数不得超过 5 个。
留学生可以在学院网上查询到导师的基本信息和研究方向，导师则可以通过学院办公室查阅学习档案查
阅留学生学习情况，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导师，导师则可以根据项目需要选择留学生以及制
定对留学生的专业培养实施方案。第二步制定专业培养方案，专业导师制的专业培养方案是专业导师制
的核心内容，方案是在专业课程教学基础上形成的。专业制培养方案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为基本专
业技能训练方案，即结合专业教学制定的统一方案，主要培养留学生基本专业技能；第二层面为学术培
训方案，根据导师科研项目、留学生自身情况进行制定实施。第三步方案的实施，首先针对专业课特点
以及培养目标，结合目前专业技术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设置基本专业技能训练培养方案，并将专业技
能训练培养方案直接融入教学中，由专业任课老师布置相关的大设计或大作业，这些设计都以实体项目
为背景，紧密的结合实际，布置后各个组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

4.2. 基于微信的微格教学平台的构建和应用
数字化网络微格教学平台[7]集微格教学、多媒体存储、视频点播、数字化现场直播等为一体，采用
计算机设备，通过交换机连接校园网或 Internet，信息记录采用硬盘存贮，学习者登录本平台即可以进行
点播、测评与观摩学习。本教学平台主要分为前台和后台两部分。前台主要为学习者及教师提供微格教
学及学习的相关服务，训练者登录前台完成教师发布的训练任务并查看老师对自己训练的评价，同时可
以申请训练任务，可以播放其他练习者的训练视频，可以下载学习相关资源，可以通过在线答疑向教师
或学习伙伴提出疑难解答请求，可以通过论坛交流学习，还可以查看管理员发布的新闻。教师在前台除
了拥有留学生相同的权限外，还可以向留学生发布训练任务，但要进入后台对任务进行审核、申请微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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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教室及分组和向组内添加学习成员等工作，教师在前台可以对留学生训练情况进行评价。后台主要
是供管理员或教师微格教学管理使用。教师登录后台后在自己权限范围内对平台作相应操作，管理员拥
有管理整个平台的管理权限，且可以给不同类别的使用者分配权限。申请微信公众号建立微信手机客户
端，申请微信公众平台账号建立微信电脑客户端，上述两个客户端能实现手机对手机，手机对电脑的信
息互通。教师可以利用手机或电脑在线点评学生的理论及实验操作，而学生也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进行
互评。

4.3. 基于微信的微格教学课堂
教学前准备：包括两个方面：① 教师：对参与微格教学的教师进行手机和电脑客户端使用的相关培
训，同时要求教师观摩标准实验示范视频，保证每位教师实验教学操作的一致性。② 学生：对参与微格
教学的学生进行手机和电脑客户端使用的相关培训，指导学生手机摄录操作视频时的拍摄要点，同时对
学生进行分组，保证 3~4 人为一个学习团队；教学实践：将教学内容分解，每部分内容由一教师进行在
线指导和点评；学生登录微信下载视频，参照视频进行自学和团队学员间的讨论，之后再用手机记录下
自己的学习总结或操作视频并上传至个人视频档案中；反馈和评价：教师从微信中调阅学生学习及操作
视频，观看同时在微信客户端上进行点评，指出学生不足之处；学生也可通过视频回放，将自己的视频
同标准示范视频比对，从中找到自己的问题；而其他学生也可在微信客户端上对该学生的视频提出建议；
学生吸收三方评价的意见，再次进行学习总结和操作演练，并将纠正后的演练过程用手机留下视频，并
上传至个人视频档案中以供最终考核评分。
将教学范围浓缩，以专题教学为模块，结合网络资源，开展微信微格，从训练空间方面看，基于计
算机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拓展，微格教学训练可以开放到更多的场所；从微格教学的训练时间方
面看，基于信息技术的延伸以及开放的教学资源，微格教学训练也可以给予留学生更多自主学习的机会，
是提高留学生基础医学教学质量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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