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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课是数学老师兼职上的。
在科学课上，老师一般都只是让我们先自习，

在下课前五分钟再讲课，在月考之前再发复习资
料让我们背。小学的科学课并不丰富多彩，却钩
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我们多么希望老师能给我们
讲讲机械的构造、杠杆原理、细菌等等，我们想要
了解的不只是单单它们表面上原因，更想知道为
什么会这样，还想动手做一做。但是条件不允许。

所以，小学的科学课并没有带给我科学的神
奇。小学的科学课是有遗憾的。

多希望老师
好好讲讲科学课
海师附中初中部实验二（1）班 李佳

上小学时科学课是形同虚设，不是被主课老
师占掉，就是被科学老师自动放弃。它的地位就
比品德课高一点。不过还是会上的，就是在三、六
年级。

在三年级时，科学老师是隔壁班的数学老师，
那时候的科学课就是生物课，科学课上，老师会描
绘课堂外的大自然，讲述大自然奇妙的现象，多样
的植物、生动的动物等。这不仅令枯燥的学习时
间变得生动有趣，还使我们大开眼界。不过，这样
有趣的科学课也不过短短几堂，它很快被到来的
考试丢弃到角落。

在六年级时，我们又迎来了新的科学老师，他
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他讲的科学课就像物理
课。时至今日，我依旧记得老师站在讲台上谈笑
风声，熟练地讲授知识，结合生活实际，使课堂平
添了许多快乐有趣。不过，身为一位校长当然不
可能节节课都上，渐渐六年级的科学课也没了。

科学课在我心中是那样生动活泼的，不枯燥，
使我们贴近大自然。

短短几节科学课
让我眼界大开

海师附中初中部实验二（1）班 黄佳欣

编者按：
省教育培训研究院小学中低段学

生学业水平监测结果显示，科学学科
学业水平达到 85 分以上的学生比例
为三年级1.94%，四年级1.49%，多数学
生水平低下，显示出科学课形同虚设
（见教育周刊9月22日报道），为此，海
南日报记者分赴部分市县采访探究原
因，调查发现，缺课本、缺教具、缺专业
老师、科学课时没保证是普遍存在的
问题。一方面是全省市县普遍缺科学
课的专业老师，另一方面却是琼台师
专科学专业毕业的老师找不到工作，
迫使“科学专业”改名，其中重要的原
因是每年特岗教师的招聘从未有科学
课的岗位，即没有市县报“科学课”的
老师需求。导致供和需之间出现断裂
（见教育周刊9月29日报道）。

科学教育承担着培养公民科学素
质的重任，科学教育问题理应得到足
够重视。为此，本报今天继续推出“聚
焦小学科学教育”报道，这次，让我们
听听孩子们的心声。国庆节前，教育
周刊请海师附中初中部实验班语文老
师给全体学生布置了一道特殊的作文
题：“我的小学科学课”，教育周刊还约
请了来海南旅游的一位南京小朋友也
来讲讲她们那里的科学课。

我们希望通过这组报道能促进社
会各界形成合力，尽快拉长科学教育
短板，别让孩子们再觉得有“遗憾”。
关于小学科学教育课，您有什么想说
的话，欢迎与我们交流。

投稿信箱：2996130659@qq.com

聚焦小学科学教育

■ 本报记者 刘操

本报教育周刊连续两期关注了我省
小学科学学科薄弱，学生学业水平堪忧
的现状。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省教育
研究培训院相关负责人，就测试过程中
学生出现的科学学科学业水平堪忧的原
因进行了剖析并提出解决对策。省教育
研究培训院副院长李洪山表示，我省科
学课专职老师少，学校缺少教师编制，科
学课老师在评价制度上“弱势”，学校、家
长对科学课重视程度不够都阻碍了学生
学习科学学科。

考试指挥棒“约束”科
学学科

“大部分科学课的老师都是兼职

的，有些学校用数学老师兼职科学
课，有些学校将年龄大的教师用来承
担科学课教学任务，有的老师甚至承
担3个年级的科学课任务量。”李洪山
表示，自己在平时的调研中发现，我
省小学普遍存在专职老师少、专业力
量不够的现象，其中乡镇小学的问题
尤为突出。

他提出，科学课教材是最新的科技
反映出来深入浅出的东西，包括生物实
验过程，看似最简单，恰恰要求老师具备
最严格的科学素养。但科学课作为新学
科，缺乏科学老师标准制约了专业科学
老师的出现。另一方面，李洪山从很多
市县了解到，学校缺乏教师编制也是制
约科学课的问题。

省教育研究培训院课改办吴忠喜
负责督促督查科学学科课，他在经常

检查过程中发现，因为科学学科没有
纳入考试体系，这直接导致了很多学
校对于科学学科的认识不足，重视程
度也不够。有些学校甚至存在“上级
检查时开科学课，检查走了无所谓”的
情况。“学校、家长的教育观跟高考结
合捆绑，不能考试的科学课自然不受
重视。”

近年来，万宁在小学毕业考试中
采取了数学、科学“合卷”（数学 100
分，科学20分）的方式，科学课被纳入
了录取、评价的体系，李洪山认为值得
借鉴。

但与此同时，李洪山指出，还有很
多市县教育部门、学校在评价老师的
时候，都是以‘语数外’作为衡量依据，
此举让老师们难以对科学课产生兴
趣。

最重要的科学过程往
往被忽略

吴忠喜指出，学生在科学课上学习
科学知识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生
的学习过程，做实验的过程和态度。“很
多学校设置的科学课恰恰在动手、实践
方面做得不够。”

省教育研究培训院评价部老师孙
卫也表示，科学素养具有潜在性，也有
延时的表现，学生在小学的积累可能
在小学后就会有所显现。“我们在评价
学生在科学课的质量时，可以采取动
态监测，通过学生参与活动，过程来科
学评价”。

李洪山认为昌江二小的科学课值
得借鉴。“每个班分一块地，学生们在

科学课上利用这块地栽花、培育水果
都被要求记录，课堂上还让学生们设
计什么时候施肥、光线的强弱，科学的
思想，科学的方法都体现在了科学课
里面。”

如何帮助我省科学学科走出薄
弱困局，李洪山表示，要进一步组织
对科学老师培训，“今年我们就针对
科学课培训了 1千人次的科学老师，
还有“中小学科学课堂教学研究与优
质课展示”活动，同时选送 5 名优秀
教师携带课例参加全国交流”。此
外，他建议，教育部门还可以组织学
生科技成果展示、学生科技竞赛等形
式的活动，选拔一批在科学领域表现
优异的学生，这样容易引起学校重
视，能够扭转科学学科不受重视的局
面。

省教育研究培训院支招改善科学课——

科学课纳入评价体系 加强学生科技成果展示

一篇特殊的作文：我的小学科学课

科学包罗万象，无所不括，上至天
文，下至地理。远至万物之理，近至生
物人体，我们现在所学的地理、生物、物
理、化学都是它的分支。

还记得让我印象最深的小学科学
课，我们的科学老师（因为时间过去太
久，外加科学课上的少，老师的名字我
已模糊记不清。）给我们布置了一个科

学作业：用一次性筷子和橡皮筋做一个
立方体，上课时比一比谁伏得最坚固，
为了仔细完成这个立方体，我几乎动用
了我年幼的大脑中的所有知识，经过一
天的设计制作，我制作出一个我自认为
最坚固的立方体，它由一个基本的正方
框架组成，我为了让它更加坚固在它的
六个面上分别加上了三根筷子，在正方

形的内部也有一个交叉支撑着三角形
的每个角。在制作过程中一颗对科学
爱好的种子已经在我的心田悄然生
长。在科学课上，当全班体重最重的
同学站在我的立方体上时，我的立方
体依然保持原样，全班都沸腾了，小小
的立方体竟然蕴藏着这么大的力量，
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我再次盼望科学课的到来，可是再
也没有盼到下一节科学课，科学课似乎
还没有和我说再见就离开了，繁重的学
业攻下了科学课，一天24小时却没有
科学课的一席之地，我再也没有上完一
整节科学课，直到小学毕业。

科学课是我难忘的记忆，也是我永
远的遗憾。

小学科学课，我永远的遗憾
海师附中初中部实验二（2）班 金科

在小学的众多科目中，我唯独喜欢
科学课，不仅因为它有趣，更是因为它
为我们后来的物理、化学的学习奠定了
基础。

在科学课上，老师教了我们很多，
比如如何酿制葡萄酒，还有杠杆原理，
以及滑轮等等。其中我最难忘的还是
热气球升空实验。

一天下午，我们科学老师拿着一
个塑料袋和一根蜡烛走了进来，十分
神秘地对我们说：“我这有个神奇的袋
子，它能够自己飞起来，但是你们要认
真听课我才让你们看。”

我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听完了老师
讲课。到了我们所期待的实验课。老
师让我们把所有的风扇都关了，点燃
了蜡烛，将塑料袋倒放在烛焰上方的
位置加热了一段时间，看了看我们，说
道：“你们有谁想亲手把这个袋子送上
天？”话音刚落，教室里举起的手像一

片林子一样，使我都快看不到老师
了。老师随便点了一位同学，那位同
学上去后手抖着从老师手中接过袋子
的把手，看了看我们，深吸一口气，然
后手一松，袋子就缓缓上浮，可没浮一
会，袋子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掉了
下来。老师叹息道：“唉，实验失败
了。”老师四处张望，又低头沉思，然后
说道：“我懂了，一定是窗没关好，快，
把窗关上。”可是不幸的是实验又失败
了。“难道是我加热时间不够？应该是
的，再来一次！”老师自言自语道。在
一切准备好后，老师看了看我们，说
道：“这次一定成功。”说完，手一松，袋
子就飞上去了，全班都在欢呼，而我却
想知道为什么，可这个时候下课铃响
了，老师便让我们回去弄清楚为什么。

如今，我们学了物理，懂得了其
中的奥秘，可我还是怀念当初的科
学课。

奇妙的科学课
海师附中初中部实验二（2）班 戚源

说到小学的科学课，其实我印象
不深，因为当时老师经常占课来上语
文等等。

现在还记得，有一节科学课，我
们班全部同学都很认真，以往打闹讲

话开小差的同学也停了下来，那是因
为老师拿了一个显微镜，没错，是显
微镜。我们当时上小学，知识面并不
广，所以见到显微镜个个都瞪大了
眼，想好好看一看这个“传说”中的显

微镜。
接下来，科学老师说：“有谁愿意

上来看一看的？”“老师我！”“我，我来
……”瞬间就有一大半同学举起了
手。这时老师说：“就选15名同学上来

吧！”我很幸运地被选上了。当我看向
显微镜时，看到了一个个小小的细
胞！啊！我通过显微镜看到微观世界
了！

这是我关于科学课的最深记忆。

我透过显微镜看到微观世界了
海师附中初中部实验二（2）班 吴泊良

对小学的科学课，我没有什么深刻
的印象。只记得在闹哄哄的教室里，老
师站在讲台上费力地讲课，可是也没几
个同学在认真地听（包括我在内），有的
心不在焉地走神，有的嬉笑打闹，还有
的拿出语数英三科提前布置的作业
写。也许是当时觉得科学课太过无聊、
死板，又没有主科那么重要，所以大部
分同学也从来没有把科学课放在心

里。只有到了一些有趣的实验活动时，
同学们才开始活跃起来，专心致志地打
起精神，积极举手发言或者上台做实验
展示。

在小学的科学课上，科学老师也
不经常讲课，特别是到了六年级，学习
和作业都变得比以往更加繁重时，科
学老师一般一进入教室就告诉我们

“自己写作业，不要讲话”，我们有的便

立马埋头苦干，而有的则与邻近的同
学讲起了悄悄话，老师则坐在讲台的
椅子上无所事事，然后开始玩起了手
机。

我觉得各个小学对科学课并没有过
多的重视，也没有投入太多的心血和精
力，都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一笔带
过。在我的小学学校里，教科学课的老
师并不是专业的科学老师，都只是其他

科目的老师上的，与科学并不沾边。
我认为小学的科学课是格外重要

的。因为它不仅为初中的新添科目做准
备，还让我们学习到了除课堂学习外生
活中的常识，学以致用，不做一个“书呆
子”。科学包括了物理、生物、化学等许
多重要的学习科目。虽然小学的科学课
只是了解到了一些浅层知识，但却为以
后的学习生活奠定了基础。

马马虎虎的科学课
海师附中初中部实验二（2）班 范优

听说海南有的学校的科学课无实验
材料，无实验室，无专业的老师。那让我
来介绍下，我们这边的科学课吧！

有一次，当上课铃声响起。老师就
带我们进实验室。大家都说好开心啊！
上科学课了！

老师开始讲课，她说热空气上升，冷
空气下降的原理。大家都似懂非懂，于
是老师拿出了一个道具，是两个一样的
塑料瓶，然后点燃一根蜡烛，让一个水瓶
放在上面。突然，我看见微微放在蜡烛
上面的水瓶在上升，另一个在下降。大

家见了都发出“哇”的声音，于是老师在
黑板上写下“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
让我们分别抄下来。

老师为了让我们更加明白一些，就
拿出了一个垃圾袋和一根蜡烛。她点完
蜡烛后，立刻用垃圾袋把蜡烛蒙上，然后

立刻松开。那个垃圾袋一下就上升了。
我们看到这一幕，就开始唱起了《生日快
乐》歌，我们笑了，老师也笑了，我们在欢
乐中结束了这一堂科学课。海南真的没
有科学课吗？以后我有钱了，就向这里投
资。让许多的孩子有上这快乐的科学课！

我们这的科学课
南京市三牌楼小学四（1）班 陈纾妡

海口经济学院举办无偿献血宣传讲座

为爱举手，奉献青春热血

10月8日至9日，省血液中心在海口经
济学院开展了3场无偿献血知识讲座，逾6
千名大学生到场参与（见上图，王吕军摄）。

据了解，高校学子一直是我省无偿献血
的主力军，在各高校及有关部门的重视与推
动下，2015年上半年海南省在校大学生献
血人数共计3931人次，较2014年同期增长
31.82%。

为了方便在校大学生参与无偿献血，海
南省血液中心还将定期走进各高校开展无
偿献血活动，时间安排分别如下：海南大学
常规献血时间为每周二、五，集中献血时间
为每周六、日；海南医学院献血时间为每月
的10日和20日；海口经济学院献血时间为
每周四；海南师范大学献血时间为每周的周
二（龙昆南校区）和周五（桂林洋校区）进行，
希望能有更多的高校大学生来到校内献血
点，积极响应号召，为爱举手，奉献青春热
血。 （李玮）

校园无偿献血

天真可爱的孩子，需要进行科学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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