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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中多媒体技术
在大学生国防教育中的应用
*

古添雄, 陈启明
( 中山大学 武装部, 广东 广州 510080)
摘

要: 随着科学 技术的进步, 教育技术也不断地创新发 展, 并越来越 广泛地应用 于各类教 育之

中。现代教育技术是更新教育观念, 创新教育方式 , 提高教 育效果的一项重要途径。当今国际形势
变幻无常, 我国周边的安全形势也不容乐 观。为此 , 加强全 民国防教育, 特别是大学生国防教育是
我国当前和今后的一项 战略性工作。本文就现代教育技术中多媒体技术的特点、功能、应用等作了
简要说明, 并如何发挥现代教育 技术多媒体技术在大学生国防教育中的应用作了初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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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就是人类在教育活动中所采用的一切技术手段和方法的总称。它包括有形技术和
无形技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教育技术也不断更新发展。当历史的年轮转到
了 20世纪初期, 人类社会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计算机的发明就是 20世纪科学技术最卓越
的成就之一, 它的出现为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力地推动了其它科学技
术的发展, 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同样, 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人类教育技术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教育概念、教育技术已逐渐被淘汰, 接而代之的是现代教育技术
的兴起。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优先发展教育, 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 更新教育观念, 深化教

学内容方式。 这就给教育工作者指明了今后教育技术发展的新趋势。要创新教育方式方法,
不断提高教育效果, 现代教育技术的科学应用是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现代教育技术是相对于
传统教育技术而言, 现代教育技术比较传统教育技术, 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教育方法手段的多样
化。特别是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多媒体 ( M u ltim edia) 是计算机技术与图形、图像、
动画、声音和视频等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 融会通信技术 ( 电话、传
真 ) 、传播技术 (广播、电视 ) 和计算机技术为一体。能够交互处理、传送、储存文字、图
形、图像、声音和视频等多媒体信息的综合技术。多媒体技术是信息处理技术的一次革命性的
飞跃, 它改变了计算机专业化的形象, 使人机界面更形象、友好和自然。因此, 现代教育技术
的应用, 不但使教学内容的表达更加生动形象, 而且由于授予平台的无限扩大, 使教师能在单
位时间内给学生提供更多的相关知识, 对课堂内容的解析更透彻明了, 使学生更易于理解和接
受。毋须置疑, 教育效果的显著提高也就不言而喻了。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

增强全民国防观念, 加强国防动员建设, 提高预备役部队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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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建设质量。 当前, 在裁减现役部队, 大力发展预备役和后备人才, 进行质量建军的新形势
下, 大学生将是成为高素质预备役人才的主要来源。为此, 我们必须从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的
战略高度, 充分认识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切实增强做好大学生国防教育工作
的自觉性。大学生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 是国家国防教育的前沿阵地。近年来, 很
多高校都在进行国防教育, 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 总体效果还不够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是没
有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 特别是在军事理论课课堂教学方面, 没有很好地发挥现代教育技术
中先进的多媒体教育方法的作用, 缺乏教育形式和方法的创新。据统计, 现代人类有 60% 以
上的知识是来自课堂。特别是大学生, 在校学习期间,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课堂上度过。如何向
课堂要知识则是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考虑的问题。国防教育它既有其它教育的一般性, 但它更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比较其它学科的教育更需要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结合, 更需要鼓动性与煽
动性, 更需要说服力与震撼力。如果单纯用传统的教育技术方法已不能满足现代大学生的求知
欲望和兴趣, 更加无法收到明显的教育效果。
课堂教育是国防教育的主要渠道。传统的课堂教育方法 ( 一直粉笔、一块黑板、一条教
鞭、一本教材 ) 的 四个一 教育模式已经不再拥有魅力。现代大学生是时代的先驱者。传
统的教育方式与方法已提不起他们对国防、军事知识的兴趣和渴望。加上国防军事知识的课堂
讲授容易枯燥乏味, 很难使学生接受, 从而达不到教育目的。怎样才能把国防军事课讲好? 已
经成为国防教育工作者必须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如何设计一次精彩的生动的讲座? 笔者认
为: 把国防军事知识, 利用现代教 育的多媒体技 术制成课件, 进行授 课, 将会产 生较好的
效果。
如何利用多媒体技术来进行课堂教育呢? 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现代计算机设备的基本功
能: 1、计算机的电视功能。过去的计算机只能处理文字和数据。文字既没有图像和声音传递
的信息量大, 也没有图像易于接受和理解。现在的计算机不但能处理文字数据, 而且还可以处
理图像和声音。这种计算机能像电视一样, 可显示出色彩斑斓的图像, 唱出美丽动听的乐曲。
2、计算机的人机交互功能。普通的计算机人机交互方式是以文字形式进行人机交流的。而多
媒体计算机对通过电视图像和声音的人机对话易于接受和理解。具有多媒体功能的计算机吸收
了电视机播放的电视信号, 使用者可以让电视屏幕上的内容按自己的设计发展。而且采用人性
化界面
触摸屏或鼠标, 只要用手或鼠标在触摸屏上点一点, 就可以查询和调用计算机内的
信息, 为不懂计算机专用系统人带来极大的方便。 3、大容量的光盘储存功能。目前光盘技术
已由可读型发展到可重写型。光盘的特点: 一是储存信息量大。如一张 12cm 的 CD- ROM 光
盘, 可储存 640MB 的资料, 相当于 1900 片磁盘, 可容纳 3亿个汉字, 可放 74 分钟音乐, 可
记录 1小时的动态图像, 可记录 50000幅图片。二是使用寿命长。 CD - ROM 光盘涂有一层很
坚固的表层, 且采用非接触读出方式, 使它永不磨损, 永不失真, 使用寿命可长达 20- 30年,
信息保存时间可长达 100年。由于具有多媒体功能的计算机有这些特点, 使我们给学生进行国
防军事知识教育时, 准备一次课的军事理论内容, 一张光盘就可以装下。教师只要拿着一张薄
薄的光盘, 就可以走上课堂, 把丰富的内容、生动形象的讲授呈现在学生的面前。
在了解了具有多媒体功能计算机的特性后, 我们可以针对军事理论课教学中, 课前、课
堂、课后三个部分为对象, 分别制成

教学参考 、 教学内容 、 试题库

三个模块。既可

单独封装, 又可组合成一个系统。第一, 教学参考模块, 主要包括战争库和武器库两个子系
统。战争库: 精选出人类有史以来有深刻影响的战争范例, 按战争的起因、时间、地点、过
程、交战方、武器投入、结果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总结, 以时间为线索, 方便浏
58

览及查询, 以期在短时间内洞察人类战争全貌。以备在教学过程和制作课件时使用。武器库:
武器库设计的范围极广, 可从海、陆、空、天进行分类。由于其种类、数量大, 我们不可能包
容整个武器, 只有采取分块方法、分类方法分步完成。比如舰艇系列, 把世界上比较有代表性
的舰艇按种类建成一个模块, 配备音箱、文字、动画等储存起来, 以备讲课用。第二, 教学内
容 (课件 ) 模块。该模块直接面对学生, 授课人通过操作主机, 把演示内容显示在各子机或
终端上。根据 军事课教学大纲 要求, 授课教师自定时间、内容, 每一课时制一个课件。
各个讲座独立成块, 输入文字、声像、动画等。第三, 试题库。考试是检查学生学习结果的一
种方法, 也是检查教师教学情况的一种手段。所谓试题库必须能够随机抽取满足一定参数的试
题, 而且能够对试题库进行维护。多年来大部分考试都是采用人工命题、人工阅卷的方式进
行。这样, 每次试题的难度、覆盖率、试题量都不尽一致, 而试题类型又因人而异。因此, 试
题库的建立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减轻出题时的人为因素, 增强试题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同
时, 也使教学走向规范化的道路, 使教学过程更加有的放矢。有了这三个板块, 在整个国防理
论教育过程中就拥有了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支持系统。它将为不同课堂内容的课件制作提供极
大的方便。
总之, 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 教学媒体设计是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不断运用
于教学领域而涌现出来的一种全新的教育技术。以现代教育技术为代表的新的教学理论是搞好
媒体设计的理论基础, 使用计算机技术进行多媒体组合优化设计, 是高校教育手段发展的必然
趋势。我们应该继续探索更新现代教育技术,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努力把国防教育工作推向新的
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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