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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七年级上册对照实验法的教学初探
◆

唐
【摘

静
要】初中生物新课程里增加了许

在上述的这 ６个运用对照实验法的探

多学生的科学探究活动，在七年级上册的 ８

究活动，它们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随

个探究活动中就有 ６个要运用对照实验的

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学生知识的增长和能

方法。对照实验的编排讲究层次，教师要

力的提高，逐步提高要求。表现在以下几

掌握并注意明确概念、强化对照、控制变

方面：

量，以提高对照实验的教学效果。

１．１ 实验难度：
（附表一）第一个探究

【关键词】科学探究 对照实验 要求

活动“光对鼠妇生活的影响”属于单因素

层次 教学效果

对照实验；在第三个探究活动“种子萌发
的环境条件”属于多因素对照实验，同时

新课程标准（新课标）不仅关注在知识，

要对三个条件：温度、水和空气进行对照

还关注“过程和方法”。它规定义务教育阶

实验，难度呈梯度变化，由浅入深。

段生物课程的内容标准包括 １０个一级主

１．２ 技能训练的侧重点：
（附表一）每

题，其中“科学探究”位列第一，可见其

一个探究活动也体现出对学生进行某方面

受重视的程度。在七年级生物上册中也增

技能的重点训练，且要求的技能也是由简

加了许多学生探究活动，一共有 ８个，当

单到复杂。例如：找材料、记录数据→设

中需要运用多种科学方法的教育，如：观

计记录表格→排除干扰因素、初步设计整

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等。其中，需要运

个实验→统计法（计算发芽率）→自行探

用对照实验法的就有 ６个之多。因此，对

究并设计、实施整个对照实验。

于初一的学生来说，学习对照实验的方法

１．３ 学生参与程度：
（附表一）在前三

是一项基本要求，掌握好对照实验的方法

个探究活动中只要求学生模仿教材内的范

及运用，对今后的探究活动有重要作用。

文操作，但在第三个活动的小结时教材提

在实际教学中，探究活动往往容易变成

出“种子萌发是否需要光照呢？你还可以

一场闹剧，如何进行对照实验的教学，提

就这个问题设计实验进行探究”
，鼓励学生

高学生进行对照实验的技能呢？俗话说：

尝试独立设计，勇于创新。后面的活动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此要做到以下几

本上全过程都是由学生自行设计，再由小

方面。

组讨论，合作实施完成的。

１．

纵观整体，把握层次

１．４ 教材的辅助程度：
（附表一）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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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各方面相反的是教材对探究活动的描述

符合学生认知能力发展的规律。而且后面

越来越简单，前三个对照实验中整个实验

活动又以前面活动为基础。教师只有明白

过程，材料甚至每个步骤都非常清晰地展

它们在整册书中的地位以及内在关联，同

示给学生，对实验中的各项问题也引导得

时把握好每个活动不同层次的要求，根据

非常详细。但往后的实验中只有简单的提

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提出符合他们进步

示或引导。

需求、难度适当的要求，才能达到更好的

总的来说，教材中对照实验的设置呈现

教学效果。这也就是心理学上的最近发展

螺旋式上升，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到深，

区理论。

由易到难，这是符合学生的心理发育特点，
（附表一）
探究活动课题

实验难度

技能要求

学生参与水平

探究光对鼠妇

单因素控

记录数据

重复操作

生活的影响
探究植物对空
气湿度的影响
探究种子萌发
的环境条件

制对照实验
单因素控
制对照实验
多因素控
制对照实验

教材辅助
展示每个步
骤

设计表格、

模仿操作

没有表格

模仿，鼓励创新

没有表格

根据提示操作

提要求，给方

书面表达、
模仿操作多
因素的对照
实验

进一步探究空
气流动影响蒸腾作

单因素控
制对照实验

用？

设计实验、
控制干扰因

法提示

素

进一步探究光
对绿色植物生活的

单因素控
制对照实验

设计实验、控

根据提示操作

制干扰因素

提要求，给方
法提示

影响？
探究二氧化碳
是光合作用必须的

单因素控
制对照实验

原料
２．

设计实验、交

自行设计、修改

只提要求，给

流并自行修

并操作

简单提示

改
明确概念，强化对照

照组，作为比较的标准；另一个是实验组。

对照实验的概念表面上看挺简单的，但

一般对照组是已经确定其结果的事物，让

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有变化的实

其自然发展，实验者对之不加以干涉；另

验就可以称为对照实验。显然这是错误的。

一组是未知的、需要研究的事物，称为实

所以教师很有必要澄清概念：对照实验要

验组。将实验组中的未知因素同对照组的

求设置两个或以上的相似组样，一个是对

已知因素进行对照比较，通过对实验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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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干预，以确定该因素的影响作用。可

所需要求证的因素成为实验的变量外必须

见，对照实验有其严格定义，必须符合它

排除干扰因素，这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

的要求。

控制实验的条件使之不能再产生新的变

３．

明确目的，设置对照

量：（１）环境条件；（２）时空条件；（３）

对单因素对照实验来说，有时候对照组

药品试剂；
（４）仪器装置。

和实验组的区分并不严格。但是在多因素

５．

控制的对照实验中这两者的区别就必须十

在教材中还有一些实例，也是很好的对

分清楚，否则无法理清诸多因素之间的关

照实验的教学材料。例如“植株的生长需

系以及多个样品之间的设置，无法保证单

要营养物质”一节中，课文展示了一幅照

一变量的实验原则。例如，探究种子萌发

片：正常叶片和缺少氮、磷、钾的叶片（大

的环境条件实验中，许多学生由于没有真

豆）。这时候教师可以不失时机的提问：实

正理解教材中 ２号样品（对照组）设置的

验组如缺氮的样品中是否要加入另外两种

目的，在操作时仍然出现各种违反科学逻

无机盐呢？为什么？这样可以加强学生对

辑的错误。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一定要讲

单一变量的认识和理解。

解这四个样品的设计意图，特别要强调设

结合教材实例，课堂渗透

综上所述，对照实验的教学对教师的要

置 ２号样品的必要性。

求提高了，教师要从整体把握，结合学生

明白对照组的作用不等于就能设计好

的年龄特点，根据对照实验的原则、方法

对照实验。设置对照组必须紧紧围绕实验

和要求，摸索出教学规律，循序渐进，逐

的目的。首先要明确实验的目的，选择好

步提升学生们的对照实验运用技能，为今

想要探究的几方面问题。然后才能围绕这

后生物学习打好基础。

个目的，设置一组具备所有实验目的所需
因素的样品作为对照组。其余的实验组就
好办多了，只要每一个实验组和对照组相
比缺少一个条件或改变一个因素，其他条
件或因素都相同就可以了。这样操作起来

（责任编辑：许绍群）

就不会太复杂，学生做起来也不会太乱、
太难了。
４．

控制变量，排除干扰

对照实验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单一变
量原则。实验中各种实验条件都可能成为
变量，但在每个实验组中只能有一个变量
与对照组不同。要达到实验目的，除了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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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州市中学生在参加课外体育
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

许 超
【摘

要】 本文试图通过具有一定规

１．２研究方法

模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等方法，系统了

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问调查法；

解学生参加课外活动的现状，并从中发现

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

其影响因素和存在的问题，并希望提出具

２．研究结果与分析

有实践意义的意见和建议，为广州市的中

２．１对影响广州市中学生参加课外体

学生能够进一步开展好课外活动提供准确

育活动的主要因素分析

的理论依据。

通过对以上广州市中学生的参与课外

１．研究对象与方法

体育活动的现状分析，中学生参加课外体

１．１研究对象

育活动的情况总体较好。但是还存在着许

以广州市初、高中学生共 １
６００人作为

多的问题，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和制约着中

调查对象，发放调查问卷，经过整理统计

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在影响因素中主

有效资料为 １
５２０人，其中初中男生 ２８５人，

要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见表 １和图 １
）

女生 ４
１０人，高中男生 ３
９
２，女生 ３３
３人。
表１

影响广州市中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统计表（％）

选项

男生

排序

缺乏场地、器材设施

５
９．９

１

６
４．５

１

学业负担重、没有时间

４
０．８

２

４
２．４

２

缺乏组织管理

７．７

５

９．８

４

没有运动习惯

１
１．１

４

６．６

５

对运动没有兴趣、不喜欢

２
５．１

３

２
８．３

３

运动技能差，怕别人笑话

２．９

８

２．１

９

缺乏练习同伴

５．５

６

４．４

７

怕脏、怕累

３．２

７

５．４

６

家长不支持

２．２

９

２．５

８

体弱多病、无法锻炼

１．１

１０

１．２

１０

其他

０．２

１１

０．３

１１

※

女生

排序

所列因素多项选择，但不超过三项
从以上图表的所反映的情况我们可以

分析，影响广州市中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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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客观因素是主要原

中二年级以后，基本没有时间进行体育活

因，对问卷中所反映的情况我们做了一些

动。体质随着年级的升高而有逐渐下降的

访谈和实地的调查，发现问卷中所显示的

趋势。

问题的确是存在的。在此，我们对其中的

２．１．３对运动没有兴趣、不喜欢

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

在对广州市中学生的调查中发现，对

２．１．１缺乏场地、器材设施

运动没有兴趣、不喜欢的学生占到了被调

通过对广州市几所中学的调查发现，

查学生总数的 ２
５％，也就是有 １
／４的学生

普遍存在着场地、器材设施不足的问题。

对于体育运动本身就没有兴趣。在一般情

学校场地设施是学生进行课外体育锻炼的

况下，外部行为的实施取决于内在的需要，

物质保证，学校运动场地设施的类型、状

这一部分学生对运动没有兴趣、不喜欢主

况和规模，都将直接影响到学生参加课外

要是由两个原因决定。一是对体育运动对

体育锻炼的运动项目、组织形式、活动方

于身心发育的重要作用没有认识；二是没

式等。有关文献显示，在我国中学当中，

有从体育运动中体会到参与的乐趣。

２］

有封闭式体育馆的学校只占总数的 ２９．
４

２．１．４缺乏组织管理

％，在广州市略高，也只有 ３０
％以上。中

通过调查发现，广州市中学生课外体

学的体育场馆在课后基本上都封闭，或进

育活动组织和管理工作不太到位，５
６．０％
的

行收费经营，一般不提供给学生使用。学

学生认为课外体育活动的管理由体育教师

校的各种体育器材也都有专人管理，课余

负责，３６．
８％的学生认为课外体育活动由学

时间不出租、出借。

生体育干部负责。有 ７．
２％
的学生认为课外

２．１．２学业负担重、没有时间

体育活动由有关领导负责。

通过调查显示，总共有 ３８
．９％的学生

学生对学校课外体育活动方面组织、

认为平时学习压力比较大，没有时间参加

管理工作的评价调查结果见图 ２所示，非

课外体育活动。由于现在升学压力比较大，

常满意的学生只有 ３．４％
，比较满意的比例

中学生的学习压力也比较大，课程的种类

为 ３８．
１％，满意的比例为 ３
５．６％
。不太满意

很多，在课余还要参加各种课外补习班的

和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 ２
０．１％
、２．
８％
。由

学习，所剩时间无几，无暇顾及体育锻炼。

此可见，学生对广州市中学课外体育活动

在调查中发现，初中相对高中来说，学习

的组织、管理工作比较满意。

压力相对较小，课余时间相对较多。到高
广州市中学生对学校体育组织管理工作的评价（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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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８０
％
３．
４０
％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满意
不太满意
不满意

３８
．
１０
％

３５
．
６０
％

为了了解学生对广州市中学中推行全

关键时期，学习任务比较紧张，体育课所

民健身计划的建议和要求，我们就广州市

占的时间比较少，所以课外体育活动就发

中学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目前急需解决的最

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本课题的研究任务

关键的问题对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

和通过对现状的分析，提出以下发展对策：

加强校区健身场地器材建设，改善学生体

（１）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发挥组织

育锻炼条件排在第一位，比例为 ４０．
２％，加

和宣传作用；（２）学校领导和体育主管部

强组织领导、加大经费投入排在第二位，

门加大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视；（３）加大对

比例为 ４２．
４％，加强对学生健身活动的科学

体育的投入力度；（４）有效地利用社会资

指导，增强健身效果排在第三位，３５
．３％
，

源，发动社会力量；（５）学校应科学、合

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学生健身积极性排在

理的设置体育教学内容；（６）学校积极组

第四位，比例为 ２５．
１％。

织开展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
（７） 以学生

２．２发展对策研究

的发展和需求为本，培养学生兴趣和爱好

中学生处在身心发育的重要阶段，在

３．结论

这个阶段，社会、学校和家庭的一些有利

中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青少年

或者不利的因素都会为中学生身心的成长

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全社会对于

乃至今后的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体育在

中学生的成长都应给与极大的关注。而体

中学生的身心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其

育在这中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

地位是其他教育手段所不能取代的。对于

对中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调查，发现

中学生今后走向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学阶段的学习压力非常大，从一定程度

可以说，体育在学生成长过程中是不能缺

上忽视了参加体育锻炼。另外，由于场地

少的重要影响因素。

设施等方面的制约，使广州市中学生的课

广州市有一百多万中学生，是社会的

外体育活动情况非常不理想，也在一定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因

程度上代表了全国的情况。所以，全社会

素。他们这个群体的健康发展关系着整个

都要关心中学生的成长，为其创造条件，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对这个群体的

增进学生的身心健康。

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学是学生学习的

（责任编辑：许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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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编题的原则与方法
◆

龚寸章
【摘

要】 俗话说“自古华山一条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让学生反复操

路”，如果将学数学比做爬山，那么精通之

练过于简单的题，实际上是将数学当成了

道也只有一条，那就是做题，尽可能多地

体力劳动，故估计大多数学生一看就会的

做题。但是一个突出的矛盾是，中学生要

题最好不要选择；我们也没法企望将学生

学的科目繁多，分配给每科的时间有限，

个个培养成数学家，更何况学生做题的时

没有时间做太多的题．一个行之有效的解

间很有限，所以太难的题也应摒弃．故在

决办法是，老师选编能以一当十的“有用”

选编题目时，我们应找准学生思维的“最

之题，让学生少做无用功， 使学生只需在

近发展区”
，提供需跳一跳才能摘到的“果

“题溪”中闲游便能取得在“题海”中遨

子”给学生去摘，那种触手可及的或是高

游的效果。 为此，笔者拟根据自身多年选

不可攀的尽可能少提供甚至不提供。

编练习题、试题的经验，简单介绍选题、

我们常可通过设问方式的变更来改变

编题的几个原则与方法。

题目的难度．。实际操作中，宜根据学生的

【关键词】 选题 编题

实际水平，选择合适的设问方式。

一、根据学生实际，选择适合学生水

例如我在高一讲授函数的单调性时，

平的题

曾设计过这样一组题目：

1
在区 间[1, +∞ ) 上是 增函数 ；
x
1
（２）判 断函数 y = x + 在区 间[1, +∞ ) 上的 单调性 ；
x
1
（３）讨 论函数 y = x + 的单 调性 ；
x
b
（４）讨 论函数 y = ax + （ａ＞０，ｂ＞０）的单调 性 ;
x
b
（５）讨 论函数 y = ax + 的 单调 性 ;
x
1
（６）
已 知函数 y = ax + 在 区间[1, +∞ )上 是增函 数，求 ａ的取 值范围 ．
x
(1) 证 明函数 y = x +

这一组题中的各题之间，看起来差别并

度却大相径庭。 我们还可通过增加设问的

不大（只是设问方式略有不同）
，但难易程

步数降低题目的难度或是通过减少设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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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数来增加题目的难度。

涉及的知识范围已远远超过了原问题所涉

二、利用数学问题中的逻辑关系，改

及的。 这说明提反问题方法确实可以设计

造原题，设计新题
数学问题由两部分组成

出新的数学问题。
假设与结

三、重组习题，设计题组，引导学生

论，将原命题中的假设或部分假设与其结

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高度

论或部分结论对调，常常可得到新的数学

知识只有有组织、有条理地进入大脑，

问题，这种得到新问题的方法，称为提反

才能为大脑长久地储存。 让学生花费大量

问题法。 例如：

时间训练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习题，学生充

原问题

５
＋３＝
？

（１）

其量只能获得一些感性的东西，难以发现

反问题

５
＋？＝８

（２）

知识的内在规律，常常是“只见树木，不

？
＋？＝８

（３）

见森林”。 相反，老师若能有目的的将一

？
＋？＋ ＋？＝
８

（４）

些蕴含一定规律的题目按序汇集到一起给

其中？
表示正整数．

学生训练，就很可能使学生在训练的过程

（１）为原问题，是已知两个加数，求和

中发现规律，把握问题的实质，起到以少

的问题，相当简单．

胜多的效果。

（２）是已知一个加数与和，求另一个加

在设计题组时，一定要注意题目的排

数，实际上是减法运算，该反问题也很简

列顺序，由易到难，层层递进，使学生在

单．

训练中题题有收获，步步有感悟，
“积跬步
（３）的答案不惟一。这是因为，
“两个

而致千里”
。

加数为 ５和 ３”是“它们的和为 ８”的充分

例如，在讲加法原理与乘法原理时，

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如果我们要求试

我曾设计了这样一组题让学生训练：

题的答案不要太多，就需要另加条件，如：

用 ０，１
，２，

正整数 ｘ、ｙ满足 ｘ＋
ｙ＝８，且使 ｘ
ｙ取到最大

，９这十个数字，
可以组

成多少个：

值，求 ｘ、ｙ。

（１）银行存折的四位密码？

（４）为已知若干个正整数之和为 ８
，求

（２）四位整数？

这些正整数，显然答案不惟一。 如果我们

（３）无重复数字的四位整数？

要求试题的答案不要太多，就需要附加条

（４）无重复数字的四位奇数？

件．以下列举几种附加的方法：

（５）无重复数字的且能被 ５整除的四位

Ａ．若干个质数的和为 ８
，求这些质数；

整数？

Ｂ．若干个（多于一个）正整数有大于

（６）小于 ５００
０且末位数字是 １或 ８的

２的最大公因子，且其和为 ８，求这些正整

无重复数字的四位整数？

数；

（７）小于 ５
００
０的无重复数字的四位奇
Ｃ．求和为 ８的若干个正整数，并使它

数？

们的乘积达到最大。

（８）千位数字小于个位数字的四位整

从以上提出的反问题来看，反问题所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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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小于 ３
５７０的无重复数字的自然数？

目时，应做到字斟句酌。

（１０）大于 ２３１４
５且小于 ４３
５２１的无重

２０
０７年“华杯赛”广州预赛题的补充

复数字的整数？

题中有一道这样的题：

（１１）各位数字之和等于 ９的四位整数？

黑板上写了三个整数，任意擦去其中

通过这组题的训练，在较短的时间内，

一个，把它改写成另两个数的和减去 １，这

学生便对如何运用两个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样继续下去，得到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问

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效果非常明显。

原来的三个数能否是 ８、８
、８？为什么？

在设计题组时，还可将某些有关联的

很容易证明，任何三个整数通过这种

不同知识点组合到一起，让学生通过类比，

变换都不可能得到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故

弄清它们之间的异同，这样既可澄清概念，

题目的前提有错，尽管对学生作答不为产

又可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可谓一举

生太大的影响，但作为一道较为正规的竞

两得．例如有意识地将某些函数、方程、

赛题呈现出来，命题者确实应该慎之又慎，

不等式的问题放到一起，可以让学生深刻

尽可能使题意严谨。 其实本题略作改动就

体会到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借助这种关系解

可以了：

决实际问题；在初一学习角平分线时，将

黑板上写了三个整数，任意擦去其中

前面学过的有关中点的问题渗透进来，可

一个，把它改写成另两个数的和减去 １，这

引导学生借鉴中点问题的处理方法，来处

样继续下去，问能否由 ８
、８、８得到 ２００
５、

理角平分线的有关问题。这样既能培养学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为什么？

生的迁移能力，又能提高学生透过现象看

五、巧妙把握命题角度，降低教师

本质的能力。

阅卷难度

四、在选题、编题时，力求题意明确，

以上是笔者在教学实践中选、编数学

表达严谨，数据合理

题的一些做法，纯属经验之谈，窃以为还

在命制试题时，这一点尤为重要。中、

很不成熟， 写出来与各位同仁交流交流，

高考试题中若出现题意不明之题，无疑会

敬请大家不吝赐教。

直接影响到考试的选拔功能，笔者曾有过
切身体会；即便是平时的考试，若因试题
表达不清导致学生无谓丢分，也会对学生
的心理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老师在编选题

（责任编辑：许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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