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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关注

5 岁的小女孩萌萌趴在窗台上，望着窗外
发呆。 “妈妈，春天来了吗？ ”她好奇地问。

“还没呢。 ” “那春天来了 ，电视会告诉
我们 ，是吗 ？ ”妈妈愣住了 ，一时不知该如
何回答 。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
提高。 在我们身边，从小就接触绘本、能歌善
舞的孩子越来越多，但是与此同时，缺乏基本
常识，对世界没有正确的认识，也是这一代人
不可忽视的现象。

为了加强对学生科学思维的培养 ，2017
年 9 月 ，教育部下发通知 ，将科学课的起始
年级从小学三年级调整为一年级， 每周至少
开课 1 节。 这也意味着，科学课与语文、数学、
体育、音乐等课一样，成为了小学一年级的基
础课程。

目前， 科学课回到一年级课堂已有一学
期，这门课程给孩子们带来了哪些改变？ 老师
们怎样激发学生的兴趣？ 科学课的开设存在
着哪些短板？ 记者采访我省多所学校科学课
的教师，听听他们的看法。

种下探索的种子
“老师，克隆动物的后代还能正常生育后

代吗？ ”“海水里的盐是不是我们每天吃的
盐？ ”……回忆起第一次给学生上科学课的情
景，孩子们思维活跃、求知若渴的模样让邝志
红难忘。

邝志红是郴州市六完小的一名科学课老
师。 由于之前没有教过这门课程，起初接到教
学任务时，她还有些担心，不过没想到大家的
配合度都很高。 连平时有点调皮的孩子，在科
学课上，也变得十分认真，还时常举手提问。

“每次上课总有学生对我说，‘为什么每
周只有一节科学课，每天都上多好呀’。 ”在邝
志红看来，每个孩子都有探究欲，而科学课正
好满足了大家的好奇心， 教会了孩子们如何
观察身边的事物。

“许多孩子上幼儿园时，就会兴致勃勃地举
起小拳头模拟地球和太阳， 解释为什么太阳会
每天东升西落，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提的科
学问题却越来越少，对科学兴趣也越来越淡。所
以老师得从小就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探索的种
子。 ”曾经从事多年科学课教学、现为长沙市天
心区科普教育协会会长的马彦龙告诉记者。

记者翻看了湘教版小学一年级科学课
本， 主要教学目标是帮助孩子认识身边的植
物，以及辨别生活中常见的材料。 为了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在第一节课堂上，邝志红给学
生布置了课后任务———自己动手种植物，然
后每天观察并记录植物的生长变化。 过了一
段时间再上课， 学生们争着向她汇报自己的

种植成果，“有的学生种绿萝，有的种大蒜。 我
也买了一株橘子幼苗种在花盆里， 每天记录
它的变化。 ”邝志红说。

在教学中， 邝志红也尽量使用生动的语
言让孩子听得懂，能演示的就不空口说，以便
孩子理解和记忆。 比如，讲细菌繁殖，她会指
定教室最中间的一个孩子为“最开始的细
菌”，当喊细菌时，中间的孩子站起来，喊菌落
时，全班同学站起来。 通过这样的小游戏，加
深孩子对细菌和菌落概念的理解。

懂孩子，也要懂科学
作为一门十分注重实践的课程，科学课在

教学内容上更偏向“动手做”和“观察”。可益阳
市赫山区迎宾小学的陈瑶老师告诉记者，在实
际教学过程中，缺少材料、教具，或是教具不适
合低年级学生适用的现象并不少见。

新增开的课程，把过去单纯的科普知识，
进行了综合与拓展， 这就对师资力量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但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我省专职
的科学课老师特别少。 在郴州市北湖区的多
所学校，科学课老师大多由数学老师兼任。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益阳市赫山区。 该
区教育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晏婷告诉记者，该
区除万源小学、桃江小学等几所学校外，大部
分学校的科学老师都是由数学老师兼任。
2017 年该区第一次公开招聘了科学老师，但
他们中大多数都转教了其他学科， 只有一位
老师仍在坚持教科学，且兼班主任工作。

“科学教育长期沦为‘副科’、师资匮乏、
科学教育方式不接地气等都是导致学生科学

兴趣下降、科学素养不高的重要原因。 要解决
目前这种状况，首先要提高专业师资的配备，
其次要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的科学素养，
最后应适当添加教学配套设备， 这还需要一
点时间。 ”晏婷说。

与家庭、社区联动
在教育界人士看来， 此次科学课重回一

年级、并且被列为与语文、数学同等重要的基
础性课程，或将有助于解决上述困境。

“学生的科学教育，不能仅限于学校，更
需要家长与社区的联动。 ”马彦龙说。近年来，
长沙市天心区科普教育协会联合长沙市金桂
社区、新丰社区等多个社区，开展了“引航未
来童子军”“引航未来社区科普大讲堂”“引航
未来科普大篷车”等活动。 通过一些先进好玩
的设备，孩子可以自己动手造纸、制作面条、
打印 3D模型。“这些活动并不是举办一次就
算了，而是一种常态化的课程。 寒假里一些家
长无暇顾及孩子， 每天都会把他们送来社
区。 ”马彦龙说。

“除此之外，家长要改变对待科学课的态
度。 ”益阳市赫山万源学校科学学科组朱美香
老师表示，科学课不仅能教给孩子科学知识，
更能让他们知道，从事科学研究、科学发现，
既有失败、又有成功，这个过程是非常宝贵的
财富，不能像以前一样，认为科学课“小升初”
考试不考，就不重要。

“家庭为孩子提供广泛接触社会、接触自
然、获取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是科学真正扎
根于学生心里的方法。 ”朱美香说。

“名师”成为竞争砝码
早在去年 11 月份，就有媒体曝光过某在

线作业辅导 APP 存在虚假宣传师资的情况。
有些平台为了吸引用户， 常常会对老师进行
大肆“包装”：有些把只在某名牌大学进修过
的老师也称为名校毕业； 有些名师的头衔高
达十多个，如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20 多年
教龄等等； 有些则直接被冠名为方法总结大
师、丰富的毕业班经验等等。

3 月 9日，记者随机打开几个在线教育的
网站和 APP， 不难发现， 首页出现的大都是
“外教一对一交流”“一对一名师辅导”“名师天
团”“100分名师辅导”等宣传。 显然，“名师”已
经成了各类在线教育平台争相竞争的砝码。

如此琳琅满目的“名师”头衔看得家长们
跃跃欲试。 岳阳的吴女士前不久中了某在线
教育平台发出的 200 元名师授课试听大礼
包。 考虑到儿子小昊的数学需要补习，吴女士
打算让儿子体验一番。

吴女士和小昊都是第一次接触在线教
育，打开网站后，发现该网站有明星代言，并
宣称注册学员超过 200 万， 有 2 万名教师出
自名校，其中不乏清华、北大毕业的老师，每
一个老师都有一套应试技巧。 吴女士很是心
动，随即就让小昊试课体验，效果还不错，于
是吴女士马上报了几节“一对一”辅导的数学
课。 可没想到，正式上课的老师跟试课老师区
别很大， 小昊说：“这个老师的教学能力很一
般，有些解题方法看起来很生硬，并不适用。 ”
后来吴女士和平台进行了沟通， 吴女士提出

要看老师的资质，平台只是用“你可以继续选
择其他老师，直到满意为止”搪塞了她。

“欧美”外教竟然是东南亚人
相比于一些大的在线教育平台， 一些小

规模的在线教育平台师资“注水”更加严重。
一些在线英语教育平台的“外教”根本没有任
何教学资质， 有些外教的英语发音还存在问
题，这样的外教去教小孩子英语启蒙，实在是
让人担忧。

常德的胡女士自己的英语就很不错，也
经常教 5 岁多的女儿读读英语绘本。 为了让
女儿感受一下正宗的外教口语， 她比较了几
个少儿口语培训班的广告后， 最终在某 APP
上报了一个口语班。 没想到第一节课就让她
大跌眼镜：网上宣称的“欧美”外教竟然是东
南亚人，口音不准，黝黑的皮肤，讲课时还不
时地朝摄像头做鬼脸， 直接把女儿吓得哇哇
大哭，此后，女儿再也不敢上网学英语了。 胡
女士非常气愤， 没想到花了这么多钱遭遇了
如此“名师”。

在调查采访过程中， 有同样感受的家长
还不少，他们纷纷表示，这种“名师”过分“包
装”和宣传的现象在在线教育平台并不鲜见。

前段时间， 长沙的肖女士给女儿在网上
订了一堂幼儿英语外教体验课。 该网站宣称
几十名知名欧美外教任你选， 每一个阶段的
幼儿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外教。 但满怀期待
的英语体验课，最后让人非常失望：外教讲课
时，面无表情，对待小孩没有耐心，互动环节
时，完全不顾孩子的情绪。 肖女士表示，这样

的外教显然没有任何教学经验， 跟网上的宣
传出入太大。

效果大打折扣
打开各类在线教育的网站，记者发现，这

些“名师”的课程大都标榜着“量身定制高效
提分”“闭环教学体系” 等很多让人看不懂的
新型教学模式，其价格自然就不便宜。 可这究
竟是些什么样的方法？ 对学习的帮助有多大？
家长和学生也是一头雾水。

记者调查了解到， 如今在线教育的模式
主要分为实时授课和点播课程， 其中点播课
程类似于慕课， 是一些有名气的教师事先录
制好的视频， 学生可以在对应的平台上购买
播放。 这一类课程的优势是价格比较低，但老
师和学员之间没有互动， 对于自我约束能力
一般的学生来说，效果甚微。

正在上初二的小锦数学基础比较薄弱，
他跟随几位学霸同学在网上购买了
某某学校的名师点播课程，小锦的听
课感受跟学霸同学说的差别很大。小
锦说:“我真的就像在看电视，看完就
忘记了，对我来说基本没有什么实质
性的效果。 ”

相比于点播课程，实时授课价格
就比较贵了，也是当下比较火的，记者
就当下热门的在线“一对一”培训做了
一次调查， 发现每小时价格在 120—
600元之间不等，有些名师更贵。

是否越贵的课程效果越好？很多
家长表示心里没底，都是抱着试一试

的想法给孩子报了名。 可真正学了才发现，学
习效果同样不尽如人意。

“一次花 200元，外教就可以一对一辅导，
想想挺值。 ”小林是长沙某高中的学生，想报一
个英语口语班，咨询了新东方、新航道等线下
专业培训机构，觉得收费太贵。 后来，她在网上
看到某在线教育机构承诺“雅思口语 30天速
成”“外教名师一对一专业辅导”， 价位相对实
惠，还可以自由支配学习时间，就要父母果断
报了名。 随着课程的深入，小林发现在线教育
机构之前的承诺大多为“空头支票”。“外教水
平太‘水’，对很多问题都一知半解。 ”小林说，
听了几节课，根本就没有学到什么。

和小林一样有过网上“一对一”培训经历
的学生也都反映：相比宣传的火力全开，有些

“名师”的真实面貌着实让人大失所望，学习
效果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

重回课堂，科学课如何更“科学”
本报记者 姚瑶

编者按：当下，在线教育早已成为学生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各种中小学生在线教育平台发展得如火如荼，如海风教育、作业帮 APP 等，
其中作业帮的用户量达到了 3 亿。 可在线教育在给学生学习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隐忧：“名师”掺假注水、中小学生抄袭平台
答案、有些平台发帖涉黄等。 这些现状也引发了家长们对在线教育的质疑。

本报记者对在线教育进行了一番深入调查采访，将推出“在线教育背后隐忧”的系列报道，希望能为家长、学生答疑解惑。
“在线教育背后隐忧”

系列报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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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包装的“名师”
本报记者 刘伟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