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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酒驾 ”问题引发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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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合生物学中考题，从酒精对驾驶人员的不良影响和专业人员的实验数据两方面进行探讨，说明酒驾容易引发交通

事故的原因主要是酒精影响大脑的功能从而使行为失控。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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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失控

“酒驾”的危害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酒驾”问题

路面选择，这样就容易出事故。⑤触觉能力降低。汽

也是各地中考常考的社会热点，但对于酒驾易造成事

车行驶中，驾驶员触觉接收的信息虽没有视觉多，但是

故的主要原因存在不一致的理解： 有的认为是酒精影

对驾驶工作来说也很重要。例如，踩制动踏板中的力、

响大脑的控制能力，导致行为失控； 也有的认为酒驾者

方向操纵中的细微变化、车子的振动情况等，都可从触

因被酒精麻醉了小脑，故使行为失控。该如何认识这

觉获得信息，反映到大脑，以判断制动、转向装置的工

一问题呢？
1

作情况。当大脑的触觉能力降低后，对发生的有关故

关于“酒驾”的定义以及酒精对车辆驾驶人员的不

［2］

良影响
1． 1

障要达到一定的水平以上时才会被发现，以致不能及
时发现故障，从而增加了危 险 性

何谓“酒驾”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

。⑥ 情 绪 波 动 大。

酒后人的感情易冲动，可能有许多异常的表现和举动，

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

有的言语颠三倒四，有的脾气变大，喜欢超速和 超 车

（ GB19522 － 2004） 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

等； 有的手舞足蹈，狂笑不止，有的痛哭流涕，还有的胡

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 20 mg /100 mL、小于

骂乱闹等等，这样的状况下开车引发交通事故的概率

80 mg /100 mL 的驾驶行为。由于酒精的麻醉作用，酒

大大增加。⑦容易打瞌睡。由于酒精的麻醉作用，不

后驾车往往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同的驾驶人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睡意。有的人甚至在行

1． 2

酒精对驾驶人员的不良影响

酒精会引起驾驶

车过程中睡着了也不自知。
酒精主要影响大脑的功能

员的神经系统调控能力大大下降，由此造成行为失控，

2

从而更易引发交通事故。酒精对驾驶人员的不良影响

2． 1

可归纳为： ①视觉和色彩感知能力下降。由于驾驶员

驾驶 C 照并具有一定驾驶经验的 42 人采用自身对照

90% 左右的信息是靠视觉获得的，而在这 90% 左右的

实验法进行研究后，以脑电、复杂反应时间和注意集中

信息中，绝大部分都是有颜色的。驾驶员饮酒后，大脑

时间为检测指标对被试者进行酒后实验。结果显示，

由于酒精的麻醉作用，使视觉和色觉能力下降，难以分

血液中不同浓度的酒精对驾驶人大脑额叶和顶叶脑电

辨交通标志、红绿灯及标线的颜色，从而导致交通事故

的影响非常显著，尤其在大脑额叶表现得最为 突 出。

的发生。②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由于酒精的作

当血液酒精浓度达到 20 mg /100 mL 以上时，前额叶 4

用，人体对时间、空间、运动知觉严重减弱，思考判断能

种波的最大能量变化达到显著水平，同时顶叶也出现

力差，对光、声等刺激反应的时间延长。本能反射动作

δ 波最大能量值的显著变化。说明血液中酒精浓度变

的时间也会相应延长。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 （ 如眼、

化会对汽车驾驶人的脑电图产生显著影响，从而威胁

手、脚之间的协调配合能力） 会产生障碍，无法正确判

到驾驶人的驾驶安全。另外，从实验数据反映： 血液酒

［1］

断距离、速度

科学实验依据

［3］

有关资料

显示： 在对持有汽车

。③记忆力降低。驾驶员酒后驾车记

精浓度 达 到 20 mg /100 mL 时，反 应 时 间 延 长； 当 50

忆力差，大脑反应迟钝，遇有紧急情况很难处理好。日

mg /100 mL 后，反应时间逐步缩短，而反应错误次数随

本学者宇留野氏将罗马字和日文字母作牵强附会意义

之增加，呈现负相关。汽车驾驶人的注意集中能力受

上的联系，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使人记忆。未饮酒者

不同浓度酒精的影响较为明显，表现为注意集中时间

从学习到铭记为止，平均只需试行 7． 25 次，而血液中

随血液酒精浓度的升高而显著降低。最后得到结论：

含中等酒精浓度者平均需试行 9． 5 次，高浓度者平均

不同血液酒精浓度下，对汽车驾驶人大脑的额叶和顶

需试行 18． 15 次，可见由于酒精的影响，使人记忆力明

叶脑电及其注意能力的不良影响达到了显著水平。

显下降。④ 注意力水平的降低。酒后驾车注 意 力 降

2． 2

低，信息处理能力下降。由于酒对大脑有麻醉作用，酒

主要包括： 判断力、操作能力、协调能力下降，注意力分

后驾驶员注意力大大降低，注意力如果不能合理分配

散，视觉、色觉、触觉等感觉功能失调，情绪波动加大，

和及时转移，在行车过程中影响对道路情况的观察和

睡意明显加强。联系已学的知识可以判断，上 述 行 为

综合分析

综上所述，酒精引起的驾驶行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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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例举了巧设导入、精用语言、多样提问等对教学设计主线进行优化，以提高生物学课堂效率的设计思路。
优化

教学设计

高效课堂

新课改背景下，初中生物学课时较少，课程标准规

首先，教师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传授知识给学生，语

定的教学内容繁多，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打造高效课

言必须要简明扼要、准确精炼，善于抓住重点，突出难

堂。教师必须改进讲授的方法和艺术，针对学生的心

点，抓住关键和重点内容，使教学内容突出一个“精”

理特点、知识基础和教学内容等方面，优化教学设计主

字。例如，在讲解血液循环过程时，在学生已经掌握了

线，
让学生学习起来既省力又有兴趣，力求提高课堂的

心脏结构以及连接的血管的基础上，利用概念图帮助

教学效率。

学生理解几条动脉和静脉如何通过毛细血管连接起

1

巧设导入，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生物学的

来，
然后再抓住体循环和肺循环的要点进行讲解，学生
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把握重难点内容。

兴趣对于每位生物学教师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段

其次，教师在讲解过程中要通过幽默、风趣的语言

好的引言能使学生很快进入最佳的学习状态，并能激

去感染学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使之全神贯注于

这样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升华了课堂的氛

本节课 的 教 学 活 动 中。例 如，在 学 习“人 类 的 食 物”

围。

时，首先提出一个生活问题： “为什么有的人骨瘦如柴，

例如，在讲授“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一节时，教师

有的人肥胖得迈不动脚？”很多学生马上会联想到营养

提出： 如何辩证地看待“武松打虎”一事？ 学生展开了

不良和营养过剩，然后再给出大头娃娃事件，让学生讨

非常激烈的争论。争论了一段时间后，教师再问： “亲

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多学生在新闻中得知是

爱的同学们，武松因打死了凶狠的老虎而成为大英雄，

因为大头娃娃吃了劣质奶粉，缺少蛋白质所致。通过

但我觉得他有些过错，因为他打死了国家一级重点保

这样的一个实例引入新课，营造了一个吸引人的课堂

护动物，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物的多 样性。

情境，抓住了学生的好奇心，学生的学习兴趣被充分调

我真的想就此训斥他一顿，无奈他老人家已仙去。”风

动起来，为后面的学习设置悬念，使学生很想知道人类

趣幽默的开场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食物中究竟有哪些营养物质，如果缺少某些营养物质，

3

又会出现什么毛病。
2

精用语言，调动学生积极性

多样提问，引发学生思考
课堂问题的设计要突出重、难点，把一节课中最需

要问的内容精心设计成问题串，让学生有兴趣参与思

教学语言要求准确、精炼、形象、生动、有趣，要通

考、讨论。例如，在学习“植物的呼吸作用”时，让学生

过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形象生动的比喻帮助学生理解重

联系实际，解释下列现象： ①萝卜放久了为什么会空心

难点。

呢？ ②粮食为什么要晒干后贮藏呢？ ③冷藏的蔬菜为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什么能较长时间地保持新鲜呢？ ④花盆的底部为什么

异常主要受大脑皮层的躯体运动中枢、躯体感觉中枢

要有洞呢？ ⑤植物也要进行呼吸吗？ 不管学生回答正

等区域所控制。当然，小脑因为能维持躯体的平衡，使

确与否都不要急于评价，让学生带着疑问学习呼吸作

动作准确协调，所以对驾驶行为也有一定的作用。但

等学习完了呼吸作用的内容再把这些问题抛出，让
用，

相对而言，“酒驾”容易导致交通事故，主要是酒精麻

学生自己验证之前的回答是否正确，前后呼应。同时，

醉大脑，使大脑的控制能力大大下降而引起的。

课堂提问要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从学生原有的
知识中找到新知识的认知生长点，设计出导向性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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