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订中的高中化学课程标准提出了“宏观辨识

与微观探析、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证据推理与模

型认知、实验探究与创新意识、科学精神与社会责

任”等五个维度构成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将原来

的三维目标有机整合并提升至更上位的学科哲学

层面，凸显了化学学科在育人方面的教育价值[1]。然

而，如何将其有效地转化为教师具体的课堂教学行

为，将化学学科核心素养落实到课堂教学层面，是

高中化学教师当前最为关注并困惑的问题。笔者认

为，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并非要求教师们对课堂教学

目标另起炉灶，而是要整合三维目标，核心是对教

学文本中知识载体的教育价值的认识提升和有效

的教学设计（转化）。

一、公开课的教师教学行为效度分析

本节公开课选自苏教版《化学 2》专题二第二单

元的“化学反应中的能量”[2]，该节公开课的教学设

计主要环节见表 1。本节课基本以苏教版教材中知

识的呈现顺序进行教学设计，从时间分布可看出，

教学目标是纸笔测验中的高频考点“热化学方程式

书写”这一知识与技能目标，教学重点则放在以任

务驱动的热化学方程式相关试题的当堂练习，难点

为热化学方程式书写的完整规范的解决，课堂实施

则贯穿从练习中发现问题、从教师点评中修正问题

的教学思路。可以说，基于教师对学科教育的应试

经验与功利思考，这样的教学设计似乎合理有效，

许多中学听课的同行也持肯定的意见。然而，笔者

听完课后心里总感觉不能释怀的是，该节课到底该

给孩子的人生留下什么？我们教师到底为什么而

教？为什么要这样教？教的效果到底如何？

评价一堂课基于不同的视角，可能会得到不同

的结论。但是，评价的效标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点：一

是教学目标是否定位准确，其定位依据是什么？二

是贯彻目标所采取的教学策略是否合理，其合理的

依据是什么？三是课堂调控是否流畅，流畅的内涵

是什么？四是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等辅助有否特

色，特色的意义又是什么？因此，教学设计中如何对

教学目标进行准确定位，需要深刻理解教材内容的

教育价值，才能充分挖掘其教育功能。

二、教材文本中知识载体的教育价值及
功能分析

对教材知识载体的教育价值与功能的分析，首

先应回归于课程标准（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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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时间分配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环节 1 3min
板书：化学反应与能量

演示实验引课：镁条燃烧
观察反应燃烧放热发光

环节 2 6min
学生分组实验：

1.镁条与稀盐酸溶液反应

2.氯化铵与氢氧化钙反应

学生分组实验

环节 3 8min
1.热化学方程式概念的引出

2.热化学方程式书写的要求
记忆

环节 4 22min
热化学方程式书写练习与

讲评
热化学方程式书写训练

环节 5 5min
化学反应与能量关系的简

单解释
记忆

表 1 公开课的教学设计主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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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化学反应与能量”这一内容

领域的中学学习要求分成三个阶段。本节课是学生

在义务教育阶段已经“知道化学反应总会伴有能量

变化”的基础上，承上启下进一步“知道化学反应伴

有能量变化的原因”，为高中选修的进阶“认识这一

原因可以为我们人类如何利用”打下基础。学习对

象则是不分文理的所有受教育的学生。基于课程标

准要求的本节课教学目标分析，该知识载体对本阶

段学生的学习要求可以从三个认识维度展开。
1.对学生世界观会形成怎样的基本态度和情感

依据课程标准可以看出，本节课教学的核心要

点有两个：一是知道化学反应总会伴有能量变化的

原因，是反应物化学键的断裂和生成物化学键的形

成。反应物与生成物两者的能量有差异，这些能量

必然会通过宏观的形式表现出来。二是知道这一原

因后，学会用一种简单的符号化方式将这一变化表

征出来。显然，这样的学习过程和认识结果，会使学

生形成对化学科学独特的认识物质世界的方法和

视角的赏析与价值认同：世界万物万千变化的宏观

现象，深入其微观探索，可以得到规律性认识，并且

对于这些规律性，化学学科还能用特有的符号化方

式进行表达。这样的影响，远比掌握某个具体知识

要有意义得多。因此，如何帮助学生自我建构起化

学反应总伴随有能量变化的微观视角并获得认知，

从教育的本原来讲才应该是本节课最核心的目标！

2．学生能够掌握哪些化学独特的认识世界的方

法和能力

学生已经具有了化学反应基本特征及其反应

本质基本了解的知识。因此，借用学生的已有知识

进行类比与迁移，帮助学生自主建构对化学反应总

伴有能量变化的本质的探讨这样一个新认识，是该

节课教学对学生学习方法与能力发展培养上的教

育功能所在。课堂教学应该从这样一条教学主线出

发，即化学反应的本质是什么？→在化学变化过程

中，反应物发生了什么变化？生成物发生了什么变

化？→这些变化除了导致物质组成的改变，还导致

哪些变化？→这样的变化有可能导致哪些宏观结

果？物质的变化过程可以用化学反应方程式表示，

化学反应的能量变化过程也能否用这种符号化的

方式表达？→热化学方程式书写与化学反应方程式

书写的差异在哪？→为什么？通过这样一系列的问

题串解决与演绎思维，逐步养成学生化学学科独特

的思维习惯，完成学科素养有关“宏观辨识与微观

探析、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的要求。这种自主解决

问题获得新认知的过程，是学生进一步学习的重要

基础，它远比知识的记忆来得重要。
3.学生能够掌握哪些有关的化学知识与技能

该节课的核心是如何认识化学反应总会伴随

能量变化的本质的认知培养和能力培养，核心知识

与技能应该是热化学方程式的书写。通过自我建构

对化学反应中能量变化本质的了解，能够更加深刻

地理解和把握书写热化学方程式为什么与化学方

程式有不同的要求，其不同点所反映的本质是什

么。因此，这样的认知结构形成，可以更加有效地固

化并转化为学生的化学学科思维及素养。

三、基于化学学科素养培养的教学设计
探讨

由该节课教学内容的学科核心素养教育的价

值分析可见，课堂教学中的学科素养教育功能的挖

掘与利用，应该紧紧围绕解决学生的认知冲突即

“为什么化学反应总会伴随能量变化”这一主线，以

帮助学生自我建构化学反应与能量关系的初步认

识为教学目标，以真正理解热化学方程式书写的基

本要求为教学效果评价的效标。由此，进行教学再

设计实例的过程分析见表 3。
学科的核心素养是学生在该学科（或特定学习

领域）学习过程中取得的能体现学科本质特征的关

键成就[4]。这种关键成就不是先天而是通过学习以

及其他活动逐渐养成的后天行为，它的形成不仅需

要结构化的知识技能，更需要基本方法和思维模

式。因此，教师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课堂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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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模块或主题 内容标准

义务教育

阶段

课程标准 4
物质的化学变化

（一）化学变化的基本特征

1.认识化学变化的基本特征，初步了解化学反应的本质。
2.知道物质发生化学变化时伴随有能量变化，认识通过

化学反应实现能量转化的重要性。

高中必修

阶段

课程模块（A2）
主题 2 化学反应与能量

1.知道化学键的断裂和形成是化学反应中能量变化的主

要原因。
2.通过生产生活中的实例了解化学能与热能的相互转化。

高中选修

阶段

课程模块（B4）
化学反应原理

主题 1 化学反应与能量

1.知道化学反应中能量转化的原因，能说出常见的能量

转化形式。
2. 通过查阅资料说明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

础，了解化学在解决能源危机中的重要作用。知道节约

能源、提高能量利用效率的实际意义。
3.能举例说明化学能与热能的相互转化，了解反应热的

概念，知道化学反应热效应与反应的焓变之间的关系，

能用盖斯定律进行有关反应热的简单计算。

表 2 化学课程标准有关“化学反应与能量”的课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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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时间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环节 1 3min
课堂引课：

演示镁带燃烧实验

提出要求：观察除了新物质生成以外的现象

思考：

1．是否每一种化学反应都会发光、放热？

2．发光、放热代表什么？

3．为什么化学反应会伴随发光、放热？

充分挖掘演示实验的教育价

值与功能，设置 3 个递进的问

题，让学生产生认知冲突，实

现引课目的。

环节 2 15min

学生分组实验和讨论：

1．镁条与稀盐酸溶液反应

2．氯化铵与氢氧化钙反应

3．中和反应

4．沉淀反应

体验：如何规范操作完成该实验？

思考：

1．如何感知不同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变化？

2．还有哪些感知化学反应中能量变化的方法？

讨论：

1．化学反应中伴随的能量变化只有热量一种吗？

2．是否有不伴随能量变化的化学反应？为什么？

通过体验、思考和讨论，使学

生形成对认知冲突的问题解

决导向:化学反应中的能量从

哪里来的？

环节 3 15min

概念建构：

化学反应中能量变化的原因分析

1.利用学生已有知识：化学反应基本特征

及其本质，引发联想

2.反应本质背后所蕴含的能量关系分析

讨论：

1.化学反应中旧的物质被破坏，新的物质生成，其

组成关系是如何变化？

2.组成的变化，还需要借助哪些因素？

3.这些因素在整个反应过程中的叠加，会形成怎

样的宏观结果？

1. 通过对化学反应本质探讨

的结果类比和迁移，学习一种

分析的基本思想与方法。
2. 体验并感受化学认识事物

的独特视角：宏观辨识与微观

探析。
3. 通过讨论自主建构出化学

反应总会伴随能量变化的原

因分析。

环节 4 8min

引导：

化学反应方程式在表达物质间的变化关

系时的书写要求分析

提问，帮助归纳、总结：

如何确定准确表示化学反应伴随能量变

化的书写要素

应用检验：热化学方程式书写案例说明

思考并回答：

1.化学反应中物质及其物质的量的关系在化学方

程式中是如何表达？

2.要体现出化学反应的能量变化，应该要有什么？

3.热化学方程式与化学反应方程式之间的相同点

是什么，不同点是什么？为什么？

4.如何给热化学方程式下定义？

通过科学方法中重要的类比，

归纳和演绎，使学生自主构建

起书写热化学方程式的基本

要求。

环节 5 4min

课堂教学评价：

1.热化学方程式的书写练习（注意习题选

择的代表性和对问题诊断的靶向性）

2. 从学生的典型错误中发现学生自主构

建的对化学反应与能量变化认识的误区

学生当堂进行作业练习
让学生了解化学反应的能量

转化并不仅仅是热量一种

表 3 基于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培训的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强调的不是记住了“是什么”，而是解决了“为

什么”。十四年的新课程改革实践的反思表明，就化

学这门科学课程而言，阻碍教师推进新课程改革实

施和教师专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不是理念，而是教

师对课程教育的上位认识和学科本体知识的教育

价值与功能的认知水平。因此，构建一个专业教师

发展的体系与机制，是推动课程改革学科核心素养

培养真正落实的核心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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