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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前后学生选择化学专业动机的比较研究。

王 妍王伟群” 王丽丽

(苏州大学材料‘j化学化．【：学部苏州215123)

摘要 新课程改革启动以来，实验区学校教育在诸多方面均有变化。对经历了新课程改革实验

教学的部分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大学生选择化学专业或不选择化学专业的动机影响因素，与

新课程改革前的动机影响因素进行对比，从中折射出化学新课程理念在实践中的落实情况，反映化

学新课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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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高中新课程改革率先在海南、广东、

山东、宁夏4省(区)启动以来，经历了新课改后参加

高考的学生已有4届，在汀苏省这类学生也已有3

届，新课程在课程理念、课程标准、教学内容和教学

结构等方面都发牛了一系列的变化，这砦变化对于

实施新课程的教师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教师在教

学理念、教学方式、评价方法等方面产生变化，从而

对学生的学习方式、思维方式、个性品格等产生多方

面影响．进而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足学生发动并维持学习的倾向或意

向。它不仅影响学习者当时的学习态度和积极性，

也能促使学生把自己的学习行为指向将来某一特定

的目标，如进一步学习以在学业上有所造诣，或成为

今后学术和职业选择的手段。学生高考时选择化学

专业的动机各不相同。本文分别对化学专业、非化

学专业经历了新课程改革的学牛选择化学专业的动

机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与新课改之前影响学生选择

化学专、眦的动机闪素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折射化学

新课程理念在实践中的落实情况，I—J时希望能反映

新课程实施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l调查问卷的设计和实施

问卷设计参考王伟群LlJ(2002)的“学生选择化

学专业动机的调查”和“学生不选择化学专业影响因

素调查”的问卷，根据奥苏贝尔的动机理沦，从认知

需要、自我提高需要、交往需要等3方面对学生选择

化学专、lp的动机进行调奁。根据嗅苏贝尔的动机理

论．学牛所有指向学业的行为都叮以从认知需要、自

我提高需要和交往需要这3个方面进行解释。认知

需要是一种要求丫解和理解的需要、要求掌握知识

的需要，以及系统地阐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需要。

在化学学习中，学生对化学学科本身的认识，如对化

学实验的兴趣、认识化学在社会生活和科技中的重

要作用、喜欢探究化学问题等都可以激发这种认知

需要。自我提高需要是个体对通过自己的胜任能力

或工作能力赢得相应地位的需要。学生希单有优良

的学业成绩、能成为大学生、将来有较多的就业机会

等可促使学生选择化学专业，激发自我提高需要的

动机。交往需要是指一个人为了赢得长者(如家长、

教师等)的赞许或同辈(如同学)的认可而表现出来

的需要。学生与长者在感情上的依附性，使学生会

有意识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长者的标准和期望，甚

至追随和效法。激发交往需要。而同学问的友谊也

会使他们形成共同的兴趣爱好，追求共同理想r1|。

问卷根据各种动机影响程度的不同分为4级：

(1)无影响(计0分)，(2)有些影响(计1分)，(3)有

影响(计2分)，(4)有很大影响(计3分)，将每一项

动机影响因素进行累加求和得到总分，各项总分之

和为合计总分，用每一项的总分除以合计总分得到

每一项肉素的权重，权重是衡量每一项动机影响因

素在全部影响因素中的重要程度的，权重高的说明

此项动机的影响程度大，权重低的说明影响程度小。

依据权莺将各项影响因素进行排名。

问卷调杏抽取的对象分别为2008级、2009级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化学专业的学生和数

学、物理、金融、法律等非化学专业学生，他们全部来

自于新课程改革的试点地区，有江苏、海南、山东、宁

夏、广东。其中有效问卷：化学专业的206份，非化

学专业的141份。

2调查结果的统计

问卷利用spssl6．0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的调查

结果见表l、表2。

·苏州大学2009年教学改怖研究项f1“争业化背景下师范乍教学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的研究”阶段性成果

¨通讯联系人．E-maillwangweiqun@suda．edu．cn

万方数据



·48· 化学教育 2011年第2期

表l学生选择化学专业动机的调查结果统计表

等级棚火系数 rr)=O．88>r(11)0．01一O．755

表2学生不选择化学专业影响因素调查结果统计表

续表

等级符I荚系数 rD一0．41<r(1t)o．05一o．618

杏等级相关系数表，rD一0．88)r(11)0 ol=0．755，

说明新课改前后学生选择化学专业的动机的影响因

素相关程度非常密切，总体没有特别明硅的变化，这

也说明从这些冈素考察学生选择专业的动机是合理

的。但每一项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却发牛了变化，

表现在排名次序有变化。特别从学生小选择化学专

业的影响因素等级相关系数看，t"D一0．41<r(11)0．os

----0．618，说明课改前后学乍小选择化学专业的影响

因素有J，较大变化。从具体内容看，课改后学生不选

择化学专业的影响冈素更多。

具体来看，王伟群uj(2002)得到的研究结果是：

影响学牛选择化学专、Ik动机的因素前5位的分别是

化学学科的成绩好、化学实验引起对化学的浓厚兴

趣、认识到化学在社会牛活和科学技术中的审要性、

受中学化学教师的影响、喜欢探究一些化学问题；而

导致学生不选择化学专业的影响因素胁5位分别为

化学实验危险不利身体健康、化学学科的成绩不好、

学化学用途不大、化学专业将来就业难、受其他学科

教师的影响比化学教师大。对经历了新课程改革的

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影响学

生选择化学专业的前五位因素发生了变化，分别是

认识到化学在社会牛活和科学技术中的重要性、化

学学科的成绩好、喜欢探究一些化学问题、化学实验

引起对化学的浓厚兴趣、化学专、№将来有更多的深

造机会；而对于非化学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学生不选择化学专业的影响因素也发生了变化，

分别为受其他学科教师的影响比化学教师大、化学

专业将来就业难、化学需要记忆的东西多学起来枯

燥无味、化学学科的成绩不好、化学专业将来缺少深

造机会。

3调查结果的分析

3．1 化学新课程理念在教学实践中的落实

3．1．1突出了化学的实用性

化学新课程提倡STS教育理念．建议“让每一

个学生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去认识多姿多彩、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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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息相关的化学”，提倡化学的学习“从生活到化学，

从化学到社会”，希单化学课程能帮助学生“从已有

的经验和将要经历的社会生活实际出发，认识化学

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关注人类面I临的与化学相

关的社会问题，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参与意识和

决策能力99o[2]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这一理念的落

实情况较好，调查结果显示“认识到化学在社会生活

和科学技术中莺要性”这一因素产生的影响加强了。

从化学专业的学生看，影响从原来的第3位排到了

第1位。许多学生认识到迅猛发展的化学已成为生

命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能源科学、信息科学等

领域的重要基础，它在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面

临的有关问题，它在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非化学

专业学生的调查问卷结果也可以看出，“学化学用途

不大”这个因素对于学生不选择化学专业的影响已

经从2002年的第3位排到了现在的第8位，说明无

论是化学专业的学生还是非化学专业的学生，都已

经认识到化学学科的社会地位，认识到化学在各个

方面的价值。调查结果的变化无疑是对新课程教学

中落实STS教育理念的充分肯定。

3．1．2强化了科学探究意识

调查结果显示喜欢探究化学问题对选择化学专

业的影响在加深。这一影响因素在化学专业学生中

从新课改前的第5位上升到第3位。化学新课程标

准要求“强化科学探究的意识，促进学习方式的转

变，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z]，新教材中

教学内容的编排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增加了很多

探究性实验，许多教师在化学教学中努力采取了多

种方式引导学生探究问题。从高考的考试内容看，

也出现了很多探究性的试题。从对这些学生的观察

和访谈中，也可以看出学生的探究意识明显增强。

如在遇到疑难问题时，多数学生选择首先通过书籍、

网络等各种资源自己锵决，如果自己实在解决不了

会选择跟同学一起探讨，最后才是寻求老师、家长的

帮助。当我们在无机化学实验中也采用探究法实施

教学时，参加新课改的学生明显比较适应，表现出对

探究化学问题的浓厚兴趣。例如，“我小心翼翼地做

实验，观察、思考、产生疑问，不轻易放过一丁点的

‘奇遇’．这样子的实验方式让我收获颇丰”，坚信

“只有经过不断的努力和尝试，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

才会留下自己的脚印”。当然调奁中也可以发现，由

于新课程改革处于起步阶段，一些教师“穿新鞋，走

老路”，普遍采用的还是死记硬背学化学的方法，而

且这一影响因素对于不选择化学专业的学生影响更

大，从新课改前的第6位上升到第3位，许多选择非

化学专业的学生就因为“化学需要记忆的东西多，学

起来枯燥无味”而放弃选择化学专业。比较选择化

学专业和非化学专业学生的调查结果，可以更清楚

地看出新课程提倡的探究式学习对学生选择化学专

业动机带来的积极影响。

3．1．3更适应学生个性发展

新课程着眼于学生未来的个性发展，主张“设置

多样化的化学课程模块，努力开发课程资源，拓展学

生选择的空间，以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2]我

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化学学科成绩好”仍是影响学

生选择化学专业的非常霞要的因素。因为成绩好坏

往往影响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的高低。根据班杜拉

等人的研究，学生在某一方面的自我效能感水平越

强，预感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就会越多地选择从事这

方面的活动，反之，学生会逃避那些自己感到不能胜

任的活动。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因素从课改前

的排首位退到了课改后的第2位，而对于那些不选

择化学专业的学生，因为“化学学科成绩不好”而不

选择化学的影响因素排名也从课改前的第2位退到

了第4位，这些说明新课改后的学生对于选择自己的

专业有了更理性的视角。分析可能的原因是新课程

考虑到了学生个性发展的多样化需求，设计了必修和

选修两类，选修又分为不同的模块，更多样的选择使

学生对各门学科有了更为自主、全面的了解，也在不

同学科、不同模块的学习中更多地了解了自己的特

长。这也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从单纯的分数束缚中

走出，更多地依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社会需求决定

自己未来的专业方向，从而获得更个性化的发展。

3．1．4凸显了终身教育观念

终身教育这一指导思想在古希腊罗马、伊斯兰

思想中以及在中国、印度的古老哲学中早已出现了。

到了20世纪70年代，终身教育已成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规划的中心和一系列研究、会议和可行性计

划的主题。[3]我国1998年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

振兴行动计划》提出“2010年在全国基本建立起终

身学习体系”。因此，“帮助学生形成可持续发展的

观念，强化终身学习的意识”是新课程提倡的重要理

念，“让学生在知识的形成、联系、应用过程中养成科

学的态度⋯⋯在‘做科学’的探究实践中逐步形
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是新课改后化学教育的

重要目标[4]。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到，新课改后的学

生能更好地认识到终身学习的霞要性，在选择专业

时也更加注重选择的专业将来是否有较好的深造机

会。化学专业学生中，这个影响因素从之前的排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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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位上升到第5位。非化学专业学生中，这个影响

因素也从之前的第8位上升到第5位。从继续深造

的角度来认识化学，表明学生已不单从成绩、兴趣等

眼前利益选择专业，更关注学科的长远发展。这也

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生更加关注自身的可持续发

展。

3．2新课程实施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3．2．1化学实验被弱化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化学科

学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以实验为基础的。戴安邦先生

曾经指出，“化学实验教学是实施全面化学教育的一

种最有效的形式，是化学学科素质教育的有效组成

部分。化学实验以其丰富的内涵在通过化学教学培

养学生的素质中发挥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化学新课

程也把化学实验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不论是

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高中阶段的课程标准中，都多次

提及实验教学：“实验是学生学习化学、实现科学探

究的重要途径”[4]，“通过以化学实验为主的多种探

究活动，使学生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激发学习化学

的兴趣”[2]然而调查结果却表明课改后由化学实验

引起的对化学的兴趣的影响减弱了，选择化学专业

的影响从新课改前的第2位排到了现在的第4位，

非化学专业学生由于“化学实验危险，不利身体健

康”而未选择化学专业的影响从新课改前的第1位

排到了现在的第7位。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我们发

现，并不是学生不喜欢或不重视化学实验，63．6％的

学生表示喜欢化学实验，59．7％学生认为亲自做化

学实验对高中学习化学很重要，但只有2．9％学生

在中学“大多数实验由自己完成”，79．1％的学生在

高中阶段“偶尔做化学实验”，还有13．6％的学生

“从没做过实验”，对于教材中要求的探究实验，95％

的教师采取演示、多媒体演示，甚至是在黑板上讲实

验。也就是说，多数学校参加新课改后学生亲自做

化学实验的机会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大大减少了，学

生在课堂上直接感受化学实验的机会也比课改前大

大减少，这就导致化学实验的影响减弱。究其原因，

一是化学新课改后许多实验被改为探究实验，没有

了教师的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之分，更没有专门学

生实验的要求，使得一些教师误认为对学生实验是

没有要求的；二是目前大多数实验区学校的硬件条

件无法满足为所有的学生开设教材中所要求的所有

实验，使得一些教师以此为借口索性不开任何一个

实验；三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使得大多数实验

都可以通过多媒体演示，许多教师就用多媒体实验

代替实做实验。而这种多媒体实验给学生的只有视

觉的虚拟感受，较之实做实验刺激的强度大大减弱

了。

3．2．2化学教师影响力减弱

新课改后化学教师的影响力已经明显减弱。在

化学专业学生的调查问卷中，“受中学化学教师的影

响”这项因素从新课改前的第4位下降到第6位，而

在非化学专业学生的调杏问卷中，“其他学科老师的

影响比化学老师的影响大”这项因素从之前的第5

位一跃成为第1位。由于苏州大学是一所省属院

校，我们调查的多数学生来自于江苏省，江苏省新课

改后高考方式的变化是导致化学教师影响力减弱的

重要原因。2008年开始的江苏新高考方案采用“3

+学业水平测试”的方式，除语文、数学、英语外的其

他科目都属于学业水平考试，只记等级，不计入总

分；就理科而言，物理是必考科目，化学、生物为选考

科目。这种变化使得化学在高考中的地位大大降

低；再加上以往的高考选科中，选择物理、化学2个

科目的学生在学校里往往被认为是“最聪明”的学

生，导致不少原本对化学感兴趣的学生害怕在“高

个”群中成为“矮子”，主动放弃选考化学，因而化学

教师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调查中就有一些学生对

化学感兴趣却不报考化学专业。当然，化学教师影

响力的减弱还与一些教师在教学中“穿新鞋走老路”

有极大的关系。调查中发现，在《化学1》、《化学2》

必修教学阶段，许多教师认为新教材“内容太浅”，

“知识不系统”，于是按老教材肆意拓宽知识点，按高

考要求“一步到位”，任意加大内容的难度，导致很多

学生在必修阶段就觉得高中化学很难。这显然违背

了新课程必修化学基础性的特点。任意加大知识的

难度也加大了师生间的距离，导致很多学生放弃选

修化学的机会。

课程改革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具有一定的尝试

性，只有经过实践才能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不完善

走向完善。这也正是本调查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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