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届市青教赛一等奖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食品科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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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将数学定理与生活结合起来

把课堂搬出教室走向大众

第九届市青教赛理工Ａ组一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数理学院教师

范志红

李娜

范志红是1995年第一届北京市青
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的获得
者， 还获得过北京市教育教学先锋标
兵、 霍英东教学奖等教学上的奖励。

在范志红看来， 教师高高在上的
时代已经过去了， 而她的教学特点正
是与学生沟通交流顺畅。 “网络时代
查询信息极为容易， 科学文献内容包
罗万象。 与其传授一些细节性的知识，
不如着重培养专业兴趣， 让学生在课
外自觉学习一些扩展性的内容， 其实
学生所缺的就是把所学所想综合思考、
实际应用的能力。” 范志红告诉记者。

她让学生到超市去看食品添加了
哪些维生素， 让他们在课上讲出为什
么要添加， 与其他配料有什么相互作
用等等。 学生们一听挺感兴趣， 课下
主动查资料， 了解相关内容， 每组8-
10分钟的发言， 让学生们感受理论联
系实际的快乐。

在参与式教学过程中， 范志红还
起到 “穿针引线” 的作用。 “我会帮
助学生织就知识网络， 告诉他们不同
课程中的知识点如何有机地联系起来，
现在学习的课程内容和未来的专业活

动有什么联系， 让他们知道每一门课
都是有用的。”

因此， 上过范志红课的学生通常
都学会以一个准专业人士的眼光来看
食品问题， 甚至回家还会和家长们讲
解、 纠误。

除了在课堂上教书育人外， 范志
红在社会中做起了食品安全科普的工
作。 因为她发现， 尽管食品领域中的
很多研究已经达到了分子水平， 但是
对广大公众而言， 他们还是不知道如
何科学饮食。 所以范志红扭转自己的
工作方向， 立志在食品科学和社会公
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树立科学健康
饮食的理念。

自从1996年开始， 范志红就尝试
撰写食品科学方面的科普文章， 并用
心琢磨如何才能更好地引导读者用科
学理性的思维方式来对待食品和健康
的问题。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投入， 她
在食品与健康的科普宣传中社会影响
越来越大。

说起范志红的科普情结还得从她
儿时谈起。 范志红的父母均是大学教

师， 从小她见证了父母热爱学习的劲
头 ， 这也使得她自小就修炼成一名
“书虫”。 由于家里只买中西医、 物理、
数学 、 生物等书 ， 甚至连一本小说 、
诗歌也没有， 范志红儿时就看了很多
科普书， 从此埋下了一颗科普的种子。

“没有任何一段和别人雷同， 且言
必有据。” 范志红强调自己只做原创科
普。 之所以对自己高要求， 主要在于

她对自己的定位。 范志红的专业是食
品营养， 这方面的知识医学界了解较
少， 而大众非常关心， 说法众多， 真
假难辨。 一旦说法缺乏根据， 数据不
够可靠， 可能就会成为新的谣言， 更
难以说服医学界的广大受众。 “我的
科普信息严格限定范围， 只涉及食品
营养， 帮助公众科学饮食， 不谈治疗，
不涉及任何品牌产品。”

《是绿叶菜有利扩张血管， 无关剩
菜》 《打败糖尿病： 控制餐后血糖的
五大秘诀》 《吃得太素， 也许更容易
患上 “三高”》 ……不断更新的博客，
内容丰富多彩， 也让她的 “学生” 范
围不再局限于教室， 而是走向了大众。
很多常年阅读范志红博客文章的公共
营养师， 都把她的博客称作 “博客大
学” 来学习。

在2005年开博客， 范志红说是因
为她想到把所学所思放到网上去， 任
读者 “开架自选”。 后来， 她又把科普
传播渠道扩展到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
号。 同时， 她也希望自己的新媒体科
普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让学生提
升融会贯通， 培养综合思考的能力。

“青教赛给我们高校青年教师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
大家一起探讨如何用更好的方式， 让
课堂活起来， 让学生更高效地接收新
知识。” 第九届市青教赛理工Ａ组一等
奖、 北京科技大学数理学院教师李娜
感慨地说。 有了青教赛的经历， 李娜
在平时的教学中， 非常注重课程的设
计。 她说， 大家一提到数学都会感觉
抽象、 枯燥， 所以她不断探索新的教
学方式， 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我平时主要给学校的理工科学生
讲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在数学课堂
教学中， 一般是先给出定义定理和公
式， 再去证明， 有着严格的逻辑推理，
相对抽象。 为了让数学知识学起来更
有趣， 我一般会从有趣的经典案例引
入， 带着学生一起分析和解决问题。”
李娜笑着对记者说。

李娜说 ， 在讲 “大数定律 ” 时 ，
她会先引用法国数学家蒲丰的投针实
验： 设有一个以平行且等距木纹铺成
的地板上， 随意抛掷一根长度比木纹

之间距离小的针， 计算针和其中一条
木纹相交的概率。 以此概率， 蒲丰提
出了一种近似计算圆周率的方法。 通
过这个实验， 李娜会先抛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跟圆周率毫不相关的一个实验，
可以从中估计出圆周率的近似值呢 ？
在学生思考的过程中， 李娜就引出了
“大数定律” 的讲授。

“很多数学定律看似非常抽象， 但
是它们其实早已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
活中了。 在上课的过程中， 我常常将
抽象的数学问题与实际生活中的现象
结合起来。 在分析探索的过程中， 让
学生更好地掌握定理。”

李娜说， 平时生活中常说一句话，
叫 “偶然之中有必然”， 这里面其实就
有 “大数定律” 的影子： 一些偶然出
现的情况， 属于 “小概率事件”， 而必
然出现的情况， 则是 “大概率事件”。

“对于任何一种情况的出现， 只要
实验的次数足够多 ， 你就会发现 ，
‘小概率事件’ 也将会出现， 成为某种
意义上的 ‘大概率事件’， 这也就是为

什么 ‘偶然之中有必然’。”
而在讲授 “贝叶斯公式” 时， 李

娜会引入 “狼来了” 的寓言故事。 她
说， 当孩子第一次说 “狼来了” 的时

候， 人们可能认为孩子的话有80%是
可靠的， 就会选择相信； 当第二次孩
子说 “狼来了”， 鉴于第一次受骗的经
历， 人们对他话语真实度的论断会发
生变化， 下降到了50%； 而当第三次
孩子再说 “狼来了”， 根据以往两次受
骗的经历， 人们可能只相信孩子的话
有20%的真实性……长此下去 ， 孩子
说什么人们都不会信了。

“贝叶斯公式， 就是不断用后验概
率来修正先验概率 。 具体来说就是 ，
一个事情的发生会对之前的事情产生
影响， 人们会根据这个发生了的事情，
不断修正自己对之前事情的态度， 并
从量化的角度描述出来。”

“此外， 还有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
葛亮’ 怎样用概率来解释， 体检化验
出现阳性反应如何用概率知识来解释，
以及随机排队系统中的概率问题等等，
通过对这些生活中谚语和现象的分析，
激发学生探索的积极性， 增大课堂互
动的频率， 从而让课堂教学效率尽可
能最大化。” 李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