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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课堂”背景下初中化学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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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依据新课程标准要求，以及“田园教育”创建“生态课堂”的理念和教学实践，对“生态课堂”背
景下初中化学学习兴趣激发策略进行了策略实践研究。首先开展了保山市实验中学的初中化学学习兴趣
现状调查分析；其次，通过贯彻“生态课堂”理念、结合实际生活、采取灵活教学方法、提升教师综合
素养等四种实施策略来激发学生初中化学的学习兴趣。通过“生态课堂”背景下初中化学学习兴趣激发
策略研究，有助于一线教师不断地去反思课堂教学的现状，改变教学中现有的传统旧观念，让学生愿学
化学、乐学化学、会学化学，以提高初中化学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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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lassroom” created
by “pastoral education”,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strategies of stimulating
interest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chemistry lear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lassroom”. Firstl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emistry learning interest in Baoshan Experimental Middle School was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Secondly, four strategies, including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lassroom”, combining with real life, adopting flexible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ing teachers’ comprehensive quality, were adopted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chemistry learn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Through the study of strategies for stimulating junior
middle school chemistry learning interes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lassroom”, it is
helpful for frontline teachers to constantly reflect on the status quo of classroom teaching, change
the existing traditional and old ideas in teaching. Students will take the initiative to learn chemistry, and the quality of chemistry classroom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will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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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版的《义务教育化学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使每一个学生以愉快的心情去学习生动有趣的
化学，激励学生积极探究化学变化的奥秘，增强学生化学学习的兴趣和能力”[1] [2]。在“生态课堂”的
理念中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倡导以学生为主体，关注每个学生差异，做有生命、有温度的教育。多年
的一线初中化学教学实践发现，近年来，就本校学生来说对化学学习的兴趣呈现出下降趋势，特别到了
初中化学课程学习的中期和后期，学生的化学学习兴趣不浓就表现得更加突出，学生缺乏自主学习兴趣，
多为被动式的接受，甚至出现厌学化学的现象，这直接影响实际的教学效果[3] [4]。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充足的学习兴趣是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动力[5] [6]。本文从生态课堂的角度出发实践探究生态课堂理
念下初中生化学学习激发策略，以期不断提高初中化学课堂教学效果，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 以本校为例的初中生化学学习兴趣现状分析
基于“田园教育”的生态课堂教学理念，特别强调让学生健康成长，尊重学生，突出学生的个性，
使学生在课堂活动中积极主动，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在课堂教学中不断激发学生学习，使学生
从“学会”到“会学”，所以兴趣至关重要。保山市实验中学地处乡下，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大部分
学生不想学，怕学、对学习不感兴趣。在现有基础上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教师首先需要思考的问
题，充分发挥团体优势，结合教学实践经验，发挥创新精神，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和课堂教学方式，从而
提高学生的化学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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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保山市实验中学九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化学学习兴趣问卷抽样调查，并结合笔者的一线
教学实践经验分析发现，大多数初中学生对于化学学习还是有兴趣的，在发放的 150 份问卷调查中“你
对化学感兴趣吗？”这一题中选择“很感兴趣”的占了 69%，“有点兴趣”的占 22%，选择的占了 9%。
根据调查数据，选择“有点兴趣”和“不感兴趣”的这部分学生需激发和增强他们的化学学习兴趣和化
学学习的信心。在对其他调查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除课堂教学外多数学生表示还希望通过新闻媒介，
讲座，化学课外活动，等方式来获取化学知识。调查也显示，绝大多数学生喜欢做化学实验，并认为化
学实验教学对化学学习有帮助。被调查对象中的 80%以上的学生认为，会因为喜欢化学老师而喜欢化学
课，他们认为教师水平高，讲课生动，能灵活使用多种教学方法，上课认真，对教学有热情，尊重关心
学生，学识渊博，能使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中等等，是化学应该具备的专业素质。在最后的“简略谈
谈你感兴趣的化学课是什么样的”多数提到希望学到的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化学知识，希望在中考复
习课也能有趣的进行等。这样的分析可以使教师发现问题，了解情况，以便找到有效的化学学习兴趣激
发策略。

3. 激发学生的化学学习兴趣的策略
3.1. 贯彻“生态课堂”理念激发学习兴趣
“生态课堂”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关注每个学生差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做有生命、有温度
的教育。因此，教学实践发现，小组合作学习是实施生态互动课堂教学模式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小
组合作学习充分调动了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它使师生间保持平等的交流与互动，既避免了教师的“一
讲到底”，也避免了学生的“晕晕乎乎”，同时还杜绝了初中化学课堂“虚假繁荣”的现象，是符合生
态课堂理念的一种科学的教学方法。在初中化学课堂中强化小组合作学习，教师要注意做到三点：1) 注
意“同组异质，异组同质”的原则分组。分组是小组合作学习的第一步，它有利于学生之间更好地互动
学习。2) 要注意教师的指导与启发作用。3) 注重评价反馈。评价反馈是师生、生生深化交流互动的基础。
例如，在“质量守恒定律”一课教学时，教师就可以采用小组合作学习加实验探究教学法进行教学，指
导学生理解与掌握质量守恒定律的相关基础知识。教师科学对学生进行分组后，按照实验探究教学的思
想，首先创设情境，激起学生解决质量是否守恒的问题的兴趣，接着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让学生自
主设计、实施实验来验证质量守恒定律，在小组合作完成 4 组验证实验的过程中，教师要鼓励小组间多
交流，当学生互动交流遭遇困境时，教师应进行观察并对学生的探究情况及时给予指导与点拨，进而提
高生生互动的效率。最后，教师在评价时要充分尊重学生的学习成果，对其进行科学、公正、客观的激
励性评价，进而促进生态互动化学课堂的构建。
田园教育是一种开放的回归自然，回归生活的，注重学生自我体验的教育，而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
基础的科学，因此，化学学习兴趣的激发要最大限度的发挥实验的作用，做到平时的课堂教学与各种演
示实验、分组实验、探究实验相结合，引导学生在实验中自主学习相关知识。

3.2. 结合实际生活激发学习兴趣
学以致用是学习的重要目的，也是学生学习的动力之一，一线教师应该整合本学段的教学内容，精
心设计教学活动，让学生体会到化学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生活处处有化学，从而激发学生的化学学习兴
趣。比如，结合初中学段的教学内容，在对空气、水、碳以及碳氧化物，金属材料以及人体的营养元素
等这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进行教学时，就应该紧密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进行教学，这样既可以让学
生体验生活中的化学，又可以激发学生的化学学习兴趣。比如，结合我校地处农村的实际，从多年的化
学教学实践中，我觉得影响学生学习兴趣的因素主要是三个方面：教学环境、学生自身因素、生活知识。
DOI: 10.12677/ces.2021.91020

120

创新教育研究

张春燕

在农村，父母文化程度都不太高，也不太关注孩子的学习，有的甚至常年在外打工，学习氛围较差。在
初三阶段，学生的学习压力很大，生活比较单调，而且初三的学生学习两极分化尤为突出，有少部分学
生每天好好学习，有的甚至彻底放弃学习，上课时看课外书，玩手机、打游戏。如果一开始就能激发起
学生的学习兴趣，让那些没有自信，已经放弃学习的、不爱学习的学生慢慢地重新找回学习的兴趣，树
立起信心，走进学习的轨道，提高学习成绩。在教学利用农村常见的植物来提取酸碱指示剂，同时测定
一些学生感兴趣的物质的酸碱性，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化学学习兴趣。在学习水的净化这一内容时，可以
从学校附近水域取水样进行水的净化实验，让学生体会能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成就感，同时可以
组织学生自制简易的家庭净水器，并让学生自己对身边的水进行净化。燃烧与灭火这一单元教学，既要
引导学生结合生活中的实际例子学习燃烧现象和灭火的原理、方法，还可以开展活动让学生学习一些消
防安全实用知识，如学习正确使用灭火器等。
教师在思考如何积极带动课堂氛围，如何让学生的积极性调到最大化的同时，亦不能忽略学生课外
这个学生非常活跃的时间段。可以合理利用学生课下活跃的特点，将化学学习探究带到课下，由教师引
领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比如学习《爱护水资源》这一课题时老师可以带领学生们到学校周围
的河流或者水库等水源地进行调查，详细了解水体污染的基本情况，让学生们更加清楚地了解生活中各
种类型的垃圾对水资源和环境各方面的污染，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化学本就是一门非常贴近生活的
科学，把化学学习融入到生活中能够让学生时刻感受化学的作用和魅力，并加深对化学的认识和提升学
生的化学科学素养。

3.3. 采取灵活教学方法激发学习兴趣
化学是在九年级才新开的一门学科，初三学生在没有任何基础情况下其实是很难直接受一些抽象的
化学概念与化学原理的。所以，教师课堂上如果不注意教学方法策略一味的只利用化学术语来进行“满
堂灌”式的教学，会让学生对所学知识一知半解，模模糊糊，此时，最容易消磨他们的兴趣，效果只会
事倍功半。因此，教师应该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应该灵活应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教学活动。
在本课题研究期间，进行实际教学实践研究过程中，重点选取了人教版《金刚石、石墨、C60》，《二
氧化碳的性质》，《自制酸碱指示剂》以及学业水平考试复习课《化学符号周围数字的含义》，《化学
推断题复习》进行实践研究时发现，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在激发学生化学学习兴趣上
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在《自制酸碱指示剂》一课中，课堂导入采用小魔术变色的纸花，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让学生感知化学的有趣之处，同时课堂教学过程中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法，实验探究法，问题引导
教学法多种教学法结合，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教学，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参与度高，同时结合我校地处农
村的实际，在教学利用农村常见的植物来提取酸碱指示剂，同时测定一些学生感兴趣的物质的酸碱性，
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化学学习兴趣。再例如，利用创设情景的教学方式，从意大利“死狗洞”这个故事来
引入主题，在讲解故事的同时让学生分析二氧化碳所具有的性质及特点，整个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学生
也能够很快的理解新知识。据此教学实践的启发，笔者认为教师应该紧密结合初中学段化学教学特定内
容采取灵活多样教学方法进行兴趣激发策略是有实际效果的。

3.4. 提升教师综合素养激发学习兴趣
本次调查问卷分析，有近 80%的学生认为会因为喜欢化学老师而化学课，因此“亲其师，才能信其
道”再次得到验证。根据初中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实际的教学实践经验发现，初中学生还缺乏自主学习、
自主思考的能力，即初中生还有很强的依赖性。此时，教师就是学生思想和行动上的引领者，一位有魅
力的教师可以让学生的喜欢，从而使学生用心学习化学。化学概念、理论是非常枯燥的，甚至有些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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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抽象的，当学生在化学学习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就易产生挫败感，此时若不能及时解决学生的情
绪问题，就容易引起厌学。而有较强教学能力和优秀人格魅力的教师能够积极有效地影响学生的化学学
习兴趣和学习信心，这样学生就会更有信心的、主动的去克服这些困难，并愿意去努力突破这些难关。
首先，教师要努力学习更多的、更新的专业知识，要让学生感受到教师在化学领域知识是十分丰富
的，这样才能让学生产生崇拜感，就会成为学生心中的学习榜样。其次，教师要责有强烈的责任感，懂
得真正的去尊重学生，及时解决学生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这样才能激发起学生
对化学学习的兴趣。通过以上两点的不断强化，才能提升一名教师的专业素质和人格魅力，成为学生心
中喜欢的一名化学老师。

4. 结语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第一驱动力，兴趣是主动学习的基础。本文针对“生态课堂”背景下初中化学学
习兴趣激发策略进行了策略实践研究。完成了保山市实验中学的初中化学学习兴趣现状调查分析，基于
学生学习兴趣现状，通过贯彻“生态课堂”理念、结合实际生活、采取灵活教学方法、提升教师综合素
养等四种实施策略来激发学生初中化学的学习兴趣。通过初中化学学习兴趣激发策略的实施，所授课程
学生学习主动性大幅提高，课堂氛围活跃，学生学习成绩提高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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