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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computer technology is constantly highlighted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also provides a lot of convenience for people's life to some 

extent,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also brings different degree of influence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meet the needs of our 

country's economic marke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computer talents. This paper 
also focuses on the practice-oriented computer teaching reform.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to apply 

computers means that students are competitive in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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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计算机技术的重要性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凸显，而计算机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的

生活提供了很多便利，而在不同行业中计算机技术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目前市场上，

对于计算机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为了推动我国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满足我国经济市场的

需求，必须要加强对计算机人才的培养，本文也主要围绕以实践性为导向的计算机教学改革进

行探讨，计算机专业作为一门应用型专业，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是非常有必要的，学生的计算

机应用能力其实也就意味着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关键词：实践性为导向；计算机教学改革；思考 

1. 当前计算机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1 对于计算机教育的认知程度不够 

虽然目前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非常快速，但是还

有很多学生对计算机技术的认知不够全面和准确，

而会产生这种情况，也是由于计算机教育做得不够

到位，市场对计算机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也是

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是因为我国一直以来生活在应

试教育背景下，深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没有将计算

机学科当作一门主要学科看待，因此也导致学生所

了解的计算机技术知识有限。 

 

   除此之外，由于学校和教师对计算机教育

的不重视，也导致了学生对计算机学习的态度非常

敷衍，还有部分学生认为计算机课程教学就是玩电

脑，并没有把计算机课程教学当作一门技能的教学，

因此，计算机课程教学也自然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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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学校和教师对 在我国计算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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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教育的不重视，

也导致了学生对计算机

学习的态度非常敷衍，

还有部分学生认为计算

机课程教学就是玩电

脑，并没有把计算机课

程教学当作一门技能的

教学 

教学中，存在教育体制

僵化的问题，所谓的教

育体制僵化其实指的就

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

化，计算机课程体系和

课程设置虽然都产生了

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

计算机课程教学模式依

然是采用着传统的教育

教学模式，而在传统的

教育教学模式下，学生

只能够掌握一定的理论

知识，学生的实践能力

却得不到培养和提升 

1.2 教学模式生硬僵化 

并不是所有的计算机教师都达到了能够进行

计算机课程教学的水准，有一部分教师没有经历过

一定的职业技能培训，无论是专业能力还是教育教

学能力都不满足计算机课程教师的需求，而对于计

算机课程教学也不够重视，因此也导致学生的学习

情况非常不理想，而同时由于学校对计算机课程教

学不够重视，也没有配备充足的计算机课程教学所

需要的设备，导致部分计算机教学活动难以开展。 

  在我国计算机教育教学中，存在教育体制僵化

的问题，所谓的教育体制僵化其实指的就是随着时

代的发展和变化，计算机课程体系和课程设置虽然

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计算机课程教学模

式依然是采用着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而在传统的

教育教学模式下，学生只能够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

学生的实践能力却得不到培养和提升，然而计算机

课程的教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计算机应用型人才，

因此采用传统教育教学模式与培养计算机应用型

人才就产生了冲突，导致计算机人才培养的目的无

法达成。 

2. 实践性为导向的计算机教学模式的提

出 

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计算机技术的重要

性可以随时体现在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

面，我们已经很难脱离网络和计算机技术，计

算机操作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人素质的重要

指标。然而，在我国目前的计算机教学工作中，

理论知识的教学大多被作为教学内容的主要

方面，而忽视了以实践操作能力为核的培养心。

因此,许多毕业生在就职后对专业技能的应用

感到茫然,因此企业需要为他们提供额外的职

业技能培训，这使得工作成本进一步提高，对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学生会因为培训的额

外开支而放弃他们所学的专业。这是对早期投

入的教学资源的极大浪费。无论从哪个方面来

看，这一结果对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

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相应地，学生毕业后各

环节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对教育工作提出了很

大的质疑。为了解决当前计算机技术教学工作

中的各种矛盾，培养一批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

新型计算机人才，“以实践为导向的计算机教

学改革策略”也应运而生。 

3.以实践性为导向的计算机技术人才培养

策略 

3.1 强化对计算机技术重要性的普及宣传
工作 

有关于计算机技术教育教学，我国有关教育部

门应该对高校施加一定的压力，使高校意识到计算

机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之后意识到了计算机人才培

养的重要性，高校才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并完善计

算机教育教学体系。而在高校意识到了计算机教育

教学，到重要性之后，高校就应该加强对计算机技

术的宣传，让学生也意识到计算机技术的重要性，

并使学生积极学习计算机技术，掌握计算机技术。

即使对于不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而言，计算机技术

也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就业的作用，在当前的人才

市场上，企业也会对学生的计算机技术水平有一定

的要求，如果学生能够具备一定的计算机基础，那

么学生也就具备着一定的就业优势。 

以实践性为导向的计算机技术人才培养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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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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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不够，

那么教师

就无法为

学生答疑

解惑，而学

无止境，教

师应该具

备终身学

习的思想，

而学校也

要在计算

机教育教

学中投入

更多的资

金，为计算

机教育教

学配备更

多的设备，

尽可能的

提升对应

用型计算

机人才的

培养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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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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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主观

能动性，让

学生感受

到计算机

知识的魅

力，并愿意

主动学习

计算机知

识，而学习

计算机技

术其实也

能够培养

学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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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面。 

型人才，有

必要通过

对各种教

学案例的

分析，向学

生传递实

用的专业

知识。教师

需要掌握

计算机技

术领域的

最新发展

动态，及时

对技术发

展的现状

做出反应，

对未来技

术发展的

方向做出

一定的预
测。 

3.2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改善教学模式 

教师的职业要求就是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

因为如果教师的专业能力不够，那么教师就无法为

学生答疑解惑，而学无止境，教师应该具备终身学

习的思想，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进步，也

学习和掌握更多的计算机先进理念，对此方面高校

也应该积极组织教师进行培训，提升教师的专业能

力，帮助教师完善自身的职业水准，传统教育教学

模式在过去给教育教学带来了很多便利，也为我国

培养了非常多的专业人才，但是，当前时代仍在改

变，必须要打破传统教育教学的限制，才能够更好

的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而就计算机教育教学的革

新而言，应该以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为主，为学生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学习

道路。而学校也要在计算机教育教学中投入更多的

资金，为计算机教育教学配备更多的设备，尽可能

的提升对应用型计算机人才的培养有效性。 

3.3 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动手能力 

因为计算机技术会不断更新，所以学生也应该

在掌握计算机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提高自身的实

践操作能力。因为实践操作是应于现实中的，学生

如果能够掌握计算机技术的实践操作原理，那么即

使计算机技术不断更新和发展，也能够对计算机技

术进行合理的应用。而为了学生能够投注更多的精

力在计算机技术的学习中，教师应该积极调动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感受到计算机知识的魅力，

并愿意主动学习计算机知识，而学习计算机技术其

实也能够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帮助学生拓展知识面。

当然教师也可以通过和学生之间进行良好的交流

和沟通，来调动学生学习的动力，而通过日常实践

以及实习，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都能够得到一定

程度的提升，从这里也体现出了实践在计算机教育

教学中的重要性。 

3.4 加强计算机教学领域的信息流通 

为了培养新型应用型人才，有必要通过对各种

教学案例的分析，向学生传递实用的专业知识。例

如，当学习网络内容时，教师可以利用公司的网络

管理案例来教学，步调有序地传授给学生。因此，

教师需要掌握计算机技术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及

时对技术发展的现状做出反应，对未来技术发展的

方向做出一定的预测。学校还应加强与部分企业的

合作，实现订单式人才的培养，这样不仅可以解决

未来学生的就业问题，而且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更

有针对性，有利于教育教学资源的节约与合理利用。 

4.结语 

  总而言之，虽然目前的计算机教育教学中还有

很多问题存在，但是为了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符合

要求的计算机技术应用人才，学校还应该加强对计

算机人才的培养，并不断摸索计算机教育教学改革

之路，而教师在其中也应该付出一定的努力，提升

学生对计算机技术学习的重视，给予学生更多的实

践机会，让学生在实践中得到计算机技术应用能力

的提升，而这样也能够使学生更加贴近社会对人才

的需求，也变相缩短了学生的上岗时间，提高了学

生的就业竞争力，使学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也能

够不落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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