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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链接还生物课勃勃生机
陆晖

录
名师反
思

理论链接实践
实践，是学生成长和发展的
重要途径。注重实践学习、加强
实践锻炼、构建实践平台，无疑
是对我国长久以来注重坐而论
道、忽视培育实践和操作能力的
教育传统的超越。教学中，我既
关注理论的实践来源，更重视理
论对实践的指导与运用，让学生
知其然而动，知其所以然而谋。
在教学“植物光合作用的发
现史”一课时，我发现教材中忽
略了一些史料。早在两千多年
前，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
德认为，植物体是由“土壤汁”
构成的，即植物生长发育所需的
物质完全来自土壤。这一观点统
治了西方将近两千年。1648 年，
比利时科学家海尔蒙特对此产生
了怀疑，于是，他设计了这样一
个实验：把一棵重 2.5 千克的柳树
苗栽种到一个木桶里，木桶里盛
有事先称过重量的干燥土壤。此
后，他每天只用纯净的雨水浇灌
树苗。5 年以后，柳树增重 80 多
千克，而土壤干重却只减少了 100
克。海尔蒙特因此提出了“建造
植物体的原料是水分”这一观
点。很显然，当时他并没有考虑
到空气的作用。这两个不在课本
上的史料讲还是不讲呢？我犹豫
了。讲吧，课堂上时间紧、任务
重，非主流的问题有必要交代
吗？不讲吧，似乎割裂了光合作
用被发现过程中完整的来龙去

人物介绍

生命科学本来源自大自然、
源自人们生产生活，应当是最接
地气的一门学科。然而，由于课
本中头绪众多，知识点繁杂，体
系性、逻辑性不太强，加之不少
教师照本宣科的讲授，使得很多
学生觉得生物学枯燥乏味，上课
容易走神，提不起兴致。在多年
的课堂教学实践中，我发现，每
当学生在实验室里做生物实验，
或走进大自然实地考察，或参观
高新生物科技企业，甚至在课堂
上听教师讲到与他们的身边生
活、熟知事件密切相关的教学内
容时，他们的学习热情、探索欲
望一下子就冒出来了，生物课堂
立即活跃起来！为什么呢？我
想，这是此时的生物课接上了地
气：大地之气，自然之气，生活
之气。
那么，如何才能“让生物课
接上地气”呢？长期的教学探索
中，我发觉，要做到这一点其实
并不难，教师只需有意识地强化
三个链接，就完全可以避免把
“生物”教成“死物”，还生物课
堂以生机勃勃的鲜活气象！

陆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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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最后，我还是决定快速补充
疲，不少学生甚至几次三番将自
这两个史料，然后再开始承接课
己的设计方案推倒重来。等到真
本上 1771 年英国科学家普里斯特
正的园林设计师走进校园时，竟
利设计的“植物更新空气”实验
然采纳了学生们提出的一些独到
以及随后多个科学家的探索实
的设想和建议，这让学生们欣喜
验。这个故事学生们听得津津有
不已，充满成就感！
味，由此他们不仅看见了理论背
后的思维脉络，也看见了知识背
课堂链接生活
后的实践支撑，更懂得了真理是
在一次次叩响谬误之门后，才逐
教育的外延就是生活的外
渐被修正而诞生的，同时也深刻
延，在日常教学中，我力求将每
地理解了光合作用各要素的作用
个知识点的展开都从学生熟知的
和内涵。
生活经验出发，用鲜活的生活情
正如德国著名地理学家赫特
境来包裹教学的核心问题，引导
纳所言：“要完全理解现在，永远
学生在特定的氛围中涌起情感波
只有从历史出发才有可能。同
澜，激发学习动机和探索欲望。
样，要充分理解一种科学，也永
在“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一课
远只有详细研究它的历史发展，
的教学中，我抛给学生的问题
才有可能。”当下很多教师为赶教
是：“同学们有过这样的体验吗？
学进度，往往容易忽视学科科学
我们去超市买菜的时候，往往看
史教学，忽视理论背后的实践活
见肉类的价格比蔬菜贵，从生态
动，就使得理论失去了链接实践
系统能量流动的角度来看，你能
的良好机会，无法真正落地。
解释这是为什么吗？”进而引出生
理论同样需要在实践中加以
态系统能量流动的“十分之一定
应用并指导实践。还是在学校筹
律”。在“人和高等动物水盐平衡
建新校区之初，我就将学校生物
的调节”一课的教学中，我问学
园的设计、建设和管理作为生物
生：“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在天冷
课研究性学习的活动主题交由学
时还是天热时尿多？”引导学生进
生自己来完成，让他们将课堂上
入正题：“人和高等动物在不同的
获得的理论知识在具体的实践中
温度环境里是如何调节水盐平衡
加以运用和拓展，学以致用，知
的。
”
行并进。活动开始后，学生们就
在讲授“生态工程”一节
像科学家那样全力以赴地进行实
时，我觉得，如果让学生一下子
地 考 察 、 计 算 设 计 、 方 案 评 估、 “生吞活剥”生态工程的若干原理
模型建构，兴致勃勃，乐此不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并且课

本所举的一些事例离学生生活的
地域和日常生活状态很远。于
是，我就利用学校开展综合实践
活动的机会，带领学生们来到作
为国家农业高科技园区的深圳特
区光明农场，让学生实地考察珠
三角地区特有的历史悠久的桑基鱼
塘。这节课就是站在鱼塘旁边上
的，我启发学生深入理解池埂种
桑、桑叶养蚕、蚕茧缫丝、缫丝废
水养鱼、鱼粪等河泥肥桑的高效人
工生态系统，亲身感受我国劳动人
民卓越的智慧和创造。在桑树林里
除草，给鱼塘施肥，将农场的蚁蚕
带回家学习养蚕，这对城里长大的
学生们来说，都有着不可抗拒的吸
引力。学生们还给农场技术员提了
很多建议，诸如在桑树林里放养走
地鸡、在鱼塘水面种植浮床蔬菜、
防止水体富营养化等很有见地的好
点子，让我感到既在意料之外，又
在情理之中。
让教学回归生活，通过课堂再
现生活，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
去，不仅大大增强了教学的真实
性、趣味性、有效性，还能潜移默
化地影响学生们的世界观、价值
观、科学观，促使他们达到知情意
行合一的理想状态！

学习链接未来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戴维·珀金
斯说：“教育的任务不仅是传递已经
打开的盒子里面的内容，更应当培

养学习者对尚未打开的盒子和即将
打开的盒子里面内容的好奇心。”正
所谓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这
并不是一个无从解决的矛盾，而是
―项振奋人心的任务。
一对基因能够为一个国家带来
希望，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
生，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细胞或许隐
藏着重大的遗传奥秘……进入 21 世
纪后，生命科学和技术的成果正在
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富含胡萝卜素
的金大米，能生产人胰岛素的大肠
杆菌，植入了海蜇发光基因的街边
树，能分解泄漏石油多种成分的
“超级细菌”，前景无限的干细胞技
术……教师应当充满激情地向学生
展现这些波澜壮丽的生命画卷，让
学习链接未来。
在进行“免疫调节”一节课的
教学时，我给学生们讲了“柏林病
人”的故事。蒂莫西·雷·布朗是
一名美国白血病患者，并同时患有
艾滋病，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
2007 年他来到德国柏林找到了胡特
医生，胡特医生看他白血病更严重
些，就做出了决定：进行骨髓干细
胞移植，先治白血病。结果出人意
料，这次骨髓移植不仅将布朗的白
血病治愈了，还把他的艾滋病也在
不经意间给治好了，否定了艾滋病
无法被治愈的残酷现实。这是小概
率的个案还是具有普遍性？是可以
复制的还是无法再现的？免疫系统
的作用机制、干细胞的遗传语言到
底是怎样的？此时的课堂鸦雀无
声，学生们的眼睛都亮了！
多 少 年 来 ， 生 命 现 象 最 复 杂、
最神奇，同时也最难以搞清楚，但
却始终吸引着人们孜孜不倦地去探
寻：为什么小小的细胞结构哪怕是
原核细胞都是人工难以模仿制造
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过时了
吗？怎么解释寒武纪出现的物种大
爆发？在进化地位上越高等的生
物，是否适应能力就越强？等等，
每次讲授到这些相关教学内容时，
我都会跟学生说，生命科学无穷无
尽的奥秘是当下科学家无法完全解
释清楚的，留待你们未来去将这些
问号拉直成感叹号。当学生们对生
命奥秘的好奇一旦转化为恒久不变
的志趣的时候，科学的种子就悄然
播下了，为他们的明天插上腾飞的
翅膀。
在持续的教学探索中，我慢慢
凝练出自己的教学理念：“关注生
活、关注发展、关注生命。”“关注
生活”体现了对学生的现实关怀，
“关注发展”体现了对学生的未来关
怀，“关注生命”体现了对学生的终
身关怀。三个关注中，我把“关注
生活”放在首位，就是强调教学需
下移重心，接上地气。只有接地
气，才能将生物知识教得仿佛河里
的鱼儿一样鲜活生动，才能让学生
感觉到生命科学不仅有用，而且有
趣、有魅力，让他们爱上生物课，
从此开始发展自身，丰盈生命。

历史教师如何重塑自身形象
中的大事小事。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教育是一项长久的事业，
是用心的事业，需要教师具有
现在许多学生觉得历史课堂 “润物细无声”的耐心和恒心。古
很枯燥，历史教师很“无聊”。我
往 今 来 的 那 些 教 育 大 师 如 孔 子、
认为，作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
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等，无一
应当思考如何改变或重塑自己的
不是以持之以恒、求真务实的敬
形象，同时提高自己的职业成就
业精神才成就伟业而博得后人敬
感 和 幸 福 感 。 我 想 应 当 在 师 德、
仰的。
学识和教法这三个方面多下功
随着时代和教育本身的发
展，现在的教育教学工作越来越
夫，努力向“高”“富”“帅”目
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时代性，
标挺进。
高效的教学效能是时代的需求。
“高”，即师德高尚。作为一
历史教师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更
名中学历史教师，首先必须具备
高尚的职业道德、崇高的敬业精
新自己的知识，拥有更丰富独到
神和高效的教学效能。
的学识，才能在教育教学上达到
教 师 是 人 类 灵 魂 的 工 程 师 。 课程标准的要求，才能真正做到
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
因材施教。
强烈的导向性和示范性，教师只
“富”，即学富五车。一名优
有自身品德高尚才能在教育教学
秀的中学历史教师，必得具备广
上从正面影响学生；同时，教师
博的专业知识、丰富的教育理论
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自然也
和多样的教学思路，只有这样在
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和终
历史课堂上才能打动学生、吸引
身成长。
学生。
爱岗敬业、甘于奉献是教师
一个中学历史教师的知识面
的传统美德。教师只有意识到教
有多广、专业水平有多深，课堂
育的社会和道德责任，才能尽职
就有多精彩。中学历史涉及古今
尽责全力以赴地去对待教育教学
中外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过程和

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涵盖的知
师必须具有多样的教学思维、广阔
识 内 容 非 常 丰 富 和 鲜 活 ， 政 治、
的教学视野和灵动的教学智慧，古
军事、经济、文化、天文、地理
为今用，西为中用，善于因势利
等内容无所不包。这就决定了中
导，拓展延伸，让学生的思维受到
学历史教师必须有终身学习的意
启迪，情感得到升华。
识，注重长期的学习和积累，钻
“帅”，即教法合适恰当、有灵
研教材，才能厚积薄发、水到渠
气、有效果。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
成地把历史课上得深入浅出，生
过程中如何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
动出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来讲解知识，教学方法是否恰当非
这永远应当是历史教师的终身座
常关键。
右铭。
教学手段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
没有理论厚度的知识只是简
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知之者
单堆砌。如果认为学生大脑是个
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筐，什么都可往里装，那就大错
要激发学生的兴趣，最好是让学生
特错了！有时学生学得越多越没
参与探索过程并获得喜悦的体验。
头绪。中学历史既是一门基础性
例如：讲述昭君出塞的时候，适当
的人文学科，也是一门涵盖内容
补充画师毛延寿的贪婪和汉元帝的
极为丰富的专业性学科。中学教
昏庸故事，突出王昭君的大美不
师必须具有扎实的教育教学理论
言；讲先秦史时适当引导学生辩论
和 专 业 的 学 科 素 养 ， 如 唯 物 史 “商鞅变法使秦国走向强大，商鞅却
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发展
死于自己发明的酷刑，他是死得其
史观等史学观点，这样才能在教
所吗？”中学历史头绪繁多，有时难
学上帮助学生串起知识点，架起
免枯燥乏味，教师要善于通过设计
主题框架，拨云见日，事半功倍
教学环节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地达到教学的最佳效果。
只要符合学生实际，有利于学生学
多样的教学思路有助于展现
习成长，不妨大胆尝试。
教师的专业广度及独特魅力。历
历史学科的多元化趋势，使得
史知识的包罗万象决定了历史教
历史教师必须具有多学科的文化

⦾现身说教

教师的眼神烙在
学生心上
刘军
作为一线体育教师，不管是在平时的课堂教
学中，还是在外出观摩听课时，对于课堂教学中
如何用好“眼神”
，我印象深刻，也深有体会。

巧用“兼顾”眼神
记得一次体育课上，队伍后侧的一名学生上
课时一直在东张西望，做小动作，整节课几乎没
有参与到课堂中来，课后我走过去问这名学生为
何不认真听老师讲课，学生低头说道：“老师你
上课从来不理睬我们。”我有些惊讶，连忙解
释：“我在课堂上对待每一个学生都是公平公正
的！”没想到他理直气壮地回答道：“老师说错
了，您的眼睛从来没望过我们，只盯着几个动作
好、上课表现乖的同学！”我恍然大悟，原来课
堂中自己眼神的小细节，都被学生看在眼里。没
有兼顾到全体，导致冷落忽视了一些学生，纵使
课堂内容再新颖，他们也丝毫不感兴趣。因此，
课堂教学时，我们一线教师的目光要合理分配，
不要长时间直视某一学生，也不要忽视冷落某些
学生，应学会前后均匀兼顾，以便随时通过眼神
调节课堂氛围和学生情绪。

巧用“暗示”眼神
课堂上，教师的眼神可以起到暗示、唤醒、
警示的作用。操场上集合上课前，教师可以在队
伍前侧用镇静、期待的目光环视班级学生，默默
地关注学生，学生得到教师目光的暗示后会迅速
安静下来，并做好上课的准备。当学生不专心听
课时，教师可用目光“扫射”，这种暗示的眼神
胜过说教，更胜过大声训斥，能够达到“此时无
声胜有声”的作用。

巧用“鼓励”眼神
教师要学会用鼓励的眼神来关注每一个学生
的发展，特别是那些学困生，更需要得到教师的
鼓励。在体育课的提问环节中，当学生积极、准
确地回答问题时，教师要及时投去欣赏的目光，
并提出更高、更难的目标，让他们面对新的挑
战；当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类体育游戏和挑战
活动时，教师们也要不时对学生投以赞许的目
光，这种无声的称赞能够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劲头；当学生练习某一动作扭扭捏捏、害怕出错
时，教师应做好保护与帮助，并向学生投去信任
的目光，鼓励其大胆参与，这样学生才会放松自
我，勇敢参与其中。

巧用“批评”眼神
当发现有调皮的学生扰乱课堂秩序时，教师
可以用表示不满或者夸张的眼神“投射”学生，
这种眼神远比教师直截了当的语言警告要有效得
多，因为再调皮的学生也惧怕教师犀利的目光。
从事一线教学的教师都知道，不少学生虽然很调
皮，但他们也很爱面子，不吃你“来硬的”那一
套，特别是公开场合的批评和训斥。教师的语言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让他们产生逆反心理而与教
师们当面抗衡顶撞，弄得教师下不来台。利用眼
神批评教育学生，可以保护学生的自尊心，起到
“润物无声”之效果。

巧用“关爱”眼神
体育课堂上，学会用关爱眼神，会让学生有
别样的感受。记得一次体育课上，我所执教的班
级开展跑步测试活动，有名女生在离终点线不远
的地方不慎摔倒，以为成绩无效竟失声痛哭起
来，我急忙跑过去扶起她，投以关切的目光，并
告诉她没关系，下次课我们还可以再测一次。事
后，这名学生的班主任告诉我，这名女生在她的
周作文里写下了这一难忘的小事以及体育教师对
她的关爱之情，很是感激……这着实让我有点受
宠若惊，但我想，一个简单的举动和眼神，就能
让美好的师生情感贮藏于学生的心灵之中，何乐
而不为呢？

巧用“欣赏”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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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才能帮助学生打破学科的
壁垒。例如：讲述唐诗、宋词、
元曲等需要一定的文学素养，讲述
新航路的开辟需要地理的专业知
识，讲述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
等需要相应的自然科学知识，等
等，不一而足。这些都需要中学历
史教师平时日积月累博闻广记，才
能在需要时谈古论今信手拈来，才
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实现知识之间的
迁移。
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有助于
更好完成中学历史课堂教育教学的
主题，从而因势利导促进学生情感
上的共鸣和升华。例如：爱国主义
教育主题，可以播放相关的历史视
频，开展故事会、参观本地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等活动，这些都可以让
历史教学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
总之，在大力倡导教育教学改
革的今天，历史教师应通过对自身
高尚的师德、丰富的学识、恰当的
教法等方面的建设，去努力提升自
己的综合素养，以实现培养新时代
合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公民的教育教
学的新目标。
（作者单位：浙江省江山市清湖
高级中学）

能够得到别人的欣赏是一种幸福和满足，教
师要学会用欣赏的眼神看待学生，这能促进和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对优秀生的勤奋练习
要欣赏，对中等生的积极参与要欣赏，对学困生
的点滴进步也要欣赏。这样一来，学生在课堂中
感到了教师的共鸣，教学效果必然显著提高。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为一年
级新生举行了开笔礼仪式，让学生穿上传统服
装，感受传统文化之美。图为老师在帮学生整理
衣服。
新华社发 （章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