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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风采 11

高新实验技术赋能化学深度学习
——华南师大化学学院手持技术数字化实验破解化学实验学习难题
“手持技术实验培养了我对科学的
兴趣，也教会我基于观察和实验验证
的科学方法论。一定要用证据来解决
科学问题。”正在中国科学院微观磁共
振重点实验室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于子
云说。于子云在广州市番禺区德兴小
学就读时，在华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钱扬义教授研究团队雷晓晖老师的指
导下，利用 pH 传感器等数字化设备采
集、分析数据，将“验证茶是否为碱
性”等想法转化为行动。
为帮助中小学生克服化学概念学
习中的认知难点，钱扬义带队从 1998
年起，秉持“技术改变教育，教育改
变人生”的理念，深耕手持技术数字
化实验 24 年，构建全方位数字化实验
“335”育人体系。成果引领 30 个省份
11 年“国培计划”1600 多名国家化学
骨干教师学习和应用数字化实验，树
立高新实验技术赋能化学学科深度学
习的典型新标杆，帮助学生学会化学

和学好化学，培养学科核心素养。该
成果获得 2021 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
奖 （基础教育） 特等奖。

技术赋能，对化学实验过
程进行“画像”
在广州市第八十六中学上示范课
时，钱扬义的研究生陈德成发现，由
于化学涉及很多抽象概念，学生在学
习化学时，多是机械记忆各类化学反
应。在实验环节，部分教师照本宣科
演示实验、得出结论，学生仅观察表
象，缺乏猜想，对化学反应的认识停
留在定性层面。
中小学化学实验教学面临实验现
象不明显、实验原理难理解、抽象概
念难感知等难题。如何才能将实验过
程进行“画像”，帮助学生感知化学物
质、理解反应原理、建构抽象概念，
以及开展定量科学探究活动？团队以

问题为导向，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
发出具有可视化、定量化、自动化、
便携化特点的手持技术数字化实验。
手持技术数字化实验的优势在哪
里？该系统是由小型数据采集器、传感
器及配套软件组成，并能与计算机连接
的实验技术系统。该系统仪器体积小、
便于携带，可在室内外开展科学探究。
系统可自动连续采集实验数据，数据采
集过程与实验过程同时进行，能实时显
示被测物理量的数值变化过程。实验仪
器精度高，实验数据准确，可通过多次
实验数据进行数学建模。

深度学习，引导学生由观
察现象到“表征本质”
如何将手持技术数字化实验融入
课堂？在推广伊始，团队发现优质的数
字化实验学习资源匮乏，因此自主开发
了 243 个实验案例，解决中小学课内外

66个化学概念学习问题，这些案例均公
开出版或发表。在大量实验资源基础
上，通过“3×N”教学设计，团队转化
得到 130 个手持技术实验教学案例，为
教师提供优质的教学范例。
由于存在许多化学概念无法用传感
器直接测量的问题，钱扬义团队在国内
率先提出解决实验开发中数据选择问题
的转化、量化感知、视觉感知、比较的
“TQVC”概念认知模型，将陌生抽象概
念逐步转化为熟悉概念关联属性。转化
后的关联属性可通过手持技术某一传感
器直接测量。该理论模型是解决如何开
发手持技术实验难题的突出创新。
广州市第八十六中学高一学生在
“选择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得
出结论”环环相扣的数字化实验过程
中，建立金属钠与氧气反应实质的认
知。手持技术数字化实验在中小学化学
实验原有基础上，以数据和曲线的形式
提供多样化的证据，学生在实验活动中

不仅能观察实验现象，还可以分析实验
数据和曲线、预测反应趋势，在探析反
应微观本质的过程中开展深度学习。
“曲线表征培养学生的证据意识，
让学生从定量上认识化学变化，而不
是只停留在观察现象。学生在数字化
实验的方案设计、选择数据、采集数
据、分析数据的过程中发展高阶科学
思维，提高定量科学探究能力。”钱扬
义团队在原来化学“宏观—微观—符
号”三重表征基础上，增加曲线表
征，率先提出解决实验结果中数据分
析问题的“宏观—微观—符号—曲
线”的“四重表征”教学策略，实现
手持技术数字化实验又一理论创新。

辐射引领，实验成果应用
呈“燎原之势”
手持技术数字化实验的应用，对
学生的素养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广

东仲元中学高一年级开展教学实践发
现，使用手持技术教学班的学生，概
念知识掌握测试的综合题得分，显著
优于普通教学班学生；广东广雅中学
在高一年级进行教学实践中发现，手
持技术数字化实验能显著促进学生提
升设计方案、猜想假设、实验操作等
五方面能力。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钱扬义组建的全国性研究团队历
经蹒跚起步、稳中求进、厚积薄发的
研究过程，在国内率先系统地更新中
小学化学实验内容，通过教科书、慕
课 、 国 培、“ 南 北 西 东 ” 四 方 联 动、
“U—G—E—S”协同研究与应用，将
手持技术数字化实验向全国深度推
广。团队通过连续 11 年的“国培计
划”项目和 9 年的广东省“省培计
划”项目，建立了 100 余家手持技术
数字化实验协同发展基地。
钱扬义还带队出版了20本数字化实
验教材。其中科粤版初中《化学》教材和
参与编写的“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
国家规划教材《化学教学论》，分别发行
1080万套与43.5万册。钱扬义主讲的广
东省一流在线开放课程“化学教学论手
持技术数字化实验”学习者超过 2.3 万
人，覆盖全国30个省份的488所高校和中
学。
（钱扬义 雷晓晖 白涛 王春）
了教师们的研究能力。

用高境界的文化拓展
高质量的教育内涵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

一切为了特殊学生的终身发展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特殊教育作
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办好
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一环。2022 年以
来，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围绕 《“十
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目标任务，坚持党建统领教育事业，
强化基础设施和教师队伍建设，全面
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水平，构
建起高质量的特殊教育工作体系。

用高水平的党建统领
高质量的特教工作
潍城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党建统领特
殊教育发展，实施特殊教育提升计
划，将学校项目建设纳入党组会“三
重一大”议题，按照“办好一所达到
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的要求，研究

通过了“两年内建成一所全市一流的
特殊教育学校”的议题。
让“红烛先锋”闪耀特教工作一
线。潍城区制定了《党员积分制管理实
施方案》，将党建与特教工作教育教
学、治理管理、科研创新等工作深度融
合。制定和完善了基于党员积分制管理
框架下的 《班级管理团队考核激励方
案》《课后服务经费考核发放办法》 以
及教学、科研、财务等一系列规章制
度，完善提升了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
打造了“融爱”的党建特色品牌。
众人拾柴火焰高。潍城区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牵头，联合区残联、区民
政部门、市妇幼保健院等单位，建立
特教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碰头研
究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的保育、教
育、康复和帮扶工作，为残疾儿童少
年终身学习成长搭建“立交桥”
，全面

提升特殊教育工作水平和育人能力。

用高标准的校园承载
高质量的办学条件
教育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源”和
“先手棋”。潍城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战略。对于特教工作，潍城区坚持以
高标准的硬件设施建设，为残疾儿童
少年成长铺好路、奠好基，自 2021 年
开始筹备迁建潍坊市潍城区特殊教育学
校。新学校坐落于山东省浮烟山南麓，
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总投资 6000 多
万元，占地面积 1.3 万平方米，规划设
计9个教学班、学位54个，是一所九年
一贯制公办培智学校，将于 2022 年秋
季开学建成投用。
自始至终，新的特教学校按照省级
规范化标准建设，教学楼、宿舍楼、餐

厅、体育场等设施齐备，美工教室、唱
游教室、体育康复训练室、劳技教室、
情景教室、家政训练教室、多感官训练
室、语训教室等各类资源教室一应俱
全，能够满足学生的多方面需要。

用高素养的教师引领
高质量的育人工作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潍
城区坚持科研引领，创新提出“三级
三化”教师研训体系 （入选全国第三
批落实“双减”典型案例），将特教
教师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学科教研
员牵头，单设训练模块，定期开展教
研活动。先后参加特殊教育教材国家
示范培训、“互联网+”教师专业发展
培训等各类培训，多次邀请高校博
士、省市资源中心等专家到特教学校

现场指导，认真组织备课研讨、创新
研究、个别化教学等专题研讨活动，
全面提升了教师团队的专业化水平和
育人能力。
潍城区两年时间新入职特教教师20
名。为加快教师专业成长，实施“项
目+课题+清单”教研模式，课题就是项
目，项目就是课题，一项课题组建一个
专班，确定一名负责人牵头开展课题研
究，定期汇报进度，推动成果转化，为
教师专业发展搭建起专业化平台。
2022 年以来，潍城区“社会故事
法对自闭症儿童课堂问题行为的干预
研究”“自闭症儿童学习动机的培养
与激发”等 6 项课题立项为“十四
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另有多项建
设性策略入选省市级“三类项目”成
果。系列课题的研究，开阔了教师们
的眼界，丰富了教师们的知识，提升

潍城区致力于用“融爱”文化引
领特教事业发展，以齐鲁时代楷模杨
守伟同志为榜样，学习用生命唤醒生
命的大爱精神，实施爱的文化教育、
营造爱的文化氛围、释放爱的文化情
怀、彰显爱的实际行动，让“融爱”
文化贯穿特教全部工作始终。
关爱教师，让教师们站在学校的
“中央”
。潍城区始终秉承“做幸福特教
教师”的理念，多措并举，久久为功，
制定和形成了一系列的教师关心关爱机
制。例如，潍坊市潍城区特殊教育学校
设立了独生子女家庭陪护假期、集体过
生日、节日祝贺、教职工健身、生活沙
龙等制度，持续增强教师归属感和幸福
感。让热爱生命、热爱教育成为潍城区
每一名特教教师的座右铭。
教育是一门崇高的艺术，是太阳底
下光辉的事业。潍城区将秉承“一切为
了特殊学生的终身发展”的育人理念，
优化“融爱”特教文化体系，帮助残疾
儿童少年锤炼技能、储备能力、融入社
会，为学生一生的幸福奠定坚实基础。
（刘友美 赵晶 李志强 肖秀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