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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下素质教育推行的背景环境里,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十分重要与关键,只有让学生自身
形成良好的学科核心素养,才能具备能力去独立学习与探究学科知识。而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过程中,
教师会运用到很多有效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学生的学习思维,其中的学生思维能力
锻炼属于化学核心素养培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学生学习初中化学应该必备的思维品质。那么文章将
基于核心素养角度,从化学课堂互动、生活情境探究、实践经验总结、合作比赛交流等方面,谈一谈提升
学生初中化学思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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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raining Strategy of Core Literacy in Junior High School Chemistr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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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background environ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cultivate students' core quality. Only when students form a good subject core quality, can we
have the ability to learn and explore subject knowledge independently.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literacy, teachers will use many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exercise students' learning thinking abil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chemical core literacy training and a
necessary thinking quality for students to learn junior high school chemistr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re
literacy, from the aspects of chemistry classroom interaction, life situation exploration, practical experience
summary and cooperative competition exchang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ways to improve students' chemical
think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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