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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中用自編問卷對廣西 9 所初中和 8 所高中的校長進行調查和訪談，目的是探

討廣西中學科學教育的現狀，包括科學課程的課堂學習時間、學校的人力和物

力資源、科學教師和學生的士氣、阻礙科學教育的原因等。結果發現，物理和

化學的課堂學習時間比地理和生物的要長；有的學校在科學教師的數量和學歷

結構、電腦的數量配備上達到了較為優化的水平，但較多學校科學教師數量不

足，生師比、生機比和師機比的值較大，尤其是初中學校；多數教師的工作熱

情高，創新和改革的意識強；多數學生學習科學的態度積極向上，合作並相互

尊重，但缺乏充分發揮潛能的空間。因此，廣西中學科學教育的現狀不容樂觀，

合格科學教師的數量和質量、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教學資源的配置等有待進

一步提高。  

關鍵字： 廣西; 中學; 科學教育  

本文的研究得到廣西教育學院科研課題基金資助。  

前言  

“提高全體學生的科學素養”是當今我國科學教育改革的目標，學校是達成這

一目標的主陣地。多年來，廣西的基礎教育一直受到重視並取得了較大的發展。

基礎教育經費的投入逐年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5a）；在初中的在

校人數減少的情況下，高中的在校人數不斷增加（廣西壯族自治區統計局，

2006）；每 10 萬人口各級學校平均在校生人數不斷增加，生師比的值不斷減少

（廣西壯族自治區教育廳，2006）。然而，由於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的制約，

與中部和東部等發達地區相比，廣西的教育水平仍然落後，表現為：（1）受教

育的在校生人均數仍然比較少。每十萬人口的高中、高校平均在校生人數低於

全國的平均水平，分別處於全國的倒數第六和第五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2005b）；（2）基礎教育實踐中還存在諸多問題。如某些學科偏多、偏難、偏

舊，與學生的實際生活聯繫不緊；許多教師在課堂上注重知識的傳授而輕視能

力的培養，尤其是忽視學生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陳時見、李曉勇，2001）；

（3）師資力量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基礎教育的師資配置雖然逐年優化，

但初中和高中的生師比在全國來說還是處於高水準狀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

部，2005c）；邊境民族地區尤為嚴重，教師和教學資源很匱乏，不得不採用複

式教學，學校教學質量低劣，學生連常識性的知識都沒有掌握（王光榮，2005）。

這些狀況如果得不到改善，將會影響到廣西未來公民的素質，影響到廣西未來

的建設。本研究擬對廣西部分中學的校長進行了問卷調查和訪談，從學校領導

的視角瞭解科學課程的課堂學習時間、人力和物力資源、科學教師和學生的士

氣，以及阻礙科學教育的原因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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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為廣西壯族自治區 17 所中學的校長，其中初中 9 所，高中 8 所，

分別為廣西初中和高中學校總數的 1/262 和 1/66；涉及到的學生數分別為初中

和高中在校生總人數的 1/152 和 1/39；這些學校中，65%（11 所）為城鎮學校，

82%（14 所）為普通學校，它們分別位於廣西的東部、西部、南部、北部和中

部地區。  

1.2 方法  

本研究在 PISA 2003 的學校因素問卷中（OECD，2004a），選擇了部分題目經

過改編成為本研究的題項，這些題項所涉及到的內容在 PISA 的各次評價中都

被列為核心內容（OECD，1999；OECD，2003；OECD，2006）。PISA 評價主

要考察 15 歲學生的數學素養、閱讀素養和科學素養，此外，還通過對學生和學

校領導的問卷調查，收集學生學習、學校管理和學習資源等方面的資訊，目的

是尋找影響學生表現水平的社會、文化、經濟和教育的因素，為教育的政策決

策提供依據。為了達到這一目的，PISA 2003 採取了以下三個步驟（OECD，2005，

p34）：第一，建立結構化的概念框架來反映這些政策問題；第二，制定一系列

的標準對它們進行界定和操作；第三，勾畫出可能的主題報告的提議，並對每

一個提議作簡短的文獻綜述，使報告能表達詳細而精確的政策問題，並在背景

問卷中進行操作。  

PISA2003 學校領導的問卷包括以下幾個內容（OECD，2005，p41）：（1）學校

的特點：學校所在區域的大小，入學情況，所有權，資金和學校的年級數目；

（2）學校的資源：教育時間，資源的質量（如安置職工，教育的材料，基礎設

施），學校可使用的電腦；（3）學生部分：學生的入學標準、士氣、語言背景、

行為表現和年級迴圈；（4）學校中的教師：職工安置，教師的監控，教師的士

氣和教師的行為；（5）學校的教學法實踐：促進學生學習數學的活動，能力分

組，學生的評價，外語課程；（6）學校內的管理：學校的決策負責人，學校裏

影響決策的團體等。問卷中變數的內容和數量的選擇經過國際專家、OECD 和

國家中心嚴格討論和試測，保證問卷的相關性和有效性（OECD，2005，P34-43）。  

本研究對 PISA2003 學校問卷的有關題項進行選擇和改編，使其適合考察科學教

育的現狀，並增加了開放式問題“阻礙當前科學教育改革的原因”。為了使問

卷獲得好的效度，先請外語專業的研究生對所選題項進行雙向翻譯，用符合中

文的語言習慣來表示，之後在 20 多名大學一年級新生中進行題項理解測試，請

他們指出不明確的地方，進行進一步的文字修飾後，再進行正式測試。正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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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的問卷共 22 道題，包括：（1）學校的特點，如學校的大小、學生數目等，

共 6 道題；（2）學校的科學教學資源，如科學課程的課堂學習時間、學校教職

工的人數、科學教職工的人數、學校可使用的電腦等，共 7 道題；（3）教師的

士氣和創新方面。包括教師的精神面貌、教學態度、創新意識等，共 4 道題，

如對下述觀點表達同意或不同意：“教師工作熱情很高”，“教師以學校為

榮”，“科學教師對實施新的教學方法和實踐感興趣”，“在創新型和傳統型

的科學教師中常有不同的看法”等；（4）學生的科學學習積極性、阻礙學生學

習科學的原因，共 3 道題。如對下列觀點的同意程度如何：“學生喜歡上學”、

“學生以學校為榮”、“學生是合作和相互尊重的”等；（5）阻礙學校科學教

育的原因以及當前科學教育改革中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共 2 道題。  

在問卷調查的同時，也對部分校長進行訪談，以便進一步瞭解與問卷有關問題

的詳細情況。  

2．結果  

2.1 學校的科學教學資源方面  

（1）科學課程的課堂學習時間。所有學校都開設物理、化學、地理和生物課，

但都沒有單獨開設天文課，天文方面的知識設置在地理課程中。每節課的時間

為 40 或 45 分鐘。在初中，多數學校的物理課為每週 3 學時，少數為 4 或 5 學

時；多數學校的化學課為每週 3-4 學時，個別學校為 5 學時；多數學校的地理

課為 2 學時/周，少數為 1 或 3 學時/周；生物課一般為每週 2 學時，個別學校為

1 學時。在高中，物理、化學課多數為每週 4 學時，少數為 3 或 5 學時；地理

和生物課多數為每週 3 學時，少數為每週 2 學時。   

把學時換為小時來計算，得到初中的物理課平均每週在課堂上的學習時間為

2.4-2.5 個小時，化學課為 2.6 小時，地理為 1.5 小時，生物為 1.4 小時；高中的

物理課和化學課平均每週在課堂上的學習時間均為 2.6-2.7 小時，生物和地理課

分別為 1.8 和 1.9 小時。  

（2） 科學教師的數量與學歷  

科學教師的數量分配用生師比來表示，即學校的學生數量與科學教師的數量之

比。結果表明，在初中，生師比的平均比值為 65：1，最小比值為 27：1，最大

達 134：1，89%（8 所）的學校比值高於 50：1，44%（4 所）的學校則高於  

120：1；在高中，生師比的平均比值為 44：1，最低比值為 19：1，最高為 80：

1，75%（6 所）的學校高於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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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教育部對合格教師的規定，初中專任教師要達到大專及以上學歷；高中專

任教師要達到大學及以上學歷。結果表明，在初中，除了一所學校的科學教師

合格率為 75%外，其餘各學校的科學教師均達到了專科學歷；高中學校除了一

所學校的科學教師合格率為 58%外，其餘所有學校的科學教師合格率都在 80%

以上。  

（3）電腦資源方面  

用生/機比或師/機比來表示電腦的資源，即用學生或教師數和他們所能使用的

電腦的比值來表示。結果表明，在生機比上，初中學校的平均值為 26：1，最

小比值為 16：1，最大 61：1，78%（7 所）的學校比值高於 20：1；高中學校生

機比的平均值為 15：1，最小比值為 6：1，最大為 25：1，50%（4 所）的學校

比值高於 20：1。在師機比方面，初中學校的師機比為 8：1，最小比值為 5：1，

最大為 19：1，50%（4 所）的學校比值高於 10：1；高中學校師機比的平均比

值為 3：1，最小值為 1：1，最大值為 11：1，88%（7 所）的學校比值低於 10：

1。可見，高中學校的電腦資源配置要優於初中學校，高中的學生和教師比初中

的學生和教師有更多的機會使用電腦。  

2.2 科學教師的士氣和創新方面  

（1）科學教師的士氣方面。在初中，100%的學生的校長同意或非常同意“科

學教師的工作熱情高”，93%的學生的校長同意或非常同意“科學教師以該校

為榮”、“科學教師認為學術成就有價值”。在高中，這三項的比例分別為 78%、

94%、94%。可見，初中和高中學生的校長對教師的士氣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2）科學課程的教學觀方面。在初中，78%的學生的校長同意或非常同意“科

學教師都認為，學術成就應盡可能保持在高的水平上”，25%的學生的校長同

意或非常同意“在學生的水平和需要上，最好採用一致的學術標準”，90%的

學生的校長同意或非常同意“在相互認為對方‘太嚴’或‘太松’的科學教

師之間，經常有不同意見”；在高中，這三項比例分別為 87%、38%和 100%。

可見，科學教師在對學生的“嚴”和“松”之間，分歧最大。  

（3）科學課程的教學目標方面。在初中，76%的學生的校長同意或非常同意“科

學教師都認為，在科學課中學到的科學技能和知識對學生社交和情感的發展很

重要”，83%的學生的校長同意或非常同意“科學教師都認為，發展學生的科

學技能和知識是科學課上最重要的目標”，65%的學生的校長同意或非常同意

“在相互認為對方‘太關注學生學習技巧’或‘太關注學生情感的發展’的

科學教師，觀點常常不一致”。在高中，以上三項比例分別為 100%、100%和

70%。由此可見，高中的校長比初中的校長認為科學教師有更一致的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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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科學教學的創新方面。在初中，86%的學生的校長同意或非常同意“科

學教師對實施新的教學方法和實踐感興趣”，90%的學生的校長同意或非常同

意“在創新型和傳統型的科學教師中常有不同的看法”，51%的學生的校長同

意或非常同意“科學教師喜歡停留在著名的教學方法和實踐上”。在高中，這

三項比例分別為 100%、100%和 87%。說明科學教師有較強的創新意識。  

2.3 學生的科學學習方面  

（1）學生科學學習的士氣。包括學生對上學的態度、對學校的態度、學習的努

力程度和合作的態度等。研究表明，在初中，96%的學生的校長同意或非常同

意“學生喜歡上學”，65%的學生的校長同意或非常同意“學生學習的熱情很

高”，88%的學生的校長同意或非常同意“學生以學校為榮”，93%的學生的校

長同意或非常同意“學生是合作和相互尊重的”，79%的學生的校長同意或非

常同意“學生認為他們在學校裏受到的教育有價值”，68%的學生的校長同意

或非常同意“學生盡可能努力地學習”。在高中，以上幾項的比例分別為“學

生喜歡上學”占 94%，“學生學習的熱情很高”占 84%，“學生以學校為榮”

占 100%，“學生是合作和相互尊重的”占 100%，“學生認為他們在學校裏受

到的教育有價值”占 100%，“學生盡可能努力地學習”占 84%。可見，不論是

初中還是高中的校長，對學生的科學學習的態度和積極性都給予了充分肯定。  

（2）阻礙學生科學學習的原因。包括教師對學生的期望、師生關係、學生間的

關係、教師及學生間的缺課等。結果表明，在初中，57%的學生的校長認為在

某種程度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教師對學生的期望過低”，同樣比例的學生的

校長認為是“師生關係差”、“教師不滿足學生個人的要求”，僅有 5%的學

生的校長認為是“教師對學生太嚴”，而 95%的學生的校長認為是“學生沒有

能充分發揮他們的全部潛能”，39%的學生的校長認為是“學生欺負其他同

學”，60%的學生的校長認為是“學生缺課”，53%的學生的校長認為是“教師

缺課”。在高中，這幾項的比例分別為“教師對學生的期望過低”占 36%，“師

生關係差”占 43%，“教師不滿足學生個人的要求”占 54%，“教師對學生太

嚴”占 46%，“學生沒有能充分發揮他們的全部潛能”占 60%，“學生欺負其

他同學”占 42%，“學生缺課”占 53%，“教師缺課”占 30%。可見，對於阻

礙學生科學學習的原因，初中和高中的校長都認為主要原因是學生沒有能充分

發揮他們的全部潛能，尤其是初中，占了很高的比例，其次是學生缺課和師生

關係差。  

（3）促進學生科學學習的方式。有科學提高班、科學補習班和課外科學興趣班

三種形式。在初中，79%的學生的校長認為“科學提高班”能促進學生的科學

學習，36%學生的校長認為是“科學補習班”，86%的學生的校長認為是“課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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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興趣班”。在高中，這三項比例分別為 71%、58%和 84%。可見，“課外

科學興趣班”是促進科學學習的較為有效的方式。  

（4）對於不同能力和興趣的學生，不同的學校按照不同的形式組織教學。在初

中，69%的學生的校長報告“所有學生學習的內容相同，但難度不同”，26%

的學生的校長報告“老師用適用于不同學生能力的教學策略”，5%的學生的校

長報告“按學生的能力分班”。在高中，這三項比例分別為 49%、33%和 26%。

初中和高中的校長均沒有選擇“不同的班級學習的內容不同”。  

2.4 阻礙科學教育的原因和當前要解決的問題  

阻礙學校科學教育的原因包括合格的科學教師、教學場地、有經驗的科學教

師、教學材料如教材和輔導資料、實驗設備和材料、電腦等。結果表明，在初

中，84%的學生的校長認為在某種程度或很大程度上是“合格的科學教師”，

相同比例的校長認為是“教學材料如教材、輔導材料等”；81%的學生的校長

認為在某種程度或很大程度上是“教學場地”；64%的學生的校長認為是“有

經驗的科學教師”；88%的學生的校長認是“實驗設備和材料”；78%的學生的

校長認為是“電腦”。在高中，以上幾項比例分別為“合格的科學教師”占 

88%、“教學材料如教材、輔導材料等”占 72%、“教學場地”占 77%、“有

經驗的科學教師”占 72%、“實驗設備和材料”占 82%、“電腦”占 72%。由

此看出，在初中，比例最高的前三項分別為實驗設備和材料、合格的科學教師、

教學材料；在高中，比例最高的前三項分別為合格的科學教師、實驗設備和材

料、有經驗的科學教師。可見，高中校長比初中校長更強調合格的科學教師，

而初中校長更強調實驗設備和材料。  

對於當前進行科學教育改革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採用開放式的回答方式。結果

表明，多數校長認為當前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提高教師自身的素養、正確處

理好師生關係、創設良好的科學學習和科學研究環境。  

3．討論  

3.1 學校的科學教學資源方面  

（1）科學課程的課堂學習時間  

學生的學習時間是教學過程中最重要的資源。本研究表明，科學課程中物理和

化學每週平均課堂學習時間比生物和地理的時間要稍長，而且高中要比初中的

稍長。與 PISA 2003 中 OECD 國家平均每週有 3.3 小時用於課堂數學學習相比

（OECD，2004b，p241），廣西學生科學學習的時間不算長。當然，課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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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只是科學學習時間的一部分，學生的學習時間還有學校按排的自習課時

間、家庭作業時間，有的同學還有家教的時間，高中或有的初中還有晚自習時

間等。  

（2） 科學教師的數量與學歷結構  

不論是初中學校還是高中學校，生師比的值都比較大，而且各學校之間的比值

有較大差異。說明廣西中學科學教師短缺的現象很嚴重，而且存在不均衡的現

象，總體來說是初中比高中的科學教師更缺乏。在科學教師的學歷方面，初中

科學教師的合格率要比高中科學教師的合格率高，這主要得益于廣西近幾年來

大力推行的在職教師學歷提高的教育。但在高中，優秀科學教師流失嚴重，使

有的學校科學教師更加稀缺；在職的科學教師由於教學任務繁重、工作量大，

外出學習時無人代課，經常不得不放棄提高學歷水平的機會。  

（3）電腦資源方面  

電腦資源是現代科學教育中的重要資源之一，與學校的其他硬體資源一樣，雖

然它的擁有量不能保證學生在學習方面取得優異成績，但它的缺乏，將會對學

生的學習產生負面影響。結果表明，高中學校比初中學校的生機比和師機比的

平均值要小，說明在電腦的配置上，高中學校要優於初中學校。目前政府對學

校的資源投入很大程度上與升學率的高低有關，尤其是高中的升學率。升學率

高，得到的投入就高，高的投入就會有好的設備，吸引到好的教師，而好的設

備和教師會有高的升學率，這樣不斷進行良性迴圈，相反，升學率低的學校得

到的投入少，教師和學生都會流向條件好的學校，形成惡性循環。  

3.2 科學教師的士氣  

結果表明，中學校長對科學教師的士氣持積極的態度。這與 PISA 2003 評價的

結果相一致。PISA 2003 中，各個參與國均有 80%或以上 15 歲在校生的校長同

意或非常同意他們的教師以學校為榮，並且認為學術成就有價值。除了義大利、

葡萄牙和西班牙外，所有國家的 15 歲在校生的校長同意或非常同意教師的士氣

高漲的比例均大於 80%，同樣，只有希臘、士耳其和巴西等國有低於 85%的 15

歲在校生的校長同意或非常同意他們的教師工作熱情高漲（OECD，2004b，

p222）。  

3.3 學生的科學學習方面  

（1）學生科學學習的士氣。在初中，校長對學生的科學學習士氣方面的評價比

對教師的評價低。這與 PISA 2003 評價的結果相類似。OECD 國家的 15 歲學生

的校長對學生的士氣方面的評價要比對教師的評價低了 17 個百分點，在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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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等國要低 30%以上（OECD，2004b，p222）。但在高中，本研究的結果表

明高中校長對學生的評價要比對教師的評價高。這可能是因為在高中階段，學

生的自覺性比初中的好，高中學生有更明確的學習目標，自我約束能力更強，

學校方面更好管理；而初中學生在紀律和學習的積極性、目的性方面，還需要

家長和教師的共同督促。  

（2）阻礙學生學習科學的原因。結果表明，很大比例學生的校長認為阻礙學生

科學學習的原因是學生的潛能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其次是學生缺課和師生關係

差。而在 PISA 2003 中，學生缺課和違紀行為是阻礙學生學習數學的主要原因，

比例分別為 48%和 40%，學生威迫或欺負其他同學占 15%。同時，平均 33%的

15 歲在校生的校長認為阻礙學生學習的因素在某種程度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

教師沒有滿足學生的需要，學生沒有被鼓勵發揮他們的最大潛能占 22%，教師

對學生低的期望占 22%，教師缺課占 19%，師生關係差占 17%（OECD，2004b，

p215-219）。可見，中外校長認為阻礙學生學習科學和數學的原因不一樣，對

比所得的結果值得我們深思：是什麼原因使得我們的學生沒有能發揮他們的全

部潛能？對此問題，我們將做進一步的探討。  

（3）促進學生科學學習的方式。初中和高中校長一致認為，科學興趣班可以促

進學生的科學學習。但在我們調查的學校中，開設科學興趣班的學校不多，如

果有的話，也是為了參加奧賽的目的，針對的是少數幾個尖子學生，而不是培

養全體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4）對於科學學習的組織形式。不同的學校采有不同的形式，多數學校採用“所

有學生學習的內容相同，但難度不同”的方式，沒有一所學校選擇“不同的班

級學習不同的內容”，這是否是“沒有能充分發揮學生的全部潛能”的一個原

因？  

3.4 阻礙科學教育的原因  

初中校長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實驗設備和材料，其次是合格的科學教師、教學

材料，而高中校長認為分別是合格的科學教師、實驗設備和材料、教學場地。

與前面得到的生師比、生機比的結果相對照，可以看出，初中學校缺乏物質設

備，也缺乏科學教師，相比之下，物質設備成了阻礙初中科學教育的主要瓶頸。

在 PISA 2003 評價中，除了一些 OECD 國家外，物質設施的缺乏是一個普遍性

的問題，如希臘、挪威和土耳其等國的校長報告他們學校的物質設施如學校建

築和教學空間等阻礙學生的學習，澳大利亞、韓國和美國等國的校長認為他們

的設備質量如電腦和圖書資料等影響他們的教學（OECD，2004a，p250）。對

於合格的科學教師，OECD 國家有 21%的 15 歲學生的校長報告沒有合格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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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澳大利亞、芬蘭、韓國、澳門、香港等不到 10%，德國為 41%，而在印

尼為 54%，在土耳其為 77% （OECD，2004b，p246）。  

在訪談中我們瞭解到，科學教育資源的配置落後，教師、教學設備和儀器等人

均擁有量少、更新慢，學生實踐的機會少，這一現象較為普遍。有的學校科學

實驗配置較好，學生實驗的次數多，基本上都能把課本中的學生實驗和演示實

驗做完，但條件差的中學，尤其是小城鎮學校以及部分普通中學，很多實驗都

無法完。  

4．結論和建議  

本研究從中學校長的角度瞭解廣西壯族自治區中學科學教育的現狀，雖然從校

長的視野來考察科學教育的現狀存在一些不足，如對教師或學生的士氣方面的

觀點，是間接的，可能還帶有主觀的意見；研究的樣本量也不夠大；只分析校

長單方面的資料等。但是，從這些校長的報告中，也可以窺探到科學教育狀況

的一個側面，本研究所得的結論仍然對廣西的科學教育有著啟示作用：  

（1）科學教師和學生的士氣高昂。科學教師的工作熱情較高，改革創新的意識

比較強烈；學生熱愛學校，喜歡上學，認為在學校的學習是有價值的，這表明

了學生覺得自己屬於學校，而不是游離在學校之外的。因此，要進一步提高師

生的工作熱情和學習科學的熱情，激發他們對科學的持久興趣。可以通過科學

的興趣班、興趣小組等形式，讓學生閱讀科學方面的書籍、觀看媒體中與科學

有關的節目，參觀科學展覽，進行科學調查等，提高和保持學生的科學學習興

趣。此外，要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可以通過師-師之間、師生之間和生-生之

間的交流和合作，建立新型的學生觀、教師觀和教學觀，促進師生關係的良性

發展和迴圈。  

（2）科學教師缺乏嚴重。有的中學配備了較為優質的師資，有高學歷的科學教

師，低的生師比、生機比和師機比，為學校開展科學教育研究和改革提供了良

好的保證。但總體來看，科學教師的數量很不足，尤其在初中，生師比很大，

教師的工作量很大；在高中，有的學校科學教師合格率比較低，這勢必會影響

到科學教育的質量。因而，要進一步改善科學教師的配置，增加科學教師的數

量，提高科學教師尤其是高中科學教師的合格率。  

同時，要提高科學教師自身的修養。多數校長認識到科學教師自身素養對科學

教育改革的重要性，注意到了教師自身的成長，使教師經常保持對新的教學理

論和實踐的敏感性，在創新和傳統的方法上保持平衡，否則不能滿足學生的學

習需要。雖然在科學教師的科學素養水平是否影響到他們課堂的教學行為上，

還沒有達成一致意見（Lederman，2006）。但可以肯定的是，高水準的科學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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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是科學教師上好科學課的必要條件。可以通過定期培訓、自學、遠端教育等

方式，更新科學教師的知識結構，提高他們科學教學的能力和技能。  

（3）科學教育教學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有待進一步提高。教學資源的建設是提高

科學教育質量的必要條件，校長們也把實驗設備與材料、教學場地等作為阻礙

科學教育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大對科學教學資源的投入，優化實驗設備與材

料，以適應新的課程改革下的多種教學和學習方法的需要，如探究式學習方法、

利用電腦和多媒體手段學習的方法。通過改善科學學習環境，使各地的教學條

件相對公平，逐步消除各學校在地域和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  

（4）學生的潛能有待進一步挖掘。學校的主要功能是育人，學生的興趣、愛好、

知識背景各不相同，如果科學教育仍然還是以“應試”教育為主，教學方式必

然整齊劃一，評價方式也必然主要以分數論英雄，學生的潛能就不可能得到全

部發揮。因此，學校要保證有讓學生的潛能得到充分發揮的空間，鼓勵學生參

加各種科學興趣班和其他科學活動，讓學生有更多自主學習的時間和機會。這

樣，學校培養出來的人才就會是各具特色的、有自主創新能力的人才，而不是

象現代化工廠一樣，培養出來的都是同一規格的人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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