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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VFP数据库程序设计》教学的角度阐述了课堂教学改革的方案，对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学

生的学习方式以及教学过程中知识点多课时少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路和方法，并在教学实践中进行实施，

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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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已由面向过程的程序设计

逐步向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过渡。目前高校的各种

可视化程序设计，如VB，VFP，VC都越来越受到大

学生们的喜爱。近些年来，信息的需求剧增，到目前

为止大量信息的存储空间最优的就是数据库系统。

在数据库应用技术领域中，VFP(Visual FoxPro)是

一种适合开发中小型数据库应用程序的关系型数

据库管理系统，它提出了全新的数据库概念，提供

了可视化的开发工具，引入了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方法，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学生在初学这门课程

时．由于对计算机相关知识的缺乏，学习比较吃力，

造成学习兴趣不浓．学习目的不明确，或者片面追

求考试成绩和等级考试，所以学校开设VFP并没有

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这种教学现状决定教师必须

在教学过程中摆脱旧的教学模式，合理规划教学内

容，抓住重点。注重课堂教学效果，加大课堂授课信

息量，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热情，充分利用各种现

代化教学手段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1案例式教学

为了使学生具备基本的程序设计技能。积累更

多的程序开发经验，案例式教学已经在教学中广泛

采用，并发挥了它的重要作用。但在教学中普遍易

犯的错误是把在讲授中举例说明和案例式教学混

为一谈。前者是以讲授知识点为主线，辅以示例，而

后者是以案例为主线，通过案例的演示和分析引出

知识点。可以说只有把握了案例式教学的主旨，才

能在实践中灵活运用，提高教学效果。

1．1优秀案例的选取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关键

案例的选取直接影响教学效果，案例应是课程

中某一单元或环节知识的综合，是引发学生学习动

机与学习兴趣的重要手段。首先知识的运用和拓

展，能力的培养与提高，都是借助案例来实现的。其

次。案例是组织学生进行自我学习、自我锻炼的手

段。案例的选取以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培养学生理

解应用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根本出发点。

如笔者在讲解多表操作时．拿出对老师来说看

似非常棘手的事情来进行案例教学。计算机公共课

的班级是全校公选班级，如同大学英语课程一样。其

考核要求是参加全国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或者

二级考试，当各种成绩从省里下来时，老师拿到的是

全校几千名学生的考试成绩，从此成绩表中快速生

成各班级的学生成绩表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以

此为案例，让学生开动脑筋，用各种方法尝试后，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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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引出多表操作、表的关联操作等，以及简单的编程

思想。最终让原本非常繁琐的事情在几分钟内就准

确无误地完成。通过这个案例，让学生感受到数据库

学习不仅重要，而且非常有用。

第1步：执行“文件”菜单_+“导入”命令，将省

成绩表导入关系ycj，并修改其结构，得到关系ycj

。(H C 11，CJ N，5)。

第2步：同理。由老师行政班级导入关系ej2，并修

改其结构，得到关系cj2(XH C 1 1’)【M C 6,CJ N 5)。

第3步：执行以下命令或者编写一个程序，内容

包含以下命令，在每一学期统计成绩时直接运行。

sele 1

use ycj

index on xh to xhl00

sele 2

’use cj2

index on xh to xhl0

set relation to xh into a

repl all cj2．cj with cj2．cj+ycj．cj for aUt(ycj．xh)

=allt(cj2．xh)

list

close all

第4步：执行“文件”菜单一+“导出”命令，将￡j2

关系导出。形成大家比较熟悉的Excel文件。

又如在讲解计时器控件的使用时选取两个QQ

里的小企鹅在行进过程中遇到对方打招呼的案例。

通过案例讲解计时器控件的重点与难点在于控件

的Interval属性、Enable属性、Timer事陴的理解及

使用。由案例分析得出需采用两个计数器控件分别

控制两个小企鹅的移动。此前，笔者已介绍了图像

控件，根据设计要求，在表单上自然引入一个图像

控件，以水平直线填充图像控件，将图像设计成淡

化的效果，直观形象地设计出路面。演示设计过程

时。用定时计数器的间隔Interval属性分别控制两

个小企鹅的移动速度，在Timer事件驱动下，每隔

Interval时间间隔，小企鹅的位置改变，实现移动。至

于关键部分——两个小企鹅见面的时候停下来打

招呼的代码，则提出关键点，采用Enable属性控制，

并引导学生自行设计。学生非常感兴趣，愿意投入

时间及精力自行理解设计程序，较好地完成了教学

要求。

案例的选取还应根据课程的需要注意循序渐

进，前后呼应，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增强

学生完成案例设计的信心。

1．2案例的运用是提高教学效果的保障

将教学中所应用的案例先进行演示，通过演示

讲解使学生明确学习目标与任务，然后再逐层分解

发挥。注意发挥VFP可视化程序设计的形象直观、

简单易学的特点，以贴近生活的案例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促进学生探索相关知识，培养学生程序设

计能力，完成案例设计，较好地达到本课程的教学

目的。男外，在VFP网络教学课件中发布课堂上讲

解的案例。为案例式教学的实施提供了便利有效的

手段。通过网上作业系统将代码共享，便于学生观

摩借鉴。对于学生自行设计的较好案例相互交流传

送提供了方便。

2导学式教学

(vrv数据库程序设计》是一门程序设计开发

类课程。我们的教学过程应该是开发和激励学生的

创造力。在教学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

导。导学式教学的教学思想的核心是在教学过程中

以教9币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学习方法指导

的有机渗透，让学生自己握着金钥匙去开启知识和

智慧宝库的大门。下面就(VFP数据库程序设计》教

学中如何应用导学式教学谈几点看法。

2．1设疑是导学式教学的前提

疑要设在教学的“重点、难点”上。学习知识要

善于解决重点、难点，若能在重点、难点上突破，其

他内容的学习就会得心应手。此外，许多学生不善

预习。总是草草看一遍书，看不出问题疑点，甚至不

看书。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依据教学目标，先设定

预习提纲或预习思考题，使学生有的放矢，克服盲

目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每次课堂教学的

前几分钟针对预习内容提问，给学生一定的压力，

这也是提高学生自学能力的重要方法。

设疑要把握好“度”，遵循学生的认识规律。所

谓“度”就是要难度适中，太容易学生会不屑于回

答，无助于启发思维，太难会使学生产生畏惧心理，

放弃思考，这样就失去了设疑的意义。所以，设疑要

难易适中，循序渐进。如介绍一个通用学生成绩管

理系统，用于管理高校各级、各类学生的各门课程

成绩、量化分数、综合分数，能方便地进行信息的输

入、修改、统计、排序、查询和打印。在设计数据表

时，把高等学校同一院系(或专业)、同一年级、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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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学生作为一个学生群组(或称学生对象)，每

个学生群组分别建立3个数据表：成绩数据表、成

绩数据表的结构描述文件、课程统计结果数据表。

成绩数据表是主体，它与结构描述文件对应并通过

结构描述文件建立，用来存放学生基本信息、各门

课成绩、各学期量化分、综合分、总平均分、专业课

平均分、名次等数据。不同学生群组所对应的成绩

数据表结构不同。通过这样设置，使软件具有很强

的通用性。这样设疑，一则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二则

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设疑应由浅入深，由具

体到抽象，先感知后概括。从具体内容入手，去归纳

概括某种结论或道理，以实现学生由“学会”到“会

学”的转变。

设疑要激发学生的思维兴趣。现代教育心理学

家布鲁纳认为，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

兴趣。可见兴趣是吸引学生用心学习的关键一环，

如果教师能通过设疑来创设一种有趣的思维，激发

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的兴趣，通过设疑来创设一种

使学生积极思维、积极探索的意境，进一步激发学

生求知欲，那么，只要教师引导的好，就会使问题化

难为易，这样的教学无疑会事半功倍。

2．2引导学生是导学式教学的中心

“教为主导，学为主体”这是我们早已熟知的教

学原则，然而，传统的教学方法总想以教师自己的

主导作用，来代替学生的主体作用，结果是教师讲

得口干舌燥，学生仍不得要领。因此，我们在教学中

应尽量避免此种现象的出现，注意给学生创设问题

情景巧妙设疑，使学生“于无疑处生疑”，把学生的

思维引入教学中，并及时启发、引导、点拨，点燃其

思维的火花。如上文中的通用学生成绩管理系统，

引导学生完成各种表格的制作，表结构设计。各表

之间的关联，最终能画出比较清晰的E—R图。一目

了然。根据学习内容的深入，继续在此基础上学习

制作表单，菜单，程序等，完成学生的查询输出，学

生成绩的统计工作。

2．3“自求得之”是导学式教学的目的

不管是“巧设疑”．还是“妙引导”，教学目的都

是要通过教学方法的设计。使学生由“愿学”、“学

会”到“会学”，真正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

这就要求教师把教学的重点由以传授知识为主转

移到以发展智力、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上来，并逐步

引导学生掌握自学方法．真正达到让学生“自求得

之”的教学目的。在教学中运用“导学式”教学法，培

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造力，可充分体现教师的主

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教师的启发指导下，

通过学生自己的努力，自然形成自学能力和创造能

力，有了这些能力，学生就可终身受益。

3结束语

要构建旨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习

方式和教学方式，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品质。

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适应社会和学生的需求。VFP

教学必须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培养学生的

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标，既要改革和创新课堂

教学方法又要加强实践环节教学，还要建立方便学

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课程教学平台，从而从多方面

保证课程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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