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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首先介绍了情景教学法的内涵，并分析了情景教学法应用于医学生信息素养教学的必要
性。然后从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设计和教学评价设计提出了医学生信息素养情景教
学的改革路径，比较了情景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优势。将情景教学法应用于信息素养教育，有助于培
养医学生信息甄别、解决实际问题、综合判断及学术合作的能力，提升医学生未来职业发展和自我再教
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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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Situational Teaching for Medical Students
SUN Ya-xin, BAI Bo, ZHANG Xiao-mei*
(Muda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Mudanjiang 15701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d the connotation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and analyzed the
necessity of applying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to information literacy teaching of medical students. Then it
put forward the reform path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situational teaching for medical students from the design of
teaching objectives, design of teaching content, design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design of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compared the advantages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The application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to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would help medical students cultivate the
abilities of information screening, practical problem solving, comprehensive judgment and academic
cooperation, and improve their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and self re-education ability.
Key words: medical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situational teaching
随着整合医学、循证医学、精准医疗、网络医

专业课程分离，多数院校停留在医学数据库检索和

疗等医学领域不断拓展和更新，信息素养培养在医

使用技巧讲授方面，忽视了对医学生信息甄别能

学院校教育中的地位愈加凸显。提升医学生信息素

力、信息道德、合作能力、参与度和创造力等综合

养，有助于提高其未来职业素质，促进自我知识更

素质的培养[1-4]。本研究尝试将情景教学法应用于信

新，有效面对医学环境中的各种挑战。

息素养教学中，结合医学专业和医学信息特点，创

调查研究表明，目前高校信息素养教育和医学

造生动的实践教学场景，调整教学目标、内容和方
法，培养医学生信息甄别、解决实际问题、综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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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情景教学法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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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创造一个生
动的教学场景，通过在场景中设定不同的角色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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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参与，通过其自身体验学习教材中知识的教学方

素养水平，通过有意义的场景学习，使医学生将书

法。情景教学法的核心是让学生在亲身体验的过程

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提高未来工作中处理

[5]

中激发学习兴趣，帮助其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 。

问题能力、科研能力，促进综合素质的培养 [9] 。医

情景教学法用于医学生的信息素养教学，主要

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目标体现在基本信息能力和综

以医学信息问题为核心，将科研、教学、社会相关

合应用创新能力 2 个方面，每个方面的教学目标根

信息环境融合到一起，创造一个结合医学信息环境

据教学内容各有不同。

的教学场景，如设计医疗方案解决临床实际问题。

基本信息能力培养是学生基础知识筑牢阶段，

在教学场景中设定不同的角色让学生参与进来，教

通过基础知识教学，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医学信息的

师予以引导和启发，从而帮助学生结合医学场景分

基本概念、类型、特征、检索语言、检索方法等。

析信息、表达信息、合理应用及再创造信息，更好

综合应用创新能力培养是通过综合知识运用与实

地理解信息素养教学内容，建立系统、科学的知识

践，使学生初步确定信息需求，制定合理的检索策

体系，培养处理信息问题的能力。

略并实施检索；通过文献的梳理，发现学术观点的

1.2 情景教学法必要性分析

特点与不足；结合医学情景演绎和分析，得出结

2015 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修订并发布

论；参与学术交流等活动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结

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
（以下简称《框架》
），

合医学信息，通过探究式研究获得新知识，培养学

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框架》以“阈值概念”

术创新能力等，最终达到信息素养和医学知识融

的方式界定了信息素养的 6 个核心概念：权威的构

合、创新的目的。

建性与情境性、信息创造的过程性、信息的价值属

2.2 教学内容设计

性、探究式研究、对话式学术研究、战略探索式检
[6]

医学生信息素养课程教学内容包括医学信息素

索 。其中权威的构建性与情境性强调对信息情境

养基础知识学习和医学信息素养知识融会贯通与创

的理解及不同专业构建和塑造情境的因素。随着信

新学习 2 个部分。

息生态环境面临着信息真实性、权威性、可靠性更

2.2.1

难判断的难题，将信息素养限定为一套去情境化的

素养内涵，各种医学信息源的概念、类型特征，医

[7]

医学信息素养基础知识学习

主要包括信息

学相关数据库的介绍和基本检索技巧，具有代表性

技能，无法应对当前信息环境带来的挑战 。
信息素养教育是指培养和提升个人的信息意

的文献管理软件的比较和使用，学术出版和知识产

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等综合素质。医学院校与

权，医学信息伦理道德等。这部分内容的学习主要

其他院校信息素养教育的主要差别体现在医学院校

是让医学生对医学信息环境有一个通识性、整体性

信息素养教育更偏重医学相关文献资源的检索与利

的认识，是后期知识学习和理论体系建立的基础。

[8]

用，如 PubMed 数据库、Cochrane 协作网等 。情

2.2.2

景教学法是将医学信息素养相关知识与医学专业课

据课程特点，结合医学生毕业实践和创新型人才培

程、实习、科研、论文写作和未来工作岗位中遇到

养的实际需求设置情景信息问题，如学生撰写毕业

的实际信息场景结合在一起，是一种课堂学习和场

论文、毕业生求职、国内外医学科研热点及项目从

景实践融合的教学模式，启发医学生带着问题结合

申请到结题过程中的信息问题等。具体教学内容包

医学信息环境，甄别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权威

括医学信息的学习、交流和评价，大学生项目研究

性，边研究边学习，不断反思总结并最终制定出合

方法，信息分析方法，信息评价方法等。这部分内

理的解决方案，形成“场景模拟-实践学习-总结评

容是基础知识学习的延伸式学习，主要通过信息问

价”的教学模式，实现医学生专业知识和信息素养

题导向、场景模拟和实践体会的方式学习。如以

的完美融合，提升医学生合理利用医学信息创造新

“中药疗法治疗工作压力大引起的脱发”为教学主

知识的能力。所以情景教学法应用于信息素养教学

题，确定哪种中药治疗效果好且不良反应少；以

是必要和必然的。

“膳食营养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关联性分析”

2 医学生信息素养情景教学改革路径

为教学主题，让学生分析不同膳食因素对非酒精性

2.1 教学目标设计

脂肪性肝病的促发因素和预防机制。

医学信息素养教学的本质是提升医学生的信息

医学信息素养知识融会贯通与创新学习

根

以上教学内容设计，以医学信息基础知识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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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信息相关问题为学习内容，将学生所学信息检索

与创新学习部分，是教师结合学生完成情景信息问

方法与专业知识有效结合起来，通过生动形象的学

题讨论、检索策略制定、信息源甄选、信息综合评

习方式，快速融入到教学环境中，使学生通过解决

价及提交研究成果等方面综合评分，考核内容以学

实际问题对教学内容深入理解，从而培养学生的信

生综合运用能力和知识熟练程度为主，每节课考核

息挖掘能力、信息判断能力及信息处理能力。

成绩按 50%计入最后总成绩。评价方式见表 1。

2.3 教学方法设计
2.3.1

医学信息素养基础知识教学

表 1 医学信息素养课程教学评价设计

主要是对信息

素养的概括介绍，基础知识点和基本操作多，举例

学习内容

成绩比例

评价方式

信息素养基础知识

50%

通过线上学习平台自助考核，考核成绩自

主要是为了方便学生将抽象的内容形象化，通过结

动生成

合线上平台，教师可以将讲授内容上传至平台，让

信息素养知识融会

学生自主学习，配合教师讲课、学生交流讨论，达

贯通与创新

50%

到教学效果。
2.3.2

医学信息素养知识融会贯通和创新教学

对学生在情景信息问题中的表现和提交的
研究成果进行评价，包括信息沟通、信息
表达、信息安全、信息甄别、信息获取、

主

信息分析、信息评价、信息创造、学习态

要采用情景教学法，是在教师的引导与启发下，以
师生、学生之间互动为主，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实

度等

2.5 教学效果比较

践，发现问题，进行讨论和总结。教师精心设计每

情景教学法继承了传统教学法的优点，通过面

节课的医学情景信息问题，注意区分医学工作实际

对面的沟通交流，教师能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有效

问题、论文写作、循证医学等级评价等不同问题的

引导，有效控制课堂授课效果。相较于传统教学

侧重点。教师协助组建学生临时团队，并对情景进

法，情景教学法强化了学术、工作实践等与信息素

行简要介绍，确定学生不同分工，学生针对情景信

养的关联性，将医学信息环境以情景模拟的方式呈

息问题展开讨论、解析问题脉络，并动手实践解决

现，使医学生对于医学信息环境有了较为清楚的认

问题，最后对本组和自己解决问题的策略予以评

知，将泛在的信息素养教育转为有针对性的信息素

价、反思和修正。以大学生创业项目的申请阶段为

养教育。通过情景设计环节，学生能够带着问题实

例，课上，教师首先对项目申请阶段需要检索的内

践，有效促进其知识融会贯通，提升未来对医学信

容、检索方法和注意事项进行讲解，然后让学生进

息的处理能力。

行讨论和实践操作。学生首先假设团队是项目申请

3 讨论

者，结合团队所学专业确立自己要申请的项目主

医学信息素养教育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本研

题，通过以往教师讲授的知识，准确描述想要查找

究将情景教学方法引进信息素养教学，实现了理论

的主题方向，明确需要的文献资源类型，分辨信息

和实践的结合，通过学术研讨、论文写作、项目申

源的丰富度、权威性、新颖性等，然后进行检索和

请等实践活动，提高了医学生对医学信息环境的认

下载文献，经过阅读和归纳总结，分析该主题方向

识和应对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医学生信息意识和信

目前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哪些方面存在可以发

息处理能力，但仍存在 2 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受学

展的空间等，最终确定项目选题。在这一系列的过

时限制，医学生实践次数较少，如果嵌入到医学生

程中，学生在动手、动脑的同时按照教师讲授的步

的各个学习环节，效果会更好，这就需要多领域、

骤逐一进行尝试，在教师的启发下寻找解决问题的

多学科、多部门共同合作，持续性地进行各种实

办法，最后再由教师进行总结，以达到教学目的。

践，才能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提升和完善。其次，

2.4 教学评价设计

医学生既有整体上的共性，也存在着不同专业的个

教学评价是为了掌握学生学习课程的情况，主

性。本研究着重从医学生整体角度开展信息素养教

要是通过考核的方式进行评价。在医学信息素养基

学研究，结合不同专业学生信息需求特点分析相对

础知识学习部分，学生通过线上平台完成每个任务

较少，今后应结合不同专业信息环境进行具体分析。

点的学习后，可以自助进入考试界面，考试内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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