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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化 教学手段的 优势与 不足, 提 出大学公 共数学 课程教 学手
段改革的关键在于合理运用现代化教 学手段。 教学过 程中应 强化 教学 手段的 合理 运用, 精 心制作 多媒 体课 件,
有效开发网络课程和数学实验室等第二课堂, 通过教学手段的改革促进教 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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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gni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Teaching Means in Advanced
Mathemat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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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mathematics , Armored Force Engineering Institute, Beijing 100072,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and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teaching
means, we point out that the key to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eans is the proper use of the modern teaching mean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elaborately making the multi- media courseware and effectively utilizing the network- course and the second classroom
such as mathematics laboratory should be strengthened.The reform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 can be promoted by th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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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 技 术 日新 月 异的 发 展, 传 统 / 粉笔 + 黑 板0
的数学教学手段日益受 到了以 多媒 体为代 表的 现代 化教学

一、两种教学手段的对比分析

手段的挑战。近几年 来, 关于 传统 教学手 段和 现代 化教学
手段的争论 此起彼伏, 但是对 于两 者的关 系已 基本 上达成

传统教学主要是通过 教员 讲授 和板书 的方 式进行 知识
传授, 这种 模 式历 史悠 久, 有 利 于教 员 主导 作 用的 发 挥,

共识: 传统教学手 段和 现代化 教学 手段只 是教 学的 辅助形
式, 没有孰 优孰劣 之分, 它 们各 有千 秋, 相 得益 彰。不管
采用哪种教 学手 段, 只要 能够 提高教 学效 果, 能够 使学生

师生通过眼 神、表情 及语 言等情 感和 思维的 交流, 启 发学
员思考, 尤 其 是问 题分 析、定 理 证明 和 例题 讲 解等 过 程,
通过教员板 书推 导和演 算, 使学 员领 会知识 的系 统性, 得

的素质得以 全面 和谐 的发展, 都是可 行的。全 国教 学名师
李尚志老师 在他 的博 客上留 言: 多媒 体只 是手段, 不是目

到逻 辑思维的训练。
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 之处 主要 表现在 教学 方法的 单一

的。只有一个目 的, 一 个 / 诀 窍0 : 教 好学 生, 培 养人 才,
其它都是手段 [ 1] 。综观 当前 的数学 教学 现状, 现 代化 教学

性、课堂信息 量小、速 度慢, 由 于数 学课程 的每 一次 授课
都会涉及到 大量 的概念、 定理以 及例 题, 教师 的板书 会占

手段的应用 处于初级 阶段, 如 何寻 求传统 教学 手段 和现代
化教学手段 最佳 结合 点成为 我们 关注的 焦点。基 于此, 我

据课 上许多时间, 课堂信息量也就相应减小。
以多媒体为 代表 的现代 化教 学手段, 有着许 多传 统教

院对此课题 进行 立项 专题研 讨, 在教 学实 践中, 我 们依据
人才培养方 案、教学 体系 和课 程标准, 强 化了 教学 设计中

学方式所无 法比 拟的优 越性, 主 要体 现在: 提 供问题 情境
快速便捷、清 晰醒 目。在大 学数学 教学 中, 有些 立体 图形

教学手段的 设计, 精 心制 作了 多媒体 课件, 有 效开 发网络
课程和数学 实验室等 第二 课堂, 进 行了公 共数 学课 程教学

很难 想象, 如 三重积 分的 积分区 域, 线面 积分 中的积 分曲
线或积分曲面, 而利用 数学软 件如 Mathematics 或 Mat lab 的

中合理应用 现代化教 学手 段的探 索与 实践的 课题 研究, 获
得了很好的实践效果。

图形生成功 能, 则能 直观 形象地 显现 出来; 教 学中有 些艰
涩的理论 不易 接 受, 可 用动 画 生成 软 件如 Flash 等 模 拟问
题, 使理 论 贴 近 自 我、贴 近 现 实, 从 而 易 被 接 受, 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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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变速直线运动的小球在折返处的 速度为零0 的动画来加
深对洛尔定 理的 理解。数 学中 有大量 不确 定事件, 为了深

板书在这一方面 反而 技高一 筹。另 外如果 课件 制作的 花花
绿绿 , 学员注 意力被 各种 新奇的 演示 形式所 吸引, 无 法集

入研究探索, 不免要 根据 已有 条件作 出猜 测判断, 而电脑
正为假设的 尝试 与验 证提供 强有 力的工 具。同时, 电脑还

中精力听教 员讲 授, 同时 因为教 室里 光线昏 暗, 有的 学生
容易犯困, 必 然影 响学习 质量, 降 低教 学效果 。所以 对于

是实现复杂 数值计 算的 有力 工具; 网 上学 习 实时 便利, 资
源丰富, 讨论问题交互进行。

教学手段应当 辨证的对待。图 1[ 2] 全方位的展示两种教学手
段的对比情 况, 不代 表孰 优孰劣, 在教学 过程 中应根 据实

同样现代化教 学手段 也存 在不足, 主要 表现 在: 速度
快, 学生的 思维有 时跟 不上, 出 现思维 的脱 节, 而传 统的

际情 况, 酌情 选择教学手段。

对比的项目

传统教学手段 ( 板书+ 口述)

多媒体课件 ( 大屏幕演示)

1. 操作方式

手写、手画、说明

电子设备演示

2. 课堂容量

传递速度慢、容量小

展示速度快, 容量大

3. 呈现图形状态

静态、离散、只展示条件和结果 , 展示外 部

动态、连续变化、可展示过程, 可展示内部

4. 直观性

抽象, 教者口头描述, 学习者靠 头脑想象

直观, 逐渐走向可视化

5. 课堂状况

只可面对面传 授, 可临 场发挥, 可思想交锋

可远程教学, 只可提前备好, 按设计的从事

6. 指导思想

可按 MM 方式实施

可按 MM 方式实施, 可用郭璋原理设计

图 1 多媒体手段 与传统教学手段对比

二、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化教学手段有机结合
需关注的几个问题

合。以高等数 学为 例, 经过 多年的 教学 实践, 我 们逐 渐达
成如 下的共识 [ 3] :

数学创新意识和数学建模能力的形成是数学教 学的根本

( 1) 以掌握 运算技 能为 主的课 ( 如求 解微 分方 程、求
极限 、导数、积分等) : ¹ 投影给出 学习要点, 提出 关键问

目标, 一切教学理念和手段都应 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标, 以
/ 学生0 发展为本, 用新 的教学理念 使现代化教 学手段与 传

题; º 布 置 学生 独 立 阅 读 教材; » 学 生 尝 试 解 决新 问 题
( 包括板演) ; ¼教师板 演示 范; ½ 投影 说明 解题 技巧 及注

统教学方 式实 现优势 互补, 更好 地促 进教 学。 在教 学过 程
中, 科学合理选择教学手段要关注下面的几个问题。

意事 项等; ¾投影给 出与 本课题 相关 的实际 问题, 留 学生
独立 完成; ¿ 学生总结, 教师点评。

( 一) 学生思维的参与度
学生思维的参与度 是评价 课堂 是否理 想的 一个 重要因

( 2) 以概念 理解、定 理领会 与应 用为主 的 课 ( 如 极限

素, 教师作为教学 的主 导者应 准确 把握课 堂教 学中 学生思

概念、中值定理等) : ¹ 投影给出实例引 入课题; º 师生共
同探 究, 抽取 概念或 定理 本质; » 学生抽 象概 括出定 义或

维的参与度, 这对 创设 平等、民 主、愉悦 的 课堂 气氛, 体
现课堂的生 活性、生 命性 和发 展性是 至关 重要的, 因此不

定理 内容; ¼投影给 出严 格定义 或完 整定理 内容; ½ 师生
共同实验验证某 一类 问题满 足定 义或定 理; ¾学生尝 试练

论采用传统 教学手段 还是 现代教 学手 段, 尽可 能地 关注教
学主体参与 教学 的状 况。如定 积分的 概念 引入为 例, 介绍

习, 教师指导 ( 包括板演) ; ¿ 投影给 出与本课题 相关的实
际问 题留待解决; À总结点评。

两种教学方案。方案 1: 通过介绍曲边梯形的面积, 通过电
脑动画演 示分 割、近似 和求和 的过 程。学生 是观 众, 在这

( 3) 数学实验课、建 模课 ( 如 级数 求和 、微分 方 程数

个过程中, 学生通 过观 看, 思考, 跟 随教 师得到 定积 分的

值解、函数最 值等) : ¹ 提出数 学问 题; º 确 定实 验目 的;
» 回顾相关 知识; ¼提出 实验内 容与 要求; ½ 分析问 题建

概念。方案 2: 曲边梯形的面积问题留给学生, 教师引导学
生观察怎样 由矩形面 积得 到梯形 面积, 如 何处 理近 似与精

立数 学模型; ¾编写 程序 执行运 算或 绘制图 形; ¿ 结 果分
析与 讨论。

确的矛盾, 如何 解决 / 直0 与 / 曲0 的 矛盾, 可 以让 学生
借助计算器, 动手 分割, 求 和, 观察 , 最终 总结 得出 定积

( 三) 教学要素的和谐度
教学要素由教学内容 ( 教学资 源) 、教师、学 生和教学

分的定义。对比这两 种教 学方 案, 每种教 学方 案选 择不同
的教学手段, 从 总体 上讲方 案 1 中 的教学 手段 是以多 媒体

媒体 构成。不 论采用 哪种 教学手 段, 要使 教学 要素和 谐统
一,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

演示为主, 方案 2 以传 统的手 段为 主。可 以看 出方 案 2 更

第一, 教学 内容 的和 谐。在教 学中, 教师 应根 据 教学

多地关注了 学生, 在 一定 程度 上调动 了学 生的思 维, 因此
教学中应多 给学生创 设一 点思考 的情 境, 多给 学生 留多一

需要和学 生 的学 习特 征, 将 传 统印 刷教 材 与多 媒体 课 件、
网络信息资 源、音视 频教 材等教 学资 源互补, 并在此 基础

点思考的时 间, 多给 学生 一些 活动实 践的 余地, 多 给学生
一些表现的 机会, 更 多关 注学 生的思 维参 与, 让学 生获得

之上, 提供和开发 能激 发学 生非 智力 因素、 增强 基础 知识
和技 能的其他教学资源。

更多一些成功的体验。
( 二) 教学手段的整合度

第二, 教学媒体的和谐。虽 然现代 化教学 媒体效率 高、
交互性强, 有 着传 统媒体 无法 比拟 的优点, 但 是经 济、简

构建新的课 堂环 境下 的教学 模式, 最 关键 的问题 要以

易、方便的传 统媒 体也不 乏使 用价 值。因此, 要 优化 多种

素质教育理 念为统摄, 充分了 解哪 些教学 内容 用现 代化教
学手段效果好, 哪些教学 内容 用 / 讲 授+ 板书0 的方 式效

教学 媒体, 充 分发挥 多种 媒体的 整体 服务功 效, 以更 好地
促进 学生的学习。

果更佳, 进行多种优 势互 补, 实现 两种教 学方 式的 优质整

第三, 师生 关系 的和 谐。教员 要以 良好 的 素养、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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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可 亲可敬 的形 象营造 融洽、合 作的 教学 气氛, 利
用现代化教 学的 交流 工具, 开 展与学 生的 各种互 动, 建立

我们先后开发 和建立 了 / 高等 数学0 、 / 线性代 数与几
何0 、/ 概率论 与数理 统计0 、/ 复变 函数与 积分变 换0 等公

平等、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

共数学课程 的网 络课程, 利用网 络教 学的特 点和 优势, 拓
展教学内 容, 实现 资源共 享, 适时 交互 的学习 , 学生 可以

三、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化教学手段有机结合
的实践

及时查阅教 员的 教案和 参考 资料, 进 行网上 练习、答 疑和
测验 , 实施课 后全程 不间 断的评 价与 考核, 营 造开放 的个

( 一) 精心制作 公共 数学 课程 的多 媒体 教学 课件, 并
在教学中合理运用

性化 学习环境, 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平台。
在数学实验室里, 我们把构成和表 现某一个数 学问题的

在课件制作 中, 首先 注意 合理布 局界 面使 屏幕呈 现黑
板化。根据 教 学内 容, 精 心设 计 使问 题 在同 一 页 中解 决,

各种层面的元素用 一种 或几种 专业 软件工 具( 如 几何画 板、
Mathematica、
Maple 、
Matlab、
MathCAD 等开放型系统) 制成一个

让学生看到 解决问题 的完 整过程, 避免课 件带 来的 视觉疲
劳; 其次, 注意 数学的 高度 抽象 性和概 括性 特点, 精 心设

课件( 或积件) , 在电 脑平台 上构 建一个 问题 情境, 由教 师或
学生 对各元素进行有序的控制操作, 并 通过学生小 组的协作

计内容使抽 象问 题具 体化; 最 后, 恰当运 用形 声教 材使枯
燥内容趣味化, 通过 图、文、声、 像等 教 学手 段, 创 设生

学习 , 去观察问题、验证结论、
归纳和 发现新结论。 将数学软
件应 用于数学教学, 学生可 以了 解和学 会数 学软 件的使 用,

动、直观、动静 结合 的情境, 将抽象 的理 论、复 杂的 空间
结构通过三 维动 画、虚拟 演示 等各种 手段 进行处 理, 引发

得到 数学建模能力和数学应用能力的培养。
以计算机作 为基 本的技 术平 台, 开发 设计与 教学 内容

学员兴趣, 使他们 感知 抽象、理 解复杂, 从而获 得较 为深
刻的感性认识, 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所学内容。

相适 应的数学实验以及建 立能 逼真 地反映 现实 世界客 观规
律的虚 拟模 型。例如, 为 配合 / 概 率论 与数理 统计0 课程

例如, 在 / 高等数学0 课程 教学 中, 当 / 多 元函 数积
分学0 讲授 完之 后, 有一 次习题 课的 教学设 计, 教员 充分

教学, 我们开发 了 / 频率与 概率0 、/ 泊松分 布0、 / 二项分
布0 、 / 正态分布0 、/ 中心 极限定理0 等虚拟实 验, 在教学

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所具有信息量大、可 重复性强的 功能,
将前面定积 分、重积 分、曲线 积分 和曲面 计分 概念 建立的

实施 中获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 三) 提出基于多媒体辅助的高等数学教学模式

关键步骤, 在有限时间内综合演示出来, 同时与分析 讲授、
板书推演的 恰当 结合, 提 炼出 积分思 想的 实质, 并 进一步

建构主义认为: / 知识不是对 现实的 准确表征, 而只是
一种假设或 解释, 在 具体 问题中, 仍需要 依据 具体情 境进

归纳、抽象、建 立积分 统一 定义 的模型, 即几何 形体 上的
积分概念, 使学生 学会 多角度、 多层次 理解 所学 知识, 感

行适 当加工或再创造0 [ 3] , 也就是说学 生学习知识 的过程实
际上是主动建构知识 的过 程, 在 实践 中我 们确 立了 / 双主

受到数学的高度抽 象性 和 广泛 的应 用性, 得 到 / 创 新0 思
维的训练。

) ) ) 双线0 的教 学模 式: 在数 学教学 中, 发 挥教 师主 要导
向作 用, 体现 学生自主学习的主体地位, 以 师生共同 探究、

( 二) 充分利用网络课程和数学 实验室的 优势, 在课堂
内外拓展教学内容, 满足学生个性学习的需要

学生自主建构为 主线, 以 现代 多媒 体和传 统媒 体的灵 活运
用为 辅线的教学模式, 图 2[ 4] 显示该模式的基本内容:

图2

/ 双主 ) ) ) 双 线0 高等 数学教学模式

注: 图中纵线为主, 横线为辅, 师生 / 双主0 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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