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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临床诊疗技术课程教学方法改革与实践
蔡友忠
渊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袁福建福州 350119冤

摘要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是高职动物医学渊宠物医学方向冤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技术性课程遥为了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袁不断提升教
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袁从教学观念尧教学内容尧教学手段和考核方式等 4 个方面对该课程教学进行了改革与实践遥结果表明袁通过教学改
革袁提高了学生临床诊疗实践技能袁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袁提升了学生综合素质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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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养宠人数逐年增加袁2018 年已超过 7 千万

教而忽视学生如何学遥本学期特别强调学生转变学习观念袁

物行业越来越受关注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袁我国宠物行业还

为以学生为主体的野学冶袁从而实现野学冶重于野教冶的教学目标

属新兴行业袁差距很大袁专业技术人员匮乏袁培养宠物临床

曰教师则由以教为主变为以导为主遥实践表明袁教师的主导

人袁全国城镇共有 9 千万只狗和猫袁宠物经济总量庞大袁宠

诊疗技术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已经迫在眉睫遥为深化

教学改革袁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袁2018 年 9 月
以来针对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动物医学渊宠物医学方向冤

专业 1702 班宠物临床诊疗技术课程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
与实践袁并取得了一些成效遥
1 课程定位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课程是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动物

从野要我学冶转变为野我要学冶袁把以教师为主体的野教冶转变

作用发挥得越充分袁学生的主体地位也就体现得越充分[3]遥

本学期对宠物临床诊疗技术课程教学主要从学习任务
设计尧情境设计尧方法指导尧创新思维启发以及评价学习效
果等方面对学生加以引导和帮助遥在实践教学中袁教师首先
边示范边讲解袁为了使学生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所学到的知
识与技能袁要求学生按照教师示范的要求独立进行实践操
作袁努力实现野学中做袁做中学袁边学边做袁教尧学尧做一体化冶

医学渊宠物医学方向冤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技术基础课程遥

教学目标遥

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基本掌握宠物临床诊断疾

3.2 改革教学内容

病的原理尧方法和技能袁树立正确的临床诊断思维程序袁熟练

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袁从以往偏重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尧

掌握和运用各种常见临床治疗技术袁并为学习其他专业课程

完整性向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尧职业性尧先进性和就业岗位的

如宠物内科病尧宠物外产科病尧宠物疫病防治等奠定基础遥

适用性转变遥本课程以岗位能力尧企业目标岗位为要求袁以

2 学情分析
学情分析是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基础袁是开展因材施

教的重要依据遥动物医学 1702 班学生总共 40 人袁其中男生
21 人袁女生 19 人遥生源均来自于福建省内袁全部是文化知识
基础薄弱尧学习自觉性主动性较低尧自控能力不强的高中毕

业生遥但本班同学普遍对操作性尧动手性强的技能感兴趣袁学
生好奇心较强遥因此袁教师要因材施教遥
3 教学改革

培养宠物医学专业学生职业综合能力为核心袁进行课程设
计遥既要将岗位能力有机融入宠物临床诊疗技术课程内容袁
体现教学的实用性尧职业性和就业岗位的适用性袁又要进行
专业知识系统学习袁体现专业性[4]遥根据宠物医院尧宠物诊所
等单位的临床岗位工作特点进行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内

容设计遥将教学内容分为 5 个模块院淤临床诊断技术模块袁
包括 8 个学习项目曰于实验室诊断技术模块袁包括 5 个学习

3.1 转变教学观念

项目曰盂影像诊断技术模块袁包括 4 个学习项目曰榆建立诊

3.1.1 强化学生技能训练的观念遥高职职业能力培养的主要

包括 3 个学习项目遥其中把影像诊断技术模块教学内容放在

课程袁因而本学期在教学理念上要特别强化学生技能训练袁

位任务分析与课程设置见图 1遥

高职教育改革的关键是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1]遥

环节是技能训练[2]遥宠物临床诊疗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

对每一个技能项目不仅要求学生要主动训练尧亲自训练袁而
且对于工作中的岗位技能要确保每位同学都要扎实掌握遥
同时将传统的要求学生书写实验报告的方式转变为要求学
生完成技能训练成果汇报遥比如技能项目宠物的接近与保
定技术袁要求每位学生掌握理论知识之外袁还要将书写实验
报告转变为实际技能操作汇报袁以提高学生的岗位技能遥
3.1.2 强化学生主体地位的观念遥教与学的关系是教学观念
改革的基本关系遥在以往的教学中袁教师比较注重自己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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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方法模块袁包括 2 个学习项目曰虞临床常用治疗技术模块袁
第 5 学期宠物影像技术课程中学习袁避免教学内容重复遥岗
3.3 丰富教学手段

为了激发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欲望袁提高学生学习兴
趣袁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袁在面对不同教学内容时分别采用
不同教学方法袁有时在一堂课中甚至将不同教学方法与手段
进行结合遥
3.3.1 现场教学法遥宠物临床诊疗技术遥课程中许多教学内
容实践性非常强袁仅仅通过课堂教学很难激发学生的新鲜
感袁很难激起学生对专业技能的兴趣袁因而通过改变教学环
境袁把教室野搬冶到企业渊宠物医院冤袁把课堂设在生产一线
渊宠物医院冤袁在真实的工作情境中进行野教尧学尧做冶袁可大大
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遥比如宠物的接近与保定技术尧宠物

蔡友忠院宠物临床诊疗技术课程教学方法改革与实践
工作过程分析
工作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宠物临床
诊断技术

学习项目设计
职业能力
具备依据临床症状
做出诊断的能力

宠物实验室
诊断技术

能进行血尧粪尧尿及
皮肤的实验室检验

建立诊断
方法

能根据临床尧实验室
检查建立诊断方法袁
并会书写病历

宠物临床
治疗技术

能熟练使用各种
临床治疗方法

学习领域

职业

项目院宠物的接近与保定技术
项目院临床基本检查技术
项目院整体及一般检查技术
项目院心血管系统检查技术
项目院呼吸系统检查技术
项目院消化系统检查技术
项目院泌尿生殖系统检查技术
项目院神经系统检查技术
项目院血常规检验
项目院血液生化检验
项目院尿液检查
项目院粪便检查
项目院皮肤疾病检查
项目院建立诊断的方法及步骤
项目院病历记录
项目院口服给药技术
项目院注射给药技术
项目院静脉给药技术

图 1 岗位任务分析与课程设置示意图
给药技术尧采血技术尧留置针的安装与使用等袁通过现场教

措施并作总结评价袁让学生在课堂上即能提前感知岗位工作

学袁可以取得课堂上难以实现的感性效果袁很好地激发学生

的真实情境和需要获得的技能要求袁从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

的兴趣袁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遥

的积极性和责任感遥

3.3.2 任务驱动法遥在宠物临床诊疗技术课程中有大量实

3.3.6

践环节遥在实践教学中袁主要采用任务驱动法遥具体流程院布

高学习效率和教学质量袁教师在准备课堂教学内容时袁经常

置基于工作过程的典型任务袁介绍预期达到目标寅讲解相

根据教学内容特点袁把自己多年在实践中积累的临床病例尧

关理论知识寅演示关键技术环节寅指导学生按照技术规程

治疗技术和广泛搜集到的临床实际素材袁通过运用多媒体技

完成操作任务寅师生共同评价教学效果遥在给学生安排任

术袁制作动画课件袁使教学更加直观袁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

务的过程中袁为了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袁可编一些简要口诀

求知欲和学习热情遥

以便于学生记忆袁比如口服给药技术的操作袁可简化为 1 挤
压口角尧2 药送舌根尧3 合拢口腔尧4 刺激咽喉袁以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果遥
3.3.3 角色扮演法遥宠物医学专业毕业后袁在工作中必然要
与宠物主人打交道袁如何与宠物主人沟通交流对学生来说是

多媒体教学法遥为了提高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兴趣袁提

3.4 完善考核方式

以往教学的考核方式是平时成绩占 10%尧实验实训报告

占 30%尧期末考试占 60%遥这种考核方式仅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学生的单一学习成绩袁并不能很全面地考查学生的职业
素质与职业技能遥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遥因此袁在教学过程中特意设定相应的

本学期的考核方法改变了传统方式袁由原来的终结性考

情景袁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袁在课堂上扮演宠物医师尧医师

核向过程化考核转变袁重点放在学习过程中的野过程性冶评

助理尧护士尧宠物主人等角色袁教师安排岗位工作要求袁在实

价袁将技能考核贯穿于整个教学实训过程之中袁实行按项目

践或课堂的教学中进行实景锻炼遥通过角色扮演使学生可以

任务考核与实训操作技能相结合袁大幅提高平时考核在总体

更加深切地感受将来工作的实际情况袁同时也把自身的一些

成绩中的比例遥该方式是集素质尧技能尧知识三位一体的野过

问题暴露出来袁教师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遥

程性冶课程评价方式袁重点突出学生职业素质与职业技能的

3.3.4 教学练赛法遥为了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袁调动

提高遥

广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袁在教学活动中积极开展操作技能比

评定成绩分为过程考核尧技能考核和期末考核袁其中过

赛活动袁既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操作技能袁又可以进一步提高

程考核占 15%袁由出勤尧提问尧作业等构成袁比例均为 5%曰技

行抽药剂比赛考核曰也可针对犬静脉留置针的安装进行比赛袁

位一体冶的过程性考核内容见表 1遥

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遥比如把全班分成 6 组袁进
从安装前准备尧穿刺前尧穿刺中尧穿刺后等 4 个方面进行考

核遥通过倡导野以赛促教尧以赛促改尧以赛促学尧以赛促练冶的

能考核占 45%曰期末理论考核占 40%遥素质尧知识尧技能野三
4 结语

通过教学改革袁教学成效显著遥绝大部分教师和学生对

教学手段袁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遥

教学方法表示认可袁认为采用此方法提高了学生的临床诊

3.3.5 案例分析法遥在课程中穿插大量宠物临床病例袁并应

疗实践技能袁增强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袁提升了学生的综合

用临床诊疗的情境模拟袁通过对真实病例的主诉尧临诊症状尧

素质水平遥

诊断资料等分析袁由教师引导得出诊断结论袁进而拟定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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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娜院在互联网背景下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3 监管主体不明确袁法律机制不健全

更加快速直接地感受到普惠金融的服务力度遥

一方面袁野互联网+冶背景下的农村金融市场参与者更加
多元化袁涉及到既有互联网又有金融行业的交叉袁不同领域
之间有不同的组织架构和监管要求袁从而导致监管主体很难
明晰确定袁也造成了监管工作的推诿和无法落实到位遥另
一方面袁在农村普惠金融相关法律法规方面袁我国目前的金
融立法主要针对于农村地区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机构袁完善的
适应互联网金融特点的监管制度体系尚未建立袁对于农村互

2.2 优化征信系统袁抵御信贷风险
搭建更完善的农村信用体系袁不仅需要来自互联网企业
的信贷征信数据袁还需要依托于大量传统金融机构的信贷数
据遥由于农村居民土地尧收入和工作的特殊性袁需对农村居
民的信用状况进行多角度和多方位的综合测评袁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实现农户信用数据的真实性袁降低农户信贷信息的不
对称问题遥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也可以搭建平台袁建立信息

联网金融的监管更是存在很多空白和疏漏遥此外袁针对互联
网金融具体业务的准入标注以及监管细则还未出台制定袁
监督管理机制还不够完善成熟袁这样一旦产生法律纠纷袁就
很难有效保护交易双方的权利遥

共享机制袁各自对信息主体进行补充尧完善和调阅袁提高信息
更新速度袁降低信息不对称性袁以征信系统的不断优化促进
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的良性竞争袁推动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遥
2.3 建立适应农村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体系

2 建议
2.1 做好互联网金融普及宣传袁加强农村互联网基建工作
在宣传教育方面袁政府和金融机构可通过电视媒体尧报

一是可以依据农村地区的互联网金融模式的不同袁明
确监管主体袁制定完善的准入规则和退出机制袁充分发挥第
三方和社会的监督作用袁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营造一个安

纸报刊尧社交软件及线下普及金融知识等方式进行广泛宣
传袁也可借助电商平台尧便民缴费平台和惠农金融服务点鼓
励农村用户使用互联网支付或移动支付等非现金支付工
具袁以提高农村地区居民对普惠金融知识的认知度[5]遥

全尧有序的野互联网+冶环境遥二是推动并加强合作监管机制
的建设袁建立一套健全的监管尧统计信息共享机制袁合理运
用科学的方法界定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袁在原有法
律法规出台的基础上袁进一步完善农村互联网金融立法袁多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袁要增加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开
立数量袁普及 ATM 机尧自助查询机等袁引导教育广大农村居
民学会使用掌银尧网银尧三方支付等线上渠道袁更好地熟悉

层次立体化推动互联网法治进程袁有效保护各方合法权益遥
三是加强原有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袁根据各地区农村互联网
金融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袁制定符合当地实际需要的指导

和了解互联网金融的概念袁通过切身的操作感受互联网金
融服务的便捷性尧安全性尧高效性袁不断改善农村的互联网
金融体验环境 [6-7]遥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基础设

规范袁规范当地农村互联网普惠金融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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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遥另外袁政府也可以多进行招商引资袁把优质的互联网平
台引进来袁对接大额资金项目袁让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有项目尧
有落地尧有创收遥总之袁就是要让普惠金融的主要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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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素质尧知识尧技能野三位一体冶的野进行性冶考核内容

成绩类型 考核项目 比例/%
要求
平时
考勤
5
出勤率

方法
记录

标准
素质
迟到 3 次累计 1 次旷课袁 职业养
旷课 1 次扣 1 分
成素质

技能
团结尧独立工作的技能尧言语
能力尧学业能力及与他人交
往和自我有关的行为
职业养
团结尧独立工作的技能尧言语
成素质
能力尧学业能力及与他人交
往和自我有关的行为
职业养
团结尧独立工作的技能尧言语
成素质
能力尧学业能力及与他人交
往和自我有关的行为
社会能力 适应性行为社会技能

知识
人文知识
专业知识

创新素质尧
团结精神
创新素质尧
团结精神

单项-综合专业
知识积累
单项-综合专业
知识积累

提问

5

现场表现

记录

按实际情况给分袁
直接给分汇总伊5%

作业

5

完成情况

记录

按实际情况给分袁
直接给分汇总伊5%

理论

期末

40

技能

单项

20

综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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