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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研究 

医学院校化学课程多媒体教学现状及思考
谷晓霞

吴运军

【 摘要】

王少印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化学课程在医学院校的教学比例逐渐缩小ꎬ多媒体教学已被

广泛使用并有逐渐取代传统教学的趋势ꎬ其高效、便捷等优点广受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的喜爱ꎮ 多媒体教
学已经成为化学课程教学的趋势ꎮ 调查结果表明ꎬ多媒体教学引起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ꎬ如教师对多媒体
过分依赖、学生无法适应、师生双向交流受到限制等ꎮ 在多媒体教学的普遍应用中ꎬ广大教师必须意识到
其中的不足之处ꎬ有效地应用多媒体作为传统教学的补充和教学的辅助工具ꎬ并将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
方式相结合提高医用化学课程的教学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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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化学课程是医学院校中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ꎬ它

在奠定学生专业基础、培育学生宽厚的知识面和良好的实践
能力及创新精神等方面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近年化学课

基金项目:２０１５ 年安徽省省级医用化学教学团队( ２０１５ｊｘｔｄ０２２) ꎬ

程在医学院校的教学比例逐渐缩小ꎬ授课时间与授课强度矛

作者单位:２４１００２ 安徽芜湖ꎬ皖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引起厌学心理ꎬ进而引发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下滑等问题ꎮ

安徽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ＫＪ２０１６Ａ７１６)

盾尖锐ꎬ导致学生课业压力过重ꎬ加之对基础课不重视的心态

 ４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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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适应现代医学教育的要求ꎬ提高化学教学效率ꎬ培养出理

对于多媒体教学是否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ꎬ调查数据

论扎实、专业技能强干并具有创新精神的新型医学人才成为

显示:６０％的学生表示多媒体教学增强了其学习兴趣ꎮ 对多

理文字、图像、视频和音频等各种功能ꎬ多媒体在课堂教学中ꎬ

意态度主要来源于以下原因:教师制作的课件难以引起学生

医学院校化学教师共同关心的问题 [１] ꎮ 多媒体技术具有处

可以发挥其良好的视听优势ꎬ能极大程度提高教学效率ꎮ 故
使用多媒体技术不仅可以使教学内容形象、生动、直观ꎬ而且
能扩充教学容量ꎬ优化教学传授过程ꎬ提高教学效果ꎬ解决化

媒体教学的满意度调查显示 ８１％ 的学生满意ꎻ见表 ２ꎮ 不满
的关注和兴趣ꎻ课件与课堂知识有偏差ꎻ教师相关软件应用不
熟练ꎻ课件使用时课堂效果不明显 [５] ꎮ 与此同时ꎬ学校的多
媒体教学设备陈旧也是引起学生不满意的原因之一ꎮ

学学科教学的重点、难点问题ꎮ 多媒体的运用无疑给医学院
校中的医用化学课程教学输入了新鲜的血液ꎬ也是适应现代
科技教育的必然产物ꎮ 教师应充分认识多媒体在教学中的必

表２

学生对学校多媒体教学的满意程度

满意程度

要性ꎬ充分发挥传统教学无法比拟的优势ꎬ扬长避短 [２] ꎮ 近

非常满意

年来ꎬ在化学课程中相继开展了多媒体教学ꎮ 本文为了深入

一般

了解多媒体教学的应用现状ꎬ获得医学院校学生对此教学形

不满意

式的态度反应ꎬ对皖南医学院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ꎬ并对部分

非常不满意

教师进行访谈ꎬ以期获得对教学效果的评价与反馈ꎬ也为医学
院校化学课堂教学提供借鉴ꎮ

较满意

人数

构成比( ％)

３０

２１

８６
２１
４
２

６０
１５
３
１

２.多媒体教学环节的选择倾向及教学效果:在化学课程

的教学中ꎬ教师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选择具体教学的方法ꎮ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本次调查主要针对化学课程的任课教师和

而针对多媒体教学ꎬ各种化学知识的需求有所不同 [６] ꎮ 化学

来自本院的化学课程授课教师 １３ 人ꎬ开设化学课程学生 １５０

化学反应方程式的正确书写、化学反应机理、虚拟化学反应过

法ꎮ

的外部表征和化学公式的演算” 等ꎮ 调查数据显示:在医用

学生ꎬ以皖南医学院的师生为主要调查对象ꎮ 调查样本主要

学科的知识繁多复杂ꎬ涉及面广泛ꎬ包括“ 化学概念的表述、

人( 随机抽取) ꎮ 开展调查的主要形式是问卷调查法和访谈

程、化学仪器的简单示意图、化学知识的工业应用、化学药品

２.调查方法和问卷有效性:本次问卷采用不记名方式进

化学课程中ꎬ多媒体教学的确为化学的教学带来了方便与快

理ꎮ 发放学生问卷 １５０ 份ꎬ其中 １４３ 份问卷为有效问卷ꎬ问卷

程、化学仪器的简单示意图” 三项ꎬ最需要依靠多媒体技术支

行调查ꎬ对部分教师进行访谈ꎬ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

有效率为 ９５％ꎮ 对 １３ 位教师的调查有 １２ 份问卷为有效问
卷ꎬ问卷有效率为 ９２％ꎮ 针对各专业的 １５０ 名同学进行了调

捷ꎬ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 化学反应机理、虚拟化学反应过
撑( 如图 １) ꎮ

查ꎬ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 多媒体教学的应用
状况ꎻ(２) 师生对多媒体教学的态度ꎻ( ３) 多媒体在教学环节
中的选择倾向ꎻ(４) 多媒体教学的教学效果ꎻ( ５) 多媒体教学
的优势及不足 [３] ꎮ 以上设计思路意在阐明当今医用化学课

程中多媒体教学的应用状况ꎬ同时明晰存在的优缺点并提出
相关解决方法ꎮ
二、结果

１.多媒体教学的应用状况及师生态度:通过对学生的问

卷调查发现ꎬ１００％的教师在医用化学课上总是运用多媒体教

学ꎮ 全部学生认为自己的授课教师总是使用多媒体教学ꎬ这
说明多媒体教学是医用化学课程唯一的教学手段ꎬ为广大教
师所接受和欢迎ꎮ 对教师的调查也与这一结果基本吻合ꎬ超
过 ８３％的教师在课堂中应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并且保持使用
时间在 ３０ 分钟以上ꎮ

通过对教师的访谈ꎬ可以得到教师对多媒体教学和传统

教学的选择倾向性

[４]

ꎮ 结果见表 １ꎮ 高达 ８３％的教师表示更

喜欢两者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ꎮ 而几乎所有教师都表示“ 不
应该摒弃传统教学的方式” ꎮ
表１

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选择倾向

倾向
多媒体教学
传统教学
两者结合

人数 ｎ( ％)
２(１７)
０(０)

１０(８３)

图１

多媒体技术对化学知识的支持

统计数据表明学生对多媒体教学的适应情况良好ꎮ ９０％

以上的学生能“ 很快适应或逐渐适应” 多媒体教学ꎬ只有少数
表示“ 较难适应或无法适应” ꎮ 而由于课堂上的不适应导致
的结果往往严重影响教学效果ꎮ “ 学生对课堂上不能及时记
录的内容或无法理解的内容” 往往采取以下处理方式:４４％的
同学“ 拷贝老师课件” ꎬ３２％ 的同学“ 听任自流” ꎬ２０％ 的同学
“ 借阅他人笔记” ꎬ另有 ４％的同学“ 上网搜索” ꎮ

其中ꎬ拷贝老师课件的同学占总人数的 ４４％ꎬ但由于部

分教师对原创课件的版权保护意识ꎬ导致学生拷贝课件不易
实现ꎻ相比借阅同学笔记的方法ꎬ听任自流的同学所占人数甚
至更多ꎬ这势必导致学生的听课质量的下降ꎬ不仅浪费了多媒
体教学设备ꎬ更浪费了师生的宝贵课堂时间ꎮ 在课后学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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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花费大量的时间弥补课堂上的不足ꎮ

３.多媒体教学相对于传统教学的优势:(１) 化学相关知识

需要多媒体技术支撑:化学课程不同于实例丰富、图文生动的
医学专业课ꎬ具有其独特的学科特点:理论性和逻辑性强、内

于理解ꎻ呈现方式多样ꎻ快速高效ꎮ 这些优势是由多媒体教学
固有的属性和教学设备决定的ꎮ 相对于传统的板书教学ꎬ多
媒体教学多使用 ＰＰＴ 展示课堂内容ꎬ将课堂的主要内容展现
在屏幕上ꎬ不仅节省了板书所需的时间ꎬ还减少教师课堂的工

容抽象、基本概念多、实验性强等ꎮ 化学知识点繁多且大多数

作量ꎮ 多媒体教学设备除了充当“ 电子黑板” 的作用外ꎬ更主

涉及肉眼无法观察到的微观世界ꎮ 因此ꎬ教师在教学过程中ꎬ

要的优势是其丰富的表现性ꎮ 除了能展示化学学科中难以描

不仅要弥补理论讲解的空洞性ꎬ还要开发学生的想象力ꎬ让他

述的分子结构ꎬ还能利用动画技术ꎬ将化学反应的微观运动模

们意识到一个“ 没办法看到的微观世界” 的存在ꎮ 目前最常

拟出来ꎬ这是板书教学无法实现的ꎮ 使用多媒体技术作为先

使用的辅助教学软件有 ＰＰＴꎬ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ｒｅꎬＦｌａｓｈ 等ꎮ 最受教师

欢迎的 ＰＰＴ 相比其他软件ꎬ具有操作方便、易学好用的特点ꎬ
还具备文本工具的保存、显示功能ꎬ动画编辑工具的动画展示
和播放功能等 [７] ꎮ ( ２) 多种元素的使用引起学生的兴趣:调
查数据显示约 ６０％学生对多媒体教学持乐观态度ꎬ认为多媒
体教学比传统教学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ꎮ 多媒体教学中多以
图片、文字、视频、动画这些形式向学生传授新知识ꎮ 教师们
往往更青睐于前两项( 如图 ２) ꎮ 文字是传达概念和教学不可

缺少的元素ꎬ因而也是多媒体教学的重点内容ꎬ又因化学学科
本身的特点ꎬ图片( 包含化学方程式) 又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元素ꎮ 视频与动画有着很强的直观性和丰富表现性ꎬ在
化学学科中占有重要地位ꎬ之所以应用的较少ꎬ是因为视频和
动画表现的内容丰富ꎬ不利于学生在短暂的课堂中提取有效

进的教学手段ꎬ充分利用了现代认知心理学原理ꎬ将图像、文
字、声音三者融为一体ꎬ寓教于乐ꎬ不仅可以增加课堂的教学
内容ꎬ而且可以活跃课堂气氛ꎬ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
握ꎮ 此外多媒体教学还有提高师生的注意力和兴趣、拓宽学
生知识面、提高课堂效率、创设教学情境等间接的优势ꎮ

４.多媒体教学的不足:“ 尺有所短ꎬ寸有所长” ꎬ多媒体教

学作为一种教学手段ꎬ也有其不足与缺陷ꎮ 对教师的调查显
示ꎬ医用化学课程使用多媒体的弊端见表 ４ꎮ
表４

医用化学课程使用多媒体教学的弊端
弊端表现

教师个人对多媒体课堂教学认识有偏差
部分教师的课件制作华而不实

的内容ꎻ还因为能切实帮助学生有效高效学习的视频和动画

学生注意力集中于课件ꎬ无暇注意教师的讲解

并不多ꎮ 因此ꎬ 多 媒 体 教 学 的 开 发 工 作 仍 然 任 重 而 道 远ꎮ

教师对多媒体教学过分依赖

(３) 多媒体教学的优势体现:多媒体教学不仅在很大程度上
弥补了传统教学的不足ꎬ还开辟了高校课堂中的新局面

[８]

ꎮ

教师从“ 黑板” 这一块贫乏的“ 耕地” 中解放出来ꎬ有了更加丰
富、形象的表达方式和学生进行交流ꎬ向学生传授知识ꎮ 见表

３ꎮ

多媒体教学速度过快ꎬ学生无法跟上课堂节奏

人次

占调查人数

数

的百分比( ％)

１

８

２
３
８
２

１７
２

６７
１７

这些弊端都是多媒体教学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ꎬ我们

应端正态度ꎬ正确地面对和解决这些确实存在的问题ꎮ ( １)

教师对多媒体教学形成依赖:对教师的调查结果显示ꎬ教师普
遍依赖于多媒体教学ꎬ尤其是部分年轻教师ꎮ 无论是概念介
绍ꎬ还是公式演算ꎬ都用投影仪展示ꎬ这样的教学模式的确减
少了板书时间ꎬ提高了教学效率ꎬ但弊端也显而易见ꎮ 教师越
来越依赖多媒体ꎬ甚至完全摒弃了传统教学的方式 [９] ꎮ 虽然
教师意识里认为传统教学不可抛弃ꎬ应作为教学的基础和重
点予以保护和延续ꎬ但随着多媒体教学的迅速发展ꎬ课程日益
紧张ꎬ传统教学在医学院校的课堂中越来越难以立足ꎮ ( ２)

多媒体教学速度快ꎬ师生双向交流减少:多媒体教学多使用投
影仪将课堂内容展示给学生ꎬ教师不用辛苦写板书ꎬ这极大降
图２

表３

低了教师的工作量ꎬ但很多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ꎬ对多媒体教

多媒体教学中各种元素的应用

学的使用存在一定盲目性ꎬ一味追求多媒体教学的高效性ꎬ而
忽略了同学生之间的交流ꎮ 多媒体教学目的是实现师生的多

多媒体教学相对于传统教学的优势体现
优势

多媒体更加直观ꎬ帮助学生理解
多种呈现方式ꎬ弥补传统教学不足
提高师生上课热情和兴趣
拓宽学生知识面
提高学生注意力ꎬ提高课堂效率
创设自主学习情境
节省板书时间ꎬ快速呈现教学内容

人次数

占调查人数

７５

百分比( ％)
５２

４３

３０

８２
５６
１５
１３

１０４

５７
３９

方向、多角度的交流ꎬ而目前的多媒体教学中ꎬ教师的肢体行
为、情感表达、现场板书设计等语言、情感的交流大量减少ꎬ教
师不再对着学生讲课ꎬ而是对着“ 电脑” 教授ꎬ学生不再看着
老师ꎬ而是盯着屏幕ꎮ 于是形成一种“ 学生瞪着眼睛看ꎬ老师

围着电脑转” 的不良教学现象ꎮ 学生成了所谓的“ 观光者” ꎬ
对所学内容印象不深ꎬ有的学生“ 称赞” 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

１０

方式即是将我们一贯所斥责的“ 人灌” 演变成了“ 机灌” [１０] ꎮ

７３

艺术感、亲和力日渐减少ꎮ 这样的“ 多媒体教学” 其实是违背

９

从表 ３ 中可以看到ꎬ多媒体教学的三个主要优势:直观易

这样不但没有加强师生间的交流ꎬ反而起到了反作用ꎬ教学的
了其初衷的ꎮ (３) 多媒体教学系统不完善:在调查中ꎬ师生表
示ꎬ多媒体设备已有部分失修损坏ꎬ导致学生看不清屏幕上呈

 ４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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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文字及图片ꎮ 多媒体教室ꎬ或亮度不够ꎬ学生难以看清ꎻ

教学的关键所在ꎮ 教师对多媒体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多媒体教

或光线太弱ꎬ学生无法记笔记ꎻ甚至导致借老师课件誊抄的局

学方法在课堂中的应用及其效果ꎮ

全部掌握课程内容ꎬ而近一半的学生只能掌握小部分 内 容

认为多媒体教学方法由于多方面的影响而夸大了其在教学中

面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多媒体教学中ꎬ只有近 ５％ 的学生能基本
( 如图 ３) ꎮ

高教龄教师课堂上使用多媒体与板书相结合教学ꎮ 他们
的作用ꎮ 年轻教师对多媒体教学十分热衷ꎮ 每堂课多媒体教
学的时间基本在 ３０ 分钟以上ꎬ占总受访人数的 ８３％ꎮ 还有少
数教师整堂课都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ꎮ 他们认为多媒体教学
是教学发展的趋势ꎬ应当给予重视ꎮ 在课程紧凑的医学院校
课程中ꎬ多媒体教学解决了课时不足的问题ꎬ极大地提高了医
学院校教学的效率ꎮ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医用化学课程课
时不足、课程紧张的事实ꎮ 在受访的教师中ꎬ绝大多数教师表
示:传统的板书教学不可摒弃ꎮ 传统教学中的细致演算和师
生面对面的交流在课堂中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的好坏ꎮ 多媒
体教学的优势可以弥补板书教学的枯燥和单一ꎬ却不能取代
传统教学方式ꎮ
多媒体在医用化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呈现出好的势头ꎬ

图３

多媒体教学课堂上学生知识掌握情况

教师受到的现代教学技术的教育和培训不足以满足当今
教学的要求ꎮ 学生对教师运用多媒体的效果也有质疑之声ꎬ
部分教师自己也表示对多媒体的运用和操作有困难ꎮ 这就导
致大部分教师不能进行课件原创ꎬ而只能在网络和数据资源
库中搜索自己需要的内容ꎬ长此以往ꎬ必将导致多媒体课件内
容的贫乏并渐失活力ꎮ
讨论

多媒体教学的应用需要考虑学科特点及学生认知

发展ꎮ 从调查中发现ꎬ学生对多媒体教学持有不同的态度ꎮ

６８％的同学认为更容易接受多媒体教学ꎬ约 ３２％ 的学生认为
传统教学更容易让他们接受ꎮ 大部分学生认为多媒体教学对
教学质量和效率有很大作用ꎮ 正是由于多媒体教学的丰富呈
现方式和直观形象性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方式ꎬ为教学带来了
新的前景和方向ꎮ 虽然存在部分学生无法适应多媒体教学而
认为应当回归传统教学的现象ꎬ但大部分学生对多媒体教学
的态度是积极乐观的ꎬ并相信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ꎬ多媒体教
学将取得巨大的进步和发展ꎮ 大多数学生对“ 多媒体结合板

书教学” 的方式表示认可ꎬ 并认为能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ꎮ
教师在多媒体教学的课堂中ꎬ不应完全抛弃传统教学ꎮ 不论
是哪种教学方式ꎬ他们都只有一个宗旨:为教学服务ꎮ 传统教

但各种问题也呈现出来ꎮ 究其原因ꎬ既有教师对多媒体教学
的过度追求ꎻ又有学生对多媒体教学的适应不良ꎻ还有医学化
学课程在医学院校的地位所导致ꎮ 多媒体教学仍需提高和进
步ꎮ 教师应用多媒体技术制作课件ꎬ不仅需要多媒体技术ꎬ还
需要原创意识ꎮ 这不仅关系个别教师的发展和进步ꎬ更与整
个教师队 伍 乃 至 教 育 领 域 有 关ꎮ 教 师 行 业 “ 活” ꎬ 则 教 学

“ 活” ꎮ 增强教师的原创意识、加强教师的课件的制作能力、
培养教师的现代教育教学技术ꎬ这是医学院校化学教师培养
的重点内容ꎬ也是多媒体教学发展的重点ꎮ 多媒体教学的发
展任重而道远ꎮ 无论是课件制作ꎬ还是对教师的现代教学技
术的培训ꎻ无论是多媒体教学的核心思想还是对教育思想的
应用ꎮ 在开发多媒体教学技术和创新多媒体教学思想的同
时ꎬ要深刻体会多媒体教学的核心ꎬ一切教学方式都应为教学
效果和教学效率服务ꎬ而不能本末倒置ꎬ一味追求所谓“ 现代
化教学” 而罔顾教学质量ꎮ
[１]
[２]
[３]

学与多媒体教学不是 “ 取代” 与 “ 被取代” 的关系ꎬ 而是 “ 继

[４]

交融ꎬ以达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ꎮ 对于化学专业而言ꎬ理论性

[５]

承” 与“ 发展” 的关系ꎮ 在教学过程中ꎬ两者应相互补充、相互

的概念和推断ꎬ不是仅仅呈现在屏幕上就能传授给学生的ꎬ必

[６]
[７]

公式的演算和推导ꎬ板书教学是必不可少的元素ꎮ 化学课程

[８]

须结合教师的板书和讲解ꎬ才能使学生听“ 懂” ꎮ 尤其是化学
有理科课程所共有的特征ꎬ也有自己独有的特点ꎮ 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ꎬ针对不同的内容和学生ꎬ不断积累经验ꎬ逐步提高
和创新自己的教学方法ꎬ并结合学生的思维认知方式和学生
心理ꎬ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ꎮ 真正理解和做到“ 教学有法ꎬ教
无定法” ꎮ

多媒体教学中应提高医用化学专业教师的多媒体教学素

养ꎮ 教师作为多媒体教学的主要实施者和承担者ꎬ是多媒体

[９]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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