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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课堂教学是教学活动的核心环节。高等医学院校教师应结合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心理特

合理应用课堂语言组织课堂教学。文章从语言艺术的重要性、
如何在课堂
点和基础医学教学内容，
教学中使用语言艺术，
以及教师应通过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语言水平等方面探讨了语言艺术在基础
医学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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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是教学活动的核心环节袁课堂教学水

挥主导作用袁因此袁要取得好的课堂教学效果袁教师

平是反映一个学校总体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 咱员原圆暂遥 高

不仅要有丰富扎实的业务知识袁 还要具备较高的语

好袁对实现学校的教育目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遥课

和技巧袁在基础医学课堂教学中袁愿园豫以上的时间是

等医学院校如果能把基础和临床的课堂教学实施

言艺术水平 咱猿暂遥 语言艺术是指语言表达的方式尧方法

堂语言作为教学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教师向学生

教师用语言向学生传递知识遥因此袁讲究语言艺术不

传授知识袁完成教学任务的主要手段遥 有位教育学

仅是一名教师的基本素养袁 更是决定基础医学课堂

家曾说过袁世界上没有枯燥的知识袁只有枯燥的讲

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遥

授遥 心理学家 允燥澡灶 月援 悦葬则则燥造造 也认为教学活动应以

课堂语言包括有声语言和无声语言 咱源暂遥 对于有

学生为中心袁只有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兴趣袁激发学生

声语言来讲袁 教师应根据所授课程的内容特点在形

的学习动力袁他们才能积极主动学习遥 在医学课程

式上合理运用讲解尧提问尧诱导尧推理和叙述等方式

中袁临床课程与疾病直接相关袁教师授课可结合具体

讲解教学内容遥 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语调的强弱和

病例和医疗实践操作袁这样医学生对学习临床课程

语速的快慢反映授课内容的重要程度遥其次袁教师的

更感兴趣袁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高遥 基础医学

有声语言要准确明晰袁具有科学性遥 通过课堂教学袁

课程涉及形态和机能的内容较多袁学生在学习过程

学生不仅可以获得清晰正确的知识袁 还能受到严格

中经常感觉到教学内容抽象难懂尧不易理解和记忆遥

的语言训练袁形成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风格遥 再次袁

因此袁在基础医学的课堂教学中袁教师可根据教授课

教师的语言要生动含蓄袁具有启发性遥教师可以用委

程的专业特点和学生的层次及需求不同袁充分利用

婉的语言来暗示和启发学生袁同时配合留白袁引导学

语言艺术袁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袁使学生轻松愉快地

生主动思考袁让学生思有所得 咱缘暂遥 最后袁教师的语言

掌握教学内容遥

一尧语言艺术在基础
医学课堂教学中的重要性
语言是教师使用最广泛尧最基本的信息载体袁是
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和工具遥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发

要生动活泼尧幽默风趣尧通俗易懂遥 教师可以用一些
生动形象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讲解抽象的概念尧理论袁
降低学生思维的难度袁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遥

无声语言又称为视觉语言袁教师在教学中采用的
无声语言包括眼神尧表情尧手势尧姿态等体态语言 咱远暂遥

无声语言对于学生的感染力和吸引力绝不亚于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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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袁因此袁无声语言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无

阶段袁学生产生心理疲劳是正常现象袁教师应允许学

声语言是对有声语言的有效补充袁适当地运用体态语

生在高潮期后得到心理放松袁做到一堂课有紧有松尧

言有时可以表达出用口头语言不能表达出来的信息袁

张弛有度遥总结期是一节课的结束阶段袁学生出现心

收到野无声胜有声冶的效果遥 在课堂教学中袁教师可以

理疲劳袁并且疲劳状态不易恢复遥 在此阶段袁教师可

适当地运用简练尧自然的手势来辅助自己的语言表达

言简意赅对教学内容进行总结袁圆满结束教学任务遥

以增强语言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遥教师的无声语言自进

教师要想很好地完成课堂教学任务袁 在课堂教

入教室时即发挥作用袁能辅助教师的讲解袁不仅能给

学中要注意观察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反应袁 了解学生

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袁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袁而且

的思维活动遥尤其是当学生表现出厌倦的情绪时袁教

能给学生巨大的鼓舞和信心袁 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遥

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和学生的心理特点迅

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窑梅拉比安经过研究认为院 信息

速判断出原因袁充分合理地利用语言艺术袁让学生思

的全部表达越苑豫语言垣猿愿豫语音和声调垣缘缘豫动作和表

维重新回到课堂教学中来遥 对于抽象或者难于理解

情遥 可见袁无声语言对提高基础医学课堂教学质量的

的知识点袁 教师可以用一些生动形象的例子讲解教

作用不可忽视遥

学内容遥 比如袁有位生理学老师在给学生解释野再生
性冶 钠离子内流在动作电位去极化过程中的作用时

二尧利用语言艺术袁

用了野千里之堤尧毁于蚁穴冶这个形象的比喻遥通过这

提高基础医学课堂教学质量

种类比法袁 学生很容易掌握这种正反馈式的相互作

研究表明袁学生的思维状态在一堂课中会表现

用渊钠离子的再生性循环冤使细胞膜迅速尧自动去极

出规律性变化院在上课的开始阶段袁学生思维由散乱

化袁形成动作电位的上升支遥学生听到的是生活中的

逐渐集中曰随着教师的讲解袁学生能够跟其思路达到

实例袁而不是单调枯燥的概念袁教学内容变得形象生

最佳思维水平曰在下课前的一段时间袁学生可能会出

动袁容易理解袁学生自然记忆深刻袁并能重新提起学

现注意力不集中袁思维逐渐下降的现象遥 针对上述

习的兴趣遥 由于学生很难在一整节课中都始终保持

课堂教学中学生的思维特点袁教师可以用野虎头尧猪

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袁所以袁教师应该尽量避免单

肚尧凤尾冶三步曲来合理安排和布局课堂教学结构遥

调乏味或者滔滔不绝的讲解遥 当学生处于心理活动

首先袁开篇要引人入胜袁教师可以设计与临床疾病相

的疲劳期时袁教师一方面要适当调整讲授策略袁例如

关的基础医学知识的导课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曰中

使用幽默的语言调节课堂的气氛袁 让学生的大脑重

间的主体内容要丰满详实袁运用多种教学艺术进行

新活跃起来曰或是用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学习袁紧紧

讲解袁引导学生逐渐进入学习的高潮曰最后可以制造

抓牢学生的注意力遥另一方面要合理运用视觉语言遥

悬念袁留下相关课后问题袁激发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回

艺术大师达芬奇说过野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冶遥 学生透

顾动力遥 这种三部分构成的抛物线式的课堂教学结

过教师的眼神袁 便可以敏感地察觉到教师是否重视

构袁能始终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袁引发学生对课堂教学

与关注自己遥在课堂教学中袁教师要以亲切而自然的

内容的兴趣袁保证了课堂教学的质量遥 课堂教学中袁

眼神与学生进行目光交流遥 特别是在学生心理活动

与学生的思维状态相对应的学生的心理状态可分为

的疲劳期袁提问学生时袁教师要正视学生袁对正确回

以下几个阶段院即潜伏期尧高潮期尧疲劳期和总结期遥

答问题的学生应给予肯定和表扬袁 使学生感受到老

潜伏期如同一篇文章的开头部分袁教师在课堂教学

师对自己的信心和鼓励遥 站姿也是无声语言的重要

的开始阶段要设计得引人入胜尧轻松易懂袁这样能够

组成部分袁在一节课中袁如果教师始终站在讲台上授

立即调动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的积极性袁但同时要

课袁课堂气氛就会显得单调尧沉闷遥 如果教师能适时

注意合理安排这一阶段的时间袁不能仓促入题袁也不

地在教室内走动袁不仅能促进师生交流袁密切师生关

能久不入题遥 高潮期是学生心理活动最活跃和注意

系袁也能活跃课堂气氛袁是缩短课堂学习疲劳期的有

力最集中的阶段遥 教师应把握学生此段心理活动的

效方法遥

黄金时间袁利用各种教学设备和教学方法袁合理安排
教学内容袁充分利用启发性语言袁调动学生主动学习
的积极性遥 在此阶段袁教师应尽可能地启发学生的

三尧加强自身修养袁提高教师语言水平
著名的教育家尧 教师瓦西里窑亚历山德罗维奇窑

思路袁以提高学生学习效率袁注意避免野满堂灌冶尧野填

苏霍姆林斯基曾在叶给教师的建议曳一书中提出野教

鸭式冶的教育方式袁以免学生产生心理厌倦 遥 疲劳

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脑力

咱苑暂

期是学生学习兴趣降低尧注意力分散的时期遥 在此

劳动的效率冶遥

在教学实践活动中袁 经常听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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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讲 野某老师课讲得真好袁清楚明白袁形象生动袁记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袁基

忆深刻冶曰同时袁也会听到有学生议论 野某老师的课

础医学课堂教学的教学方式也有了很大发展遥 作为

讲得不明白袁越听越糊涂冶曰还有学生说野听某老师的

教师工作的基本工具袁 课堂语言是教师向学生传递

课就像听催眠曲袁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冶遥 为什么同样

知识的重要手段袁 其他任何方式无法取代其在课堂

的教材袁由不同的教师授课袁教学效果会相差很大

教学活动中的作用遥 教师语言艺术水平的高低直接

呢钥 有的教师讲课生动活泼袁有声有色袁能够吸引学

影响学生接受知识的效果遥准确尧鲜明尧生动形象尧精

生的注意力袁学生在上课期间始终能跟着教师的思

炼有趣的有声语言和得体的无声语言能极大地激发

路袁聚精会神地听讲袁并开展积极的思维活动袁教学

学生对抽象尧枯燥的基础医学知识的求知欲望袁振奋

效果好曰有的教师讲得不明白袁逻辑混乱袁语言生硬袁

学生的学习情绪遥因此袁高等医学院校的教师必须不

声调平淡袁根本提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遥 这些现象

断加强自身语言艺术修养袁 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摸索

反映出课堂教学是门语言艺术袁教师应该加强自身

和总结袁并结合自身特点形成独具特色的教学语言袁

素质修养袁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袁进而提高课堂教学

以提高基础医学课堂教学的效果袁 为培养合格的医

效率 遥

疗卫生人才打下坚实基础遥

师向学生传授知识袁完成教学任务的主要手段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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