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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论述科学素养诸要素中知识的地位与作用 ,然后试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应该学习的化学核心知

识与形成的化学学科意识。

关键词 :科学素养 ;化学核心知识 ;化学学科意识

文章编号 :1005 - 6629 (2004) 03 - 0001 - 02 　　中图分类号 : G632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传统的科学教育以掌握知识与技能为目标。

理解原理、记住结论、熟练解题和掌握技能成了学生

学习的全部内容。学生虽然学了不少科学知识 ,但是

不能全面地理解科学的本质 ,有效地学习科学思想与

方法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即便是科学知识 ,由于接

受的都是书本上的间接知识 ,学生对于知识的发现与

应用没有亲身的体验 ,因而对于知识难以有深刻的理

解 ,知识不能有效地内化为学识与智慧 ,习得的技能

也难以有效地转化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的

学生不会质疑 ,迁移能力差 ,更不可能有创新意识 ,难

以面对现在 ,更不能很好地应对未来。

新一轮课程改革转变我国长期以来将科学教育

等同于科学知识教学的观念 ,将科学教育的目标扩展

并提升为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那末 ,知识的重要性

是不是减弱了 ? 在科学素养诸要素 (知识与技能 ,过

程、方法与能力 ,态度、情感与价值观 ,对于科学、技术

与社会的理解) 中 ,知识处在什么位置 ,起到什么作

用 ? 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学习哪些化学核心知识 ? 形

成哪些化学学科意识 ?

1 　在科学素养诸要素中知识的地位与作用

有人说知识更新很快 ,现在学的知识也许几年后

就陈旧了 ,因此知识仅仅是培养能力和素养的载体。

任何知识都是相对真理 ,都是逐步地逼近绝对真

理。例如对于氧化的认识 :从氧化就是与氧气反应 ,

到脱氢也是氧化 ,到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就是失得电

子 ,失去的是最高被占轨道的电子 ,得到的则在最低

空轨道上。总之 ,认识总是逐渐深化的 ,后面的认识

总是包含与修正前面的认识。因此 ,我们不仅要学习

最新的知识 ,而且还要清除那些已经过时的认识 ,适

时地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当然 ,真理不以发现的先

后 (或新旧)为判据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在基础教学中 ,“氧化”也许仍然得从与氧气反应讲

起 ,但是不能把它讲死了 ,不能讲成绝对真理。概念

是在发展的。基础教育也要与时俱进。

那么 ,知识更新的周期是不是如有些人说的只有

几年 ? 我认为要具体分析 ,例如 ,对于微观体系与高

速运动的物体 ,牛顿力学是不适用的 ,但是对于速度

远小于光速的宏观体系 ,仍然在起作用。神舟五号成

功发射、准确入轨、安全返回 ,靠的仍是牛顿力学。因

此 ,我认为通常说的知识老化 ,更多的是指技术老化

与设备老化。

课程目标的扩展与提升并不意味着知识变得无

足轻重了。相反 ,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中 ,知识的

生产、分配与消费 (使用)成为最重要的因素。知识的

消费与传统商品的消费特性不同 ,知识使用后非但不

会贬值 ,不会磨损、折旧 ,而且用得越多 ,知识的价值

越高。所以我认为 ,应该理直气壮地说知识重要。科

学知识本身就是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起着基础

的作用。同时 ,知识又是学习方法、体验过程、培养能

力和理解科学、技术和社会关系的载体。

2 　基础教育阶段化学核心的基础知识与化学学

科意识

知识不等于智慧。学习化学知识的目的 ,最终是

为了形成化学学科意识 ,将知识变成智慧。那么 ,应

该学习哪些化学核心知识与形成哪些学科意识呢[1 ] ?

(1)世界是物质的。化学研究物质的两个层次 :原

子与分子 ,重点是分子。原子、分子不仅是抽象的理论

模型 ,而且还是实实在在的客体 ,可以进行搬动。层次

之间彼此关联 ,分子层次的研究既要向更小的层次原

子、电子深入 ,又要向分子以上层次 ,直至宏观推进。
(2)自然界的物质 ,大至天体 ,小至微生物 ,无论

是无生命的 ,还是有生命的 (包括人在内) ,皆由化学

元素组成。正式命名的 110 种元素 ,按原子核内质子

数的递增有序地排在元素周期表中。物质是多样的 ,

其元素组成又是统一的。
(3)结构决定性质。同种元素由于原子间的结合方

式不同 ,导致物质诸多性质的不同 ;组成相同 ,原子的连

接顺序相同 ,彼此间的作用力也相同 ,仅仅是在空间的排

列不同 ,也会导致性质的显著差异。结构的层次性与复

杂性决定了万千世界物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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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化学运动是七大基本运动 (机械运动、电磁

运动、热运动、化学运动、基本粒子运动、生命运动、

意识与思维)之一。“化学反应”是化学研究的中心

问题。化学反应的类型繁多 ,对反应条件极为敏感。

研究化学反应 ,人们不仅重视物质的变化和质量的

守恒 ,而且重视与之相关的能量与混乱度的变化。

通过化学反应不仅能够认识物质 ,分离物质 ,而且还

能合成物质。不仅能够合成自然界已经存在的物

质 ,而且还能合成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物质。合成

是化学家改造世界、保护世界的有力手段。化工生

产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5)提高反应速率是实现化学反应的关键因素

之一。催化剂能够改变化学反应的速率。
(6)任何物质对于人类来说都有两面性[2 ] 。不

能认为人工合成的一定是有毒的 ,天然存在的一定

是安全的。有毒还是无毒 ,有害还是无害 ,关键是物

质的量与使用的场合。化学能够帮助人们了解物质

的性质与变化的规律 ,了解物质两面性的本质 ,这是

人们趋利避害 ,合理使用物质的基础。
(7)正视化学品和传统化学过程对于人类带来的

负面影响 ,在积极治理污染的同时 ,努力发展绿色化

学。要让学生具有绿色化学的意识 ,学会判断哪些反

应符合绿色化学的要求 ,哪些反应不符合绿色化学的

要求。
(8)化学原理反映客观规律 ,规律本身是中性

的、客观存在的。面对到处存在的化学过程 ,人们必

须遵循客观规律办事 ,否则就要受到惩罚。

我认为多少年后 ,学生可能忘记很多具体的化

学知识 ,但是以上八条则应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成为

认识物质、做出相关判断的出发点与基本依据。当

然 ,以上八条能否概括化学核心的基础知识与化学

学科意识 ,表达是否科学 ,要求是否得当 ,可以讨论、

修正与完善。至于在课程建设与化学教学中如何实

践 ,更需要我们付出辛劳 ,倾注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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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23 页) 结束的程序安排上 ,在教学的提问、答

疑、讨论的组织上 ,在教学语言与非语言的表达方式

上都要立足学习者的需要 ,做到有备而教 ,教而有

思 ,思而有得。

反思学生主体性参与 　课堂教学的内核在于发

展学生的主体性。当代课堂教学要走出单向灌输 ,

必须强化学生的主体参与。在课堂教学中要震动知

觉、撞击思维、体现操作。只有学生在知觉、思维、操

作等多层面上充分体现主体的参与性 ,才会有生动

的接受、体验和创意。

反思课堂教学的调控 　要根据课堂情况的变

化 ,及时调整教学课堂计划。客观地讲 ,教案再完

善 ,也难免有与实际不符的地方 ,要根据计划的实施

———探究问题 ,解决问题的推进 ,统筹全局 ,调控课

堂 ,随机应变 ,灵活掌握 ,合理组织反思实践。

反思学习策略的指导　从学法指导入手 ,是教会

学生学习实现学生发展要求的重要途径。教师在反

思自己的教学过程中 ,要把掌握的朴素而有效的方法

通过归纳总结提升 ,使之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

以化学学习为例 ,可把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分解

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启发学生学会阅读教材 ,理解并归

纳重要内容。以化学概念和原理为主的课题比较适

合于这种自学方法 ;第二层次是引导学生学会整理

笔记 ,比较、归纳知识 ,形成知识体系。以原子结构

初步知识为指导来认识元素族性质变化规律的律前

元素的课题比较适合于这类自学方法 ;第三层次是

引导学生学会独立感知材料获取信息 ,并且将新信

息与原有知识结合 ,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强

调结构与周期律理论的指导作用 ,体现“构 ———位

———性”三者统一关系的律后元素的课题比较适合

于这类自学方法。最后一个层次是引导学生进行小

课题研究。从众多的化学学习的内容中精选基本、

典型、具有广泛迁移价值的小课题 ,让学生结合化学

知识和技能 ,运用科学方法 ,进行究其本质规律的学

习和探究 ,这是学生自学能力的一个质的飞跃。

反思性教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实践过程 ,最后要

分析和处理材料 ,得出初步结论 ,写出反思性教学后

记或实验报告或教研论文等。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

反思性教学周期 ,教师要学会从选题到验征假设以

及形成研究结论的全过程 ,努力使自己成为会运用

科学方法解决教学问题的反思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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