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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中学化学课堂中存在的课堂“低效”交流、事实描述与逻辑推理脱轨与课堂中心定位错
位问题导致课堂出现娱乐化倾向。基于此,通过促进中学化学课堂“高效”交流,将事实与逻辑相统一,
精准把握课堂中心让中学化学课堂回归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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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eaching Entertainment Problems of Chemistry Classro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Learning
Nan Zhang Gulina·Shabiti*
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Yil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roblems of "low efficiency" communication, the fact description and logical reasoning out of
track, and the misorientation of classroom center in the current middle school chemistry classroom lead to the
tendency of entertainment. Based on this, by promoting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in middle school chemistry
classroom, unifying facts and logic, and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classroom center, the middle school chemistry
class returns to scientific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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