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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卫生职业学院课程教案 

编写日期： 2020 年 10 月 10 日     授课日期： 2020、11、16/17     任课教师：吴龙祥 

课程 

名称 
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 

授课 

专业 
临床医学 

授课 

班级 

20级临床医学 1、

2 班，20 级临床

全科医学 1、2 班 

周次 四 节次 十一 
授课 

章节 

第四章  内脏学总论及

消化系统 

授课

学时 
2 

教学 

目标 

知 识 

1、掌握内脏的组成；胸部的标志线和腹部分区；消化系统的组成及功能；咽峡的构成；

牙和舌的形态和构造；食管的 3 处狭窄；胃的位置和分部；大肠的分部及形态特征；阑

尾的位置及体表投影。 

2、熟悉内脏的一般结构和特点；咽的分部；舌粘膜的特征；肛管的结构特点。 

3、了解口腔的分部与境界。 

能 力 

1、通过学习能利用所学的知识在活体、模型、标本上找到各消化管的位置，具有对消

化系统相关疾病的诊疗意识。 

2、通过学习能够利用所学知识理解、解释牙髓炎、胃溃疡、痔疮等消化系统常见疾病

的原因，并结合所学内容开展健康知识宣传。 

素 质 

1、培养学生对消化管相关疾病的诊疗意识和以人为本、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素质，明

确“仁爱、责任、精业”的内涵。 

2、通过学习消化管的形态、结构，树立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辩证唯物观。 

3、培养和谐的人际沟通能力和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学情 

分析 

学生前期已经学习基本组织、运动系统等解剖学内容，对组织、器官、系统已经有比较明

确的意识，且知晓一定的学习解剖学的方法，对教师的授课方法有一定的知晓，具有局部与整

体的相关概念，学习自觉性、主动性有了一定提高，明确了医学基础知识在专业及专业课程中

的地位；但仍然停留在机械的接受和较为被动的知识传送阶段，对于单个器官如何融入整个机

体、解剖知识如何与生理、病理、药理及临床专业课程有机融合缺乏很好的认识与锻炼；对于

立体形象的知识和结构接受能力强，但对复杂结构的认识不到位；学生信息化素养较高，动手

能力强，但缺乏主动搜索资源能力。 

教学 

重点 

内脏的组成；胸部的标志线和腹部分区；消化系统的组成及功能；咽峡的构成；牙和舌的形态

和构造；食管的 3 处狭窄；胃的位置和分部；大肠的分部及形态特征；阑尾的位置及体表投影。 

教学

难点 

咽峡的构成；牙的排列和牙式；咽的分部及各部的主要结构；胃的位置和毗邻；十二指肠各段

的走行和结构特点；大肠各段的结构特点及其临床意义。 

教学

方法 
混合式教学、讲授法、情境教学法、讨论法、启发式教学、小组合作法、对比法、实物演示法 

教学

用具 

1.多媒体课件（PPT）、微课视频        2.学习通在线学习平台 

3.消化管各段标本及模型        4.活体             5.消化系统挂图 

6.数字人解剖系统         7.生活实际与临床案例 

参考

资料 

1．《系统解剖学》第 9版，主编：柏树令，人民卫生出版社 

2．《人体解剖学与组织学胚胎学》主编：邹锦慧、王向东等，高等教育出版社 

3．《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主编：吴建清、徐治，人民卫生出版社 

4.《人体解剖学图谱》主编：王序、于频     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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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室主任意见 
 

 

教 学 内 容 

教学活动设计及时间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时

间 

课 

前 

（ 

初 

步 

认 

识 

） 

1、预习内脏的一般结构； 

2、预习胸部的标志线和腹部

分区； 

3、预习消化管。 

（详见附件 1） 

1、班级 qq 群推送《课前

自主学习任务单》发布预

习通知及相关课件、微课

视频； 

2、学习平台推送预习检测

题； 

3、学习平台开展话题讨

论、答疑解惑。 

1、接收《课前自主学习

任务单》并完成相关任

务； 

2、学习平台完成预习检

测题的作答； 

3、分小组结合教材、学

习平台等材料进行预习，

并将预习中的疑问推送

平台，与教师交流预习的

疑问（小组合作法、讨

论法）。 

1、通过推送《课前自

主学习任务单》让学生

明确本次课程的重、难

点，了解课堂教学的程

序； 

2、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及团队意识。 

约 45

分钟 

（课

外时

间进

行） 

课 

中 

（ 

知

识 

内 

化 

） 

1、复习旧课 

2、学习平台数据展示 

1、教师概括运动系统实验

的情况。 

2、提问：全身主要的骨性

标志、肌性标志及其临床

意义？ 

3、数据展示。 

1、回答问题。 

2、倾听教师讲解。 

3、观看数据展示。 

1、通过总结实验情况和提

问让学生养成热爱实验、

积极动手、科学实验的态

度，同时能够理论联系实

际。 

2、通过展示学习平台课前

预习检测题作答情况让学

生明确自己的疑难点，指

导课堂听讲，同时可帮助

教师准确抓住教学的重、

难点。 

约 3

分钟 

一、内脏学概述 

（一）内脏的组成与特点 

 

1、教师学习平台随机选人

提问“什么是内脏”（提问

法）？ 

2、教师发布头脑风暴：心

是不是内脏？中医的五脏

六腑中的五脏是不是解剖

的内脏？（启发式教学、

对比法） 

1、学生回答问题； 

2、学习平台“头脑

风暴”发布个人观

点、小组间相互讨论

并上传小组观点（讨

论法、小组合作法）。 

1、通过提问什么是内

脏达到“温故而知新”

的目的（内脏的概念在

绪论中已经学过），提

醒学生及时的复习很

重要。 

2、头脑风暴培养学生

小组合作的团队意识

及发散式思维意识。 

约 3

分钟 

（二）胸部的标志线与腹部

的分区 

1、胸部的标志线 

 

1、教师学习平台小组内选

人演示、讲解“胸部的标

志线”。（情境教学法） 

2、教师点评小组展示。（启

发式教学） 

 

 

1、小组代表演示“胸

部的标志线”。 

2、学生倾听教师的

点评和讲解。 

1、胸部的标志线这部分内容比

较简单，学生容易理解，通过

课前自主学习、小组合作基本

都能掌握，故采用情境教学法

让学生演示以检验课前自主学

习效果，同时平台给于评分记

录学习成绩。 

约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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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腹部的分区 

 

 

 

3、教师精讲点拨“腹部的

三部九分法”及其在解剖

学中的意义。（讲述法） 

2、“腹部的三部九分法”分区

比较难，且在解剖学中应用较

为普遍，课前预习检测题显示

学生均掌握的不太好，故采用

“讲述法”教师精讲。 

三、消化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图

片、生活实际指示学生辨

认消化系统的相关器官并

联系功能。（实物演示法、

混合式教学） 

1、学生倾听教师讲

解、指示。 

2、活体辨认器官。

（实物演示法） 

每一个系统的组成

和功能均为掌握内容，

但消化系统的组成和

功能比较简单易懂，通

过教师的指示和讲解

学生均能很快掌握。 

约 2

分钟 

第三节：消化管 

一、口腔 

 

（一）口唇 

 
（二）颊 

（三）腭 

 
课程思政：唇腭裂与微笑工

程 

 

1、教师学习平台选取小组

代表上台结合小组准备的

课件演示、讲解口腔的境

界、口唇的结构特点、颊

的形态以及腭的结构特

点。（情境教学法、小组合

作法、实物演示法） 

2、教师点评小组汇报并再

次解释咽峡的概念及其意

义。（讲解法） 

3、课程思政：唇腭裂产生

的原因、形态改变及整形

措施。（启发式教学、课程

思政） 

1、小组代表上台演

示、讲解相关知识

（可带人体模特），

其他学生观看、倾听

演示并补充。（小组

合作法） 

2、倾听教师点评并

及时提出疑问，教师

解疑答惑。 

1、口腔的境界、口唇、颊

和腭的知识内容比较简

单，课前数据显示学生自

主学习效果很好，故采用

情境教学法让小组代表上

台演示、讲解；但学生对

于“咽峡”这个概念掌握

欠佳，错误理解较多，故

教师详细讲解（讲解法）

化解教学难点。 

2、唇腭裂是新生儿较为常

见的先天畸形，通过课程

思政让同学们了解这些先

天畸形产生的原因以及处

理措施，培养学生科学的

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同时

通过“微笑工程”的介绍

让学生体会祖国的强大，

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约 5

分钟 

（四）牙 

课程思政：全国爱牙日 

 

1、牙的形态和构造 

 

2、牙组织 

 

1、教师利用“全国爱牙日”

引出知识点内容同时进行

课程思政教育“爱牙护牙

促健康”。 

2、教师选取学生代表结合

牙模型演示、讲解牙的形

态、构造、牙组织，（情境

教学法、实物演示法）同

时点评并联系临床和生活

实际中的蛀牙、虫牙（启

发式教学）进行课程思政

的教育“养成良好的用牙

习惯”。 

3、教师精讲点拨牙的分类

1、学生观看“全国

爱牙日”宣传视频，

培养“科学用牙”的

爱牙习惯。 

2、小组代表上台结

合活体、模型、课件

演示、讲解牙的形

态、构造和牙组织；

其他成员可以补充。

（小组合作法） 

3、小组间互相评价

演示、讲解效果并打

分计入学习平台成

绩。（混合式教学） 

1、牙是人体最坚硬的器

官，其实它也很脆弱，不

正确的用牙习惯和刷牙方

法会导致牙的损伤甚至引

起“蛀牙”或松动脱落，

正确用牙、科学刷牙是每

一位医务工作者的任务，

所以通过“全国爱牙日”

宣传视频的引入能够引起

学生学习的兴趣，抓住学

生的眼球。 

2、牙的形态、构造是教学

的重点，但这部分内容较

为形象直观，课前数据显

约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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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养成良好的用牙

习惯 

3、牙的分类和排列 

 

 

4、牙周组织 

课程思政：正确刷牙方法 

 

与排列、牙式符号的意义、

牙周组织。 

（教授法） 

4、教师利用口腔全套牙模

型演示科学的刷牙方法

“巴氏刷牙法”。（对比法、

实物演示法） 

4、倾听教师点评和

讲解，提出问题。 

5、观看教师演示“巴

氏刷牙法”。 

6、分小组进行“巴

氏刷牙法”的训练。

（实物演示法） 

示学生掌握较好，故采用

情境教学法让学生展示学

习效果，培养学生良好的

口头表达能力和综合归纳

能力，化解教学重点。 

3、牙组织特别是牙髓的内

容学生理解较好，但与生

活实际联系较为困难，所

以引入课程思政“蛀牙”，

培养学生爱牙护牙的生活

习惯。 

4、牙分类和排列、牙式符

号学生很难理解，但临床

常用，故采取教师讲述（讲

述法）、学生训练的方式轻

松突破教学难点。 

(五)舌 

1、舌的形态 

 

2、舌的黏膜 

3、舌肌 

1、教师发布观看活体“舌

的形态结构”的任务让学

生自己对着镜子观看、寻

找结构。 

2、教师点评、提问，检验

观看效果。（提问法） 

（1）舌系带有何作用？ 

（2）舌黏膜形成的乳头有

哪些？你观察到哪些？ 

（3）舌肌有何作用？ 

1、学生分组或者单

独观看活体“舌的形

态结构”。（观察法、

小组合作发） 

2、学生回答教师的

问题。 

3、头脑风暴：舌系

带的作用。（混合式

教学） 

1、舌的形态、黏膜等

内容形象立体，在活体

均能观察到，教师采用

分组观察的方法培养

学生的观察能力及团

队合作精神。 

2、舌系带的作用、舌

肌的作用需要学生理

解，教师利用头脑风暴

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

活跃课堂气氛。 

约 5

分钟 

二、咽 

（一）咽的位置与形态 

 
（二）咽的分部 

 

1、鼻咽 

2、口咽 

3、喉咽 

课程思政教育：鼻咽癌、咽

喉炎、鱼刺卡喉 

1、教师结合生活实际“吞

咽”动作引出知识点内容，

同时手指“咽喉”说明咽

在消化和呼吸中的交通要

道的意义。（实物演示法） 

2、教师结合数字人系统、

模型精讲咽的分部及各部

主要的结构和意义。（讲解

法） 

3、课程思政：鼻咽癌、咽

喉炎、鱼刺卡喉 

学生观看教师的演

示、倾听教师的讲

解。 

咽的分部和各部主

要的结构是教学的难

点，此部分内容学生理

解较为困难，教师采用

讲解法、启发式教学等

详细介绍咽的交通、分

部及各部的主要结构

如咽隐窝、咽淋巴环、

梨状隐窝等联系生活

实际和临床实际如“鼻

咽癌、咽喉炎、鱼刺卡

喉”等加强理论内容的

理解。 

约 7

分钟 

课间休息 
10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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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管 

（一）食管的位置与形态 

 

（二）食管的狭窄 

 

1、教师利用“食物变形记”

引出食物经过口腔、咽到

达食管切入知识点。 

2、教师精讲“食管的狭窄

及其临床意义”。（讲述法） 

3、课程思政：科学饮食、

预防食管癌。 

1、学生倾听教师讲

解和演示。 

2、理论联系实际：

食管癌。 

食管是食团进入胃的必

经之路，全长的三处狭窄

是教学的重点，学生均能

掌握具体的位置和长度，

但对于这些狭窄是如何形

成的很难理解，故教师结

合数字人系统详细解释形

成的原因，并联系临床“食

管癌、插胃管术”进行思

政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

饮食习惯和爱护病人的工

作作风。 

约 6

分钟 

四、胃 

（一）胃的形态和分部 

 

（二）胃的位置和毗邻 

 

课程思政：胃溃疡、胃癌 

 

1、教师播放“胃蠕动”视

频，引出知识点。 

2、教师学习平台选取小组

代表演示、讲解“胃的形

态和分部”。（情境教学法） 

3、教师点评小组代表的演

示和讲解。 

4、教师精讲“胃的位置和

毗邻”。（讲授法）而后布

置学生在数字人系统中分

离、组合胃周围的器官。

（混合式教学） 

1、学生观看“胃蠕

动”视频。 

2、学生观看小组代

表的演示、讲解并补

充，同时小组间互相

评价、打分。 

3、学生倾听教师的

点评和讲解，并及时

提出问题。 

4、理论联系实际：

胃溃疡、胃癌。 

1、胃的疾病在临床非常常

见，通过视频可引入可抓

住学生眼球、提高学生学

习的兴趣。 

2、胃的形态和分部比较形

象直观，通过课前自主学

习均能掌握，利用课堂的

演示与讲解可加强学生的

印象。胃的位置和毗邻为

教学的难点，因为胃周器

官众多，教师利用数字人

系统进行讲解后让学生亲

自动手进行分离与组合可

加深记忆和理解，轻松化

解教学难点。 

3、课程思政引入“胃溃疡、

胃癌”可引导学生养成科

学的用餐习惯、爱护保护

胃粘膜，预防疾病，同时

可进行初步的疾病预防宣

传教育。 

约 8

分钟 

五、小肠 

 
（一）十二指肠 

 

1、教师结合生理学“为什

么说小肠是消化吸收最主

要的场所”引入知识点。 

2、教师结合课件、数字人

解剖系统详细讲解“十二

指肠各段的走行及主要的

结构”。（讲授法） 

3、教师指导学生在数字人

系统中分离、组合十二指

肠。（混合式教学） 

3、课程思政教育：十二指

1、学生观看教师演

示、倾听教师的讲

解。 

2、学生在数字人系

统中分离、组合十二

指肠的分部、走行及

各部主要的结构。

（混合式教学） 

1、小肠是消化吸收最主要

的场所，也是消化管最长

的一段，十二指肠是起始

段，分四部分，这四部分

的走行学生很难理解，课

前数据也显示掌握的不

好，故教师利用数字人系

统用讲授法详细讲解、演

示。 

2、教师讲解结束后学生立

即进行数字人系统中的拆

约 7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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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肠与回肠 

 

肠溃疡。 分、组合加强对十二指肠

的认识，轻松化解教学难

点。 

3、课程思政“十二指肠溃

疡”让学生明确疾病发生

的机制以及如何预防，培

养学生理论联系临床的能

力。 

六、大肠 

（一）盲肠 

 

（二）阑尾 

 
（三）结肠 

 

（四）直肠 

 

（五）肛管 

 

1、教师选取小组代表上台

讲解、演示大肠的分部、

结构特点以及各段的主要

形态结构。（情境教学法） 

2、教师点评。（讲授法） 

3、教师按小组分组分配任

务：在半身人模型上描绘

盲肠、阑尾、结肠、直肠

和肛管的位置、形态，并

认真描绘麦氏点的位置。

（小组合作法、讨论法） 

4、教师点评小组的绘画并

结合绘画、数字人系统再

次讲述大肠各段主要的形

态结构如麦氏点、结肠右

曲、结肠左曲、直肠的弯

曲、直肠横襞、直肠壶腹、

齿状线等重要结构及其临

床意义。（实物演示法、混

合式教学、启发式教学） 

4、课程思政：阑尾炎检查

时注意麦氏点按压时对病

人的关心和爱护（人为主

义关怀）；结肠镜、直肠镜

检查时的隐私保护。 

1、小组代表上台结

合课前准备的课件、

模型演示大肠的结

构特点，其他成员观

看演示并补充。 

2、学生按小组进行

半身模型人绘画、讨

论、修改；同时小组

间相互评价并打分。 

3、倾听教师点评和

补充。 

4、理论联系实际，

课堂思政的应用 

1、大肠各段的位置和

外形虽然是重点内容，

但知识点比较简单，课

前数据显示学生掌握

较好，教师采用情境教

学让学生进行展示可

增进学生的记忆与理

解。 

3、半身人模型绘画形

象立体，类似于在活体

器官位置的确定，可培

养学生局部与整体相

统一的观念；小组合作

绘画培养学生团队精

神。 

4、对于麦氏点、直肠

的弯曲和肛管主要的

特殊结构学生不太好

理解，教师结合学生的

绘画和数字人系统进

一步解释，可化解教学

难点。 

5、课程思政的引入培

养学生关爱病人、保护

病人隐私的临床工作

意识。 

约 14

分钟 

 

 

 

 

课堂小结、即时检测与任务

布置 

 

1、教师小结课程重点。 

2、教师学习平台发布即时

检测题。（混合式教学） 

3、教师布置课后复习与预

习任务。 

1、学生倾听教师总

结。 

2、学生登录学习平

台完成即时检测题。 

3、整理、记录复习、

预习任务。 

1、课堂总结浓缩本次

课程知识精华、方便记

忆与理解。 

2、课堂即时检测检验

教学效果与学生存在

疑问。 

约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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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后 

（ 

拓

展 

延

伸 

） 

课后拓展 

1、教师布置任务：分小组

制作本次课程思维导图并

拍照上传学习平台，小组

间相互评价选出优秀图

片，下次课堂展示。 

2、教师学习平台发布本次

课堂复习测验题。 

3、教师发布下次课堂课前

自主学习任务单。 

4、在线答疑解惑。 

1、分小组制作思维

导图、拍照、上传平

台并评价。 

2、完成复习测验题

并提交。 

3、接收课前自主学

习任务单完成课前

自主学任务。 

4、在线与教师交流

学习的疑问和困惑。 

1、思维导图的制作可

梳理知识点的逻辑性、

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

增强记忆。 

2、复习测验题能及时

反应学生学习的情况，

方便教师收集学生学

习信息进行教学的诊

断与改进。 

3、在线交流增进师生

感情。 

约 30

分钟

（课

外时

间进

行） 

课后

分析 

  本次教案设计选自人民卫生出版社《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第八版第四章内脏学总论及消化系统的第一节内脏的一般结构、第

二节胸部的标志线和腹部分区和第三节消化管。授课专业为三年高职临床医学和临床全科医学专业。 

  一、本次教案设计的可行性：本次教案设计课前充分分析学生学情，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结合我院现有教学资源，

科学设计、精心准备，具有很好的可行性。首先：学生课前接收“自主学习任务单”后能及时开展课前的预习、小组讨论等，将基本

的、简单的知识完成学习，比较难以理解的内容可以小组相互研讨或者在线与教师交流，从而对新知识有初步的认识，教师课前收集

学习平台的数据、在线交流等方式及时掌握学生学习的痛点；这些设计均能很好的为课堂活动的开展提供依据。课中，教师根据课前

学生的数据和信息灵活机动的采用混合式教学、讲授法、情境教学法、讨论法、启发式教学、小组合作法、对比法、实物演示法等教

学方法开展课堂教学，简单知识、形象立体的知识课前学生掌握较好可采用情境教学法，复杂难懂的知识采用讲授法、混合式教学等

加深巩固。同时充分利用学院现有教学资源，比如数字人解剖系统、挂图、课件、模型、活体等，丰富教学手段。课后，及时开展思

维导图的制作、复习测验等活动检验学生学习效果、提供教学诊改依据。 

  二、本次教案设计的先进性：本次教案教学设计秉承职业教育理念“理实一体化、教学做一体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以教

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开展教学活动，真正实现信息化教学与传统教学有机融合。课前、课中、课后各个环节的设计均在教师的主

导下围绕学生活动开展，比如课前自主学习任务单是教师设计好的，学生接收后按照任务单的要求分小组完成任务即可，课中小组代

表的展示、讲解，小组间的互评等均为教师发布任务，学生接收任务后开展相关活动，同时充分利用学院的数字人解剖系统、解剖标

本、模型和活体，真正实现理实一体化，学生的理论和实践操作同时进行实现教学做或者教学做再教再学再做一体化，另外在设计中

还利用学习平台开展线上线下的相关活动，实现“评价有痕迹、学习有记录”，真正做到多元化、有痕评价；课前、课中、课后很好的

融入课程思政，培养学生“仁爱、责任、精业”的工作作风，学习平台融合很多课程思政的案例，课堂教学过程中随机、流畅、有机

的插入思政内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真正做到“专业课程有思政”，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三、不足之处：教案设计时间分配的合理性有待考证；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以学生为中心的设计活动不足；教学方法的运用

不够灵活，缺乏新颖性，教学资源的应用还可以更广泛，比如微信公众号、相关手机学习 APP应用有待提高；分层教学体现不明显；

课程思政的融入还可以更有机、更丰富。 

  四、改进建议： 

   1、教案教学设计过于紧凑，可能再时间的分配上不够合理，这主要是因为学期教学时间较短导致；今后应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和课

程标准认真研究教材和教学内容，科学的安排教学计划，合理的删减教学内容。 

2、加强学习平台的建设、丰富学习平台资源，充分利用学习平台开展深度的线上线下的融合。 

   3、课堂教学设计多安排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丰富教学手段、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4、推荐优质的有关解剖学方面的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 供学生自主学习使用。 

   5、教学设计、教学活动的开展照顾好不同层次的学生，掌握好分层教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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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课前自主学习任务单 

一、学习指南 

（一）课题名称：20 级临床医学 1、2 班；全科医学 1、2班解剖学《内脏学总论与消化管》 

（二）达成目标： 

1、掌握内脏的组成；胸部的标志线和腹部分区；消化系统的组成及功能；咽峡的构成；牙和舌的形态和构造；食管的 3处

狭窄；胃的位置和分部；大肠的分部及形态特征；阑尾的位置及体表投影。 

2、通过学习能利用所学的知识在活体、模型、标本上找到各消化管的位置，具有对消化系统相关疾病的诊疗意识；能够利

用所学知识理解、解释牙髓炎、胃溃疡、痔疮等消化系统常见疾病的原因，并结合所学开展健康知识宣传。 

3、充分认识消化管相关疾病的诊疗意识和以人为本、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素质。 

4、通过学习消化管的形态、结构，树立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辩证观点，培养和谐的人际沟通能力和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三）学习方法建议： 

1、结合超星学习通授课课件（PPT）、微课教学视频完成课前自主预习。（PPT 课件、微课在班级 QQ 群也已经发送，各位同

学也可以在 QQ 群中观看预习） 

2、观看完相关微课视频，同寝室成员之间可以相互提问、一问一答；也可以一个讲解、另一个演示。 

3、学习通的预习检测题应独立完成，错误的题目自行结合教材寻找正确答案。 

4、分小组准备相关课件在课堂上进行展示、讲解。（①胸部的标志线，②口腔、口唇、颊与腭，③牙的形态与构造，④胃

的形态与分部，⑤大肠的分部、主要形态结构） 

（四）课堂学习形式预告： 

1、复习旧课：提问（全身各部主要的骨性标志和肌性标志及其意义？） 

2、翻转课堂、情境教学：学生分组进行展示、讲解①胸部的标志线，②口腔、口唇、颊与腭，③牙的形态与构造，④胃

的形态与分部，⑤大肠的分部、主要形态结构， 

3、精讲点拨：教师针对同学的讲解进行点评与补充，同时将教学的难点内容利用数字人、模型等教学资源进行讲解。 

4、总结与评价：总结课堂重点、学习平台及时测验考察教学效果 

二、学习任务 

1、超星学习通或班级 QQ 群接受预习通知，同时在学习通中完成预习检测题 

2、按寝室分组讨论同时准备汇报材料（演示①胸部的标志线，②口腔、口唇、颊与腭，③牙的形态与构造，④胃的形态与

分部，⑤大肠的分部、主要形态结构）。 

3、按寝室分组将课前自主学习时存在的困惑与建议书写在这份表格中发给老师。 

三、困惑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