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2卷第2期
2010年4月

黄山学院学报
Joumal 0f Huangshan UniVersity

、r01．12．N0．2

Apr．2010

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的利弊及其应坚持的原则

张永怀
(黄山学院外语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结合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的实践，依据建构主义相关理论，论述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的利与

弊．进而可以得出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应坚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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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和网

络多媒体技术越来越多地运用在英语教学中。<大

学英语教学要求>(试行)指出：各高等学校应充分

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采用新的教学模式改进原

来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1-通常

所说的多媒体教学是指运用多媒体计算机并借助

预先制作的多媒体教学软件或课件开展教学活动

的过程，又可以称为计算机辅助教学(即CAD。多媒

体教学已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必要手段。中国非英

语专业大学生学习英语的最大障碍之一是缺乏地

道的语言环境和交际氛围。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促进

了语言输入并激发了语言输出。多媒体课件能输人

大量规范、标准、形象化的语言素材，视听结合，全

面再现真实的语言文化环境。帮助学生理解语境及

活的语言．从而刺激其语言输出。这个过程利用多

媒体计算机。综合处理并控制符号、语言、文字、声

音、图形、图像、影像等多种媒体信息，把多媒体的

各个要素按教学要求，进行有机组合并通过屏幕投

影显示出来。在大学英语课堂中运用多媒体手段能

使常规的教学如虎添翼。然而这一手段在教学实践

中的运用，就好比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

又存在不少弊端．教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多媒体运

用给大学英语教学带来的利弊。以便在实践中能够

扬长避短。

二、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的优势

多媒体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日益广泛的应用极

大地优化了大学英语教学。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的

。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教材和一台录音机”的

教学模式，使语言、人和环境更紧密地结合，把语言

学习和语言使用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使用多媒体进

行大学英语教学更突出了教学设计和组织的重要

性。其根本意义在于提高教学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更加注重了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使学

生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去获取知

识。结合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探讨出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创设教学情景，营造课堂文化氛围

建构主义认为。“情景”、“协作”、。会话”、“意义

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刚“情景”也是教

学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多媒体技术正好是创设

真实情境的最有效工具。多媒体教学集文本、图片、

声音、视频等多种表现形式为一体．能够灵活、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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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行文字、图形、图像的相互转换。因此可以通过

链接与授课内容相关的声音和影像资料，帮助学生

建立起对所学英语语篇的感性认识。比如，在讲到

“Five F锄ou8 symbols of Americ蚰Culture”阳捌

一文时，教师可以通过视听等材料直观生动地再现

美国文化的五种标志：，11le statue of Ubenv、Barbie

DoUs、 Americ锄Got}lic、ne Bu蹦o Nickel和

Uncle Sam，使教室弥漫着浓郁的美国文化气息，让

学生身临其境，从而营造出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

通过视听。学生也构建出自己对五种美国文化标志

的知识。

(二)激发学习兴趣，促使学生积极思维

教育学家杜威曾指出，为激发学生的思维，必须

有一个适宜的环境作为思维的开始阶段。传统英语

教学中，学生面向静态呆板的课本和黑版，不免枯

燥乏味、注意力难以持久集中。现代多媒体教学手

段则可以通过对动画、声音、颜色和传播速度的控

制、使得教材内容变得生动、形象、直观。起到化无

形于有形、化抽象为形象的作用，引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注意力，使学生爱学乐学。由于传统的教

学基本都是用语言描述．虽然也可以重现客观世

界，但很抽象，学生需要领会，需要在脑中努力拼

凑，多媒体教学则可以转换思维模式，降低思维难

度，促进学生积极思维。例如，在讲到“Chdie

Chaplin”一文时，为了帮助学生理解“⋯⋯boo协

we孢boiLed in his film Zk GD纪Rwh蛐d tlleir

∞les朗ten widl salt衄d pepper like曲me cuts of

6sh仙e Ilails kng瑚帕ved like lish bone8)．”即1

这句话，教9币可以找到相关视频材料，直观生动地

再现这些文字所表达的具体内容。从而使抽象难懂

的语言通过视听材料再现出来。既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又促进学生积极思维。

(三)传递大量信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传统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靠的是。一支笔、一张

嘴、一块黑板”．传达的信息非常有限。多媒体技术则

可以把课堂教学所需的大量事例、数据、录音、录像

等材料浓缩成一个个课件．这就大大减少了教师在

课堂上口头表达和板书所占的时间。利用多媒体的

视频、音频技术还可以把一些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新

知识加到教学之中。特别适合知识更新并可以随时

在教学中增补学科前沿的内容。使教学内容更为丰

富。例如，在讲到“Ch00∞to Be A10∞on PIl巾Dse哪蚺

一文时，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必须交代课

文的背景知识——三位文学巨匠Hennr David

nore蛐、John Milton、William Wo—swonll。教师可将

这些作家及重要作品做成幻灯片．里面配以图片、

音频材料等，讲课中呈现给学生。教育心理学研究

表明。视、听觉组合对学习内容的感知和记忆率远

远高于视、听分别利用之和。因此。使用多媒体技

术，可以从多方面去给学生的各种感官予以刺激，

使课堂学习内容图文并茂、丰富多彩。从而大大提

高课堂教学效率。“多媒体技术还可以帮助教师分

解信息的复杂度。减少信息在大脑中从形象到抽

象、再由抽象到形象的加工转换过程”。啪由此可

见，多媒体教学能很好地弥补传统英语教学的缺

陷，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同时对于学生

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三、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的弊端

教师利用多媒体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开展大学

英语教学，其优势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教学中只

追求形式，盲目使用多媒体，效果会适得其反。大学

英语多媒体教学也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一味追求教学手段更新，夸大其辅助性

教学手段要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创造

学生参与的环境。使语言知识传授和素质培养统一

起来。而在教学中，有的教师把多媒体作为讲解、演

示教学内容的工具．认为只要教学手段先进了，教

学理念便也先进了。有些老师将多媒体作为一种灌

输的工具．忘记了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掌握知

识。教师必须清楚。多媒体教学是对传统课堂教学

模式的一种补充和发展，多媒体教学的核心特征是

“辅助”，即辅助教师，而不是取代教师。大学英语课

堂有很多变化因素，况且教师话语要随学生的反应

而不断变化。具有不可预知性。然而不少教师在制

作课件时常常把课堂需要的材料全部设置到课件

中，然后依课件流程作流水帐式的教学，课件的演

示代替老师的讲解，老师在一节课的时间里主要任

务是不断地点击鼠标。用事先设计的课件演示教学

流程。以取代学生思维的发展轨迹。其结果就是僵

化了教学流程．导致英语课堂变成了演播室。

(二)人机对话，难以进行师生之间的情感互动

建构主义认为交互式教学是以教师和学生之

间的对话为背景的“师生互动”。“师生间的互相交

流与影响，不只是认知信息方面的，更重要的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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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信息方面的交流与互动。”m因此，英语教师必须

学会与学生对话，能绘声绘色地以独特的魅力来感

染学生，产生情感的共鸣。比如，在讲到“The Temp．

tation of a Respectable Woman”睥一文时，老师可

以以口头形式给学生讲述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

的故事，让学生明白课文主旨，从而使学生认识到未

能抵挡住诱惑的危害。大学英语教学的精髓在于互

动交流，教材中的文章往往都蕴藏着一定的感情。

浓缩着深厚的入文内涵。课堂上，教师行云流水般

的语言、精彩别致的板书、抑扬顿挫的朗读、师生间

探讨感悟的快感，都是一种情感的体验，是一种人

文熏陶。而过分依赖多媒体教学会淡化英语课堂上

师生情感的交流。在被多媒体“统治”了的课堂里。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已“目中无人”，人性化的师

生人际情感交流已被冷冰冰的“入机交流”所取代．

以牺牲传统教学中更为和谐的师生关系为代价。没

有了师生互动、相互启迪、相互感染，少了真实的情

感交流。教学质量无疑会大打折扣。

(三)忙于课件制作，忽视备课的重要性

对于教师来讲，大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课件制

作培训，学校也没有足够的课件制作素材，为了制

作比较精美的课件．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教师把过多的精力用于课件制作上，势必会忽略教

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备课。因为制作课件

的过程并非备课的全部。现代教学理论认为，备课

是寻找、搜索、构造、备选教学方法的过程。同时也

是一个检验、评价、挑选满意的教学方案的过程。可

以说，备课是整个教学过程的总策划和总设计，它

要求老师把好教材关和学生关。课件制作只是设计

教学方法的过程，它不可能代替备课。在备课中，有

些老师只是花大量时间去搜集与所要讲的课文相

关的图片、视频、音频等资料．忽略了对课文中文字

语篇的透彻理解，授课时学生总会感觉对课文内容

不太熟练。

多媒体作为英语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在实践

过程中并非十全十美。对以上在多媒体教学中出现

的常见问题，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如不及时解决。大

学英语多媒体教学就会失去它应有的教学效果，从

而严重影响大学英语教学的质量。

四、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应坚持的原则

通过对多媒体技术在大学英语教学应用中各

种利弊的探讨。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提高大学英语教

学质量，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立足于语言文学的学科特点

2007年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

“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知识课程。也

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具

工具性和人文性。因此，设计大学英语课程时也应

充分考虑对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

的传授。”门幡珥大学英语是一门以英语语言为载体、

渗透着英语国家优秀的文化精髓的公共基础课。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提出：“大学英语的教

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

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

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

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

流的需要。”外因此运用多媒体教学时．必须把大学

英语的工具性和入文性统一起来。课堂教学设计必

须整合英语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

思维品质、文化品位、审美情趣、知识视野和情感态

度等。在运用多媒体技术制作课件时。也不要忽视

人文性及审美教育和情感教育：同时也不要忽视基

础，舍本逐末。忽视对学生听、说、读、写、译等基本

能力的训练。

(二)要以追求良好的教学效果为目标

大学英语教学应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为主

要目标。在运用多媒体时不要流于形式，只玩花样，

不求实效。使用多媒体与否．关键是看它能否促进

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是否有利于活跃学生思维，

即以教学性为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英语教学

更是一种情感教育。如果英语课上没有了英语教9币

富有激情、充满个性化的声音，这样的英语课就必

定索然寡味；如果英语课堂成了播放室，学生看不

到教师的生动表情，听不到教师的精彩点拨，自始

至终被眼花缭乱的画面和惊心动魄的声音所吸引。

课堂也必将陷入“死气沉沉”的氛围。因此运用多媒

体教学时要适时、适度。不能哗众取宠，追求画面热

闹。

(三)要以学生为中心

根据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外语学习的首要任

务是“学”而不是“教”。在“学”的过程中，学生既是

知识的载体，也是认知过程的主体。。学习是学习者

以自身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建构学习活

动。”刚在当下的教学中存在着一种现象，有些教9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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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将所有能用电脑展示的内容全输入电脑，在课

上教师围着键盘、鼠标转，完全忽视对学生情绪、认

知、思维反应的观察和了解，造成学生思维上的惰

性和依赖性，阻碍学生思维的发展，也让他们失去

了课堂主体的地位。因此运用多媒体教学时要把重

点放在帮助学生理解知识、提高学习效果上。也就

是说，要以学生为中心。比如：在课件结构上，可采

用模块化思想，变“线性结构”为“非线性结构”，将

课件设计成学生学习的导航器，注意增强课件的交

互性，使课件流向能够根据教学需要随意调度。同

时，课件制作应针对不同层次学生的接受力和理解

力。课件制作应充分考虑学生可能提出的一切问

题，不要过分强调课堂容量，要突出重点难点等，这

样才真正抓住了多媒体教学的精髓。

五、结语

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有利有弊．既不能因传统

的英语教学理念而将其拒之门外，也不能盲目地为

追求潮流而过多地使用。。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大学

英语教师必须积极探索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

整合方法。真正做到合理运用、服务课堂。实践证

明，只要教师能正确认识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的利

弊得失，合理地运用多媒体，并积极探索新课程、新

理念，将之与传统教学模式有机结合；同时重视多

媒体的应用，走出多媒体制作的误区，强化大学英

语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定能扬长避短，提高教学质

量，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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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黄艳.HUANG Yan 多媒体教学是一把双刃剑——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海南师范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0(4)
    和传统教学方式比较,多媒体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优势不言而喻.然而,因为尚处于探索阶段,问题与不足也日益凸现.如何进一步地优化和完善多

媒体教学,使之更好地为大学英语教学服务,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在充分肯定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优势的基础上,文章结合课堂教学实践,从多媒

体课件、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分析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探讨其相应的解决办法.

2.期刊论文 黄聪聪.HUANG Cong-cong 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与英语教师发展——大学英语观摩课堂的话语分析 -四
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23(1)
    现在许多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师面临着大学英语课程变革的压力.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是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通过阐释支配多媒体教学的工具理性,运

用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以一个大学英语多媒体课堂为实际案例,说明多媒体手段在大学英语课堂中的话语身份以及英语教师的发展之路.

3.期刊论文 车艳秋.饶岚 对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的思考 -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6)
    多媒体教学有着显著的优势.但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问题,甚至会走入多媒体教学的误区.本文将结合笔者多媒体教学的实践,分

析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当前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的解决思路做一些探讨.

4.期刊论文 刘飞兵.Liu Fei-bing 运用数据挖掘技术优化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 -外语电化教学2006(5)
    本文讨论了运用数据挖掘技术优化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的方法,主要介绍了数据挖掘技术在多媒体教学中的数据准备、数据挖掘、结果评价的三个主

要过程,简述了四种数据挖掘模式的作用,数值实验表明了数据挖掘对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的作用.

5.期刊论文 张晶.姚春燕 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中教师角色转换的探讨 -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11)
    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给大学英语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对教师提出了挑战.本文对大学英语多媒体教擘的优点进行了阐述,并对多媒体教学中

教师的角色转换进行了分析,旨在发挥多媒体教学中教师的积极作用,以适应大学英语教学新模式下对教师的要求,更加有效地提高大学英语的教学效果.

6.学位论文 郭骞 任务型语言教学法在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2008
    近年来，由于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教学中的多媒体网络技术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多媒体教学已成为我国大学英语教

学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相比，虽然多媒体教学在优化外语教学资源环境，提高个人学习效率和教学效果等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但同时多媒体技术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在现代多媒体技术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优势，已经成为语言教育者共同

关注的问题。任务型语言教学法是交际教学法和传统教学法的良好结合，它为学习者提供互动的机会，激发他们创造性运用语言的能力和学习积极性。

教师科学地运用它，可以弥补多媒体教学中的不足。而当前，涉及任务型语言教学法与大学英语多媒体课堂教学相结合方面的研究还不多，由此笔者尝

试将任务型语言教学法引入大学英语多媒体课堂，对任务型语言教学法在大学英语多媒体课堂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进行研究，尝试探讨大学英语多媒体课

堂教学改革的有效模式。

    全文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说明问题研究的缘由、研究思路与方法，界定任务和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概念以及相关文献综述。

    第二部分：依据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理论，研究任务型语言教学法在大学英语多媒体课堂教学中的具体应用，尝试将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基本理念

转化为具有实践意义的课堂教学方式。此部分分为两个方面：1.探讨多媒体条件下，任务案例设计、编写以及任务运用具体环节的实施。2.讨论在大学

英语多媒体课堂教学中实施任务型教学的效果及存在的不足。

    第三部分：通过任务型语言教学法在大学英语多媒体课堂教学中的具体应用研究，得到的启示是：1.将多媒体课件与任务教学法有机结合，充分发

挥多媒体的优势。2.关注学生英语学习情感，加强师生互动和情感交流。3.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4.重视学习者自主学习意识和语言综合应

用能力的培养。

    实践证明任务型语言教学法在大学英语多媒体课堂教学的应用优势显著，它融合了现代多媒体技术和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优点，在以学习为中心

，学生为中心，以语言为中心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任务的交流互动把多媒体课件、教师、学生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动态教学模式。在

优化大学英语多媒体课堂教学，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意识和能力方面是可取的，但若广泛实行则需教师、学生以及学校的共同努力和支持。因此我们不

能机械地将其搬进大学英语多媒体课堂，而是应该把它和现有的大学英语多媒体课堂教学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利用任务型语苦教学法的原则和精神为

大学英语多媒体课堂教学服务。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yxb201002032.aspx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6%b0%b8%e6%80%80%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Zhang+Yonghuai%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9%bb%84%e5%b1%b1%e5%ad%a6%e9%99%a2%2c%e5%a4%96%e8%af%ad%e7%b3%bb%2c%e5%ae%89%e5%be%bd%2c%e9%bb%84%e5%b1%b1%2c245041%22+DBID%3aWF_QK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sxyxb.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sxy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5%99%e8%82%b2%e9%83%a8%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f%b8%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2032%5e1.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ad%a6%e6%99%93%e7%87%95%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2032%5e2.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3%91%e6%a0%91%e5%a0%82%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2032%5e3.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3%91%e6%a0%91%e5%a0%82%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2032%5e4.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1%a8%e5%8b%87%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2032%5e5.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5%bb%b7%e5%be%81%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2032%5e6.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5%99%e8%82%b2%e9%83%a8%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f%b8%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2032%5e7.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bb%84%e8%89%b3%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HUANG+Yan%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nsfxyxb200704034.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nsfxyxb.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nsfxy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bb%84%e8%81%aa%e8%81%aa%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HUANG+Cong-cong%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cwyxyxb200701029.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cwyxyxb.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cwyxy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d%a6%e8%89%b3%e7%a7%8b%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5%b6%e5%b2%9a%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ahwx200906165.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ahwx.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9%a3%9e%e5%85%b5%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Liu+Fei-bing%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wydhjx200605014.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wydhjx.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6%99%b6%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7%9a%e6%98%a5%e7%87%95%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ahwx200911165.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ahwx.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3%ad%e9%aa%9e%22+DBID%3aWF_XW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22819.aspx


7.期刊论文 徐莹.XU Ying 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效果比较分析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8,29(5)
    以通化师范学院2006年入学的160名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实验前后测试的控制组方法,对比分析了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和传统课堂教学的效果.研

究结果表明:对我院学生而言,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方法与传统课堂教学方法相比,效果欠佳.因而针对我院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效的

解决办法.

8.期刊论文 王婷 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的利弊及对策 -人力资源管理(学术版)2010(4)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媒体辅助教学势在必行.与传统教学方式比较,多媒体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优势不言而喻,然而,目前仍存在不少

弊端.如何优化完善多媒体辅助教学,使之更好地为大学英语教学服务,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文章在充分肯定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优势的基础上

,结合教学实践从多层面剖析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井探讨其应对策略.

9.期刊论文 王晓杰 多元智能理论在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时代教育（教育教学版）2010(7)
    在了解和分析学生多元智能现状的基础上设计和实施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是根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所提倡的"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模式所进行的教学尝试.教学实践的结果证明在多元智能理论指导下的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习积极性.

10.期刊论文 唐晓华 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的探讨 -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9,6(2)
    当今时代,多媒体教学已广泛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中,其优势是传统教学手段无法比拟的,但由于多媒体教学在国内发展还不够成熟,许多教师对其存

在认识上的误区.本文分析了这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策略,旨在探讨如何使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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