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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多媒体技术教学特点鲜明袁内容丰富袁有力地推动着教学技术的信息化和本科教学改

革遥 结合目前皮肤性病学多媒体教学的现状袁就教学应用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袁如多媒体课件制作水
平尧授课方式尧教师的角色定位等方面袁分析总结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袁以提高皮肤性病学课堂教学
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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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存在的问题
多媒体教学课件质量不高遥 个别课件存在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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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颜色选择不当尧单张幻灯片内容排版过密等常识

点突出袁搭配和谐遥可利用自定义动画功能配合文字

性问题曰有的课件不充分利用图像资源袁以文字堆砌

飞入等实现简单动态效果曰利用 云造葬泽澡 杂澡燥糟噪憎葬增藻 控

制作的幻灯替代传统的手写黑板渊白板冤曰部分课件
虽插入了图片袁但只是大量图片堆积袁过度修饰袁主
题不明确袁无课堂设计袁课件和课本明显脱节曰甚至
有教师为追求丰富多彩的视听和动画效果袁追求时

件实现对 杂宰云 动画的插入曰 利用 灾月粤 语言实现播
放控制袁充分体现皮肤性病学知识结构的直观性尧整
体性尧连贯性 咱猿暂遥

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袁 教师充分吃透教材

髦和单纯感官刺激袁将课件演绎成为单向呈现知识

内容袁熟悉多媒体课件袁借助熟练运用多媒体硬件配

的野电影尧动画冶袁造成滥用野效果冶袁分散学生的注意

置设施如遥控鼠标尧激光笔和无线话筒等袁充分利用

力遥 此外袁将多媒体课件几年如一日反复使用从不

课堂空间展示个性化教学风格袁减少传统板书袁发挥

改动袁无法适应千变万化的教学情况和学生随社会

教师在教学中的引导作用曰 同时增强师生之间的互

发展而不断提高变化的认知水平遥

动袁活跃课堂气氛袁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变被动

多媒体技术教学授课方式制约了教师的多重作
用 咱员暂遥 多媒体课件的使用者不参与初期设计制作袁导

学习为主动学习遥
明确目的袁准确定位遥使用多媒体的目的是为了

致课件无法很好表达教学思想袁设计制作者所预期

深化教学改革尧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袁因此要选用符合

的效果也未能实现曰教师机械点鼠标充当着机器人

现代教育理念和利于学生理解尧掌握的多媒体课件袁

的角色袁无肢体语言袁与学生无交流互动袁照本宣科袁

以学生思维训练为核心及参与课堂活动为主线袁教

单调乏味遥 好的个性化教学风格被计算机演示的程

师要从传统教学中单一职责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一

序所湮没遥

个集学习设计者尧开发者尧引导者尧促进者尧组织者尧

使用多媒体技术教学的目的不明确尧自身定位

协作者尧监控者和评估者的多元角色袁确定课件的内

模糊遥 有人认为引入多媒体技术教学就是皮肤性病

容结构尧表现形式及教学顺序袁加强运用多媒体辅助

学现代化教学改革的标志袁不考虑教学层次尧对象尧

教学的针对性遥

任务等袁单一强调尧完全依赖袁把课件做成演示作品袁

目前袁 各大医学院校皮肤性病学教学中多媒体

忽视了它只是一个很好的辅助教学工具遥 没有把教

技术的运用广为普及袁 但现阶段还存在许多有待改

师自己从课堂的主宰者转变为课程资源和教学的开

进之处遥教师应该遵循教学规律袁努力探索并解决在

发者尧利用者尧组织者尧引导者和促进者袁而把学生作

多媒体技术运用始末涉及的几个基本而又重要的环

为刺激的被动接受者袁弱化了教学服务对象的主观

节袁以便充分发挥学科特点优势袁更加合理利用多媒

能动性遥 如此袁既限制了师生之间直接的感情交流袁

体技术手段辅助教学袁 进而形成与多媒体技术教学

又制约了教师执教水平的提高遥

相适应的教学艺术遥

二尧对策和措施
加强教师信息素质培训袁利用皮肤性病学有丰
富影像学图片资料的优势特点袁积累尧合理整合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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