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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的目的在於不教。本文從培養學生物理自學能力的視角，從不同的層面，討

論了一些具體的物理課堂教學策略，以此試圖循序漸進地提高學生的物理自學

能力。 

關鍵字: 培養 自學能力 靈活多樣平衡 

緒論  

葉聖陶先生有句名言：“教師教各種學科，其最終目的在達到不復需教，而學生能自為

研索，自求解決。＂物理新課程標準中也明確提出了“注重科學探究,提倡學 習方式多

樣化＂的新課程理念，認為物理課程應改變過分強調知識傳承的傾向，讓學生經歷科學

探究過程，學習科學研究方法，培養探索精神、實踐能力以及創新意 識。國家中長期

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年)再次講到“注重學思結合，宣導啟發式、探究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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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討論式、參與式教學，幫助學生學會學習。激 發學生的好奇心，培養學生的興趣

愛好，營造獨立思考、自由探索的良好環境＂。這些都明確告訴我們，課堂教學必須以

學生“學＂為主，要培養學生的自學能力， 從學會知識到會學知識。 

說明學生打開學習物理的介面，還學生一個樂於自學的內在

需求 

營造和諧師生關係，為學生的自學提供良好的外在氛圍  

“言為心聲，情動於意而形於色＂，如果沒有對本職工作的熱愛，哪會有講課

時津津樂道的熱情和笑容可掬的神情呢？有哪會獲得學生的尊敬與愛戴呢？  

教和學是相互促進的。《尚書·說命》說：“敩學半＂，意思是說教人是學習

的一半，學習本身是一種實踐活動，所以教師要有“學然後知不足，教然後知

困＂的精神和境界，應敬業為先，應不斷學習新的教育理論知識，防止職業倦

怠期的到來。  

如果教師以飽滿、積極向上的熱情帶領學生去探索物理世紀的奧秘，就會對學

生學習情感產生巨大的影響。正如贊可夫所說；“如果教師本身就燃燒著對知

識的渴望，學生就會迷戀於知識的獲取＂。  

教師要熱愛、關心學生的學習和成長。當學生在學習中遇到困難和挫折時，不

應過多地苛求、指責，而應耐 心地幫助分析原因，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讓

他們都能感受到老師的愛和期望。師生的情感交流是雙向的，但由於中學生心

理發育尚不健全，因而教師處在主導的地 位上，必須考慮到學生的年齡、性

別的不同，群體和個體的差異，主動採用相應的感情交流途徑與方法，要正確

理解“師道尊嚴＂的內涵，清除盲目的“唯我獨尊＂ 的心理。[1]  

教師可不定期的進行一個小問卷調查，也可設立師生情感交流信箱，搭建師生

情感交流的多種管道，主動積極地營造融洽和諧的師生關係。  

“玩索而有得＂，為學生的自學創造動機  

孔子研究了《易經》以後說，要“玩索而有得＂。就是說，對待天下間最捉摸

不定的東西，只去 認真學習是不夠的，而是要去玩。眾所周知，物理知識比

較抽象，很難理解，但它是自然規律的抽象概括，它源于自然。所以，物理的

學習也應回歸于自然，應“玩 索而有得＂，玩就是在實踐、學習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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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授新的物理概念、規律等時，教師可不必急於講解，可先給學生提供“玩＂

的機會。例如學習壓強時， 可先讓學生玩兩手指摁壓住一端已削好的鉛筆兩

端；學習液體壓強時，可讓學生玩礦泉水瓶裝滿水或鹽水，在瓶側壁錐出大小

相同的小孔，觀察水流情況；學習滑動 摩擦力時，可讓學生玩手在桌面上滑

動。玩後讓他們自己總結出玩的感覺的緣由來。課堂玩不了的，也可讓他們回

家去“玩＂。例如學習了“阿基米德原理＂後，可 讓他們回家“玩＂：⑴一

冰塊在透明杯水中漂浮著，觀察冰融化了，水面將怎樣變化；⑵冰塊中有一鐵

塊，冰融化後，水面如何變化；⑶一較大的冰塊下部已壓到杯 底，冰融化後，

水面如何；⑷一冰塊浮在足夠濃的鹽水中，冰融化後，水面如何。學生在這樣

的“玩＂之後，必然引起極大的思考，進而必然運用所學知識進行解 釋，那

麼自然而然，培養自學能力的目的已不期而遇。  

讓學生明白自學的重要性、克服學習中的依賴思想  

物理知識是在分析物理現象的基礎上經過抽象、概括出來的，或者是經過推理

得來的。獲得知 識，要有一個科學的思維的過程，不重視這個過程，頭腦裡

只剩下一些乾巴巴的公式和條文，就不能真正理解知識，思維也得不到訓練。

所以要重在理解、有意識地 提高自已的科學思維能力、學習能力＂。而自學

能力是運用已學知識去單獨地獲取新知識的能力，是一種綜合能力。並且自學

物理必須有較好的基礎知識和較強的閱 讀、記憶、思維、想像、歸納、運用

和實驗能力。  

因此，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意識和自學能力，一方面要經常對學生進行自學能力

重要性的教育，使學生在思想 上充分認識到有了自學能力，才能不斷地充實

和更新自己的知識，才會使得自己在今後的競爭中具有優勢；一方面要有強有

力的措施保證，去督促學生自學。學生雖 然想學好每一門課，想多學知識，

更想提高能力，可從小學開始的填灌式教育，使得他們更習慣于老師給他們講

授知識，而不是去主動的學習知識。為此，可以利用 古人、偉人的經典事例

和經典名句激勵學生：學而時習之，不亦說乎——學習，就是自覺地練習、預

習、複習；學習的最高境界是自學，你一旦學會了自學，今天學 到的不但是

知識，更是能力，明天走向社會收穫的更是輝煌的未來；學而不思則罔，思而

不學則殆——只重於學習別人的知識而不注重思考，就有可能遭到蒙蔽，陷 於

迷惑；只重思考而不注重學習別人的知識，就有可能因誤入歧途而導致疲乏及

危險而喪失學習動力和興趣，說明學習與思考結合是何等的重要。  

引導學生養成閱讀課本，樂於自學課本的習慣  

初中物理教學大綱明確指出：閱讀是提高自學能力的重要途徑。培養學生的自

學能力，應從指導閱讀教科書入手，使他們學會抓住課文中心，能提出問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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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法解 決，還應鼓勵學生進行課外閱讀。可是在當前不少師生仍然不重視對

課本的閱讀，而是熱衷於題海戰術，特別是學生往往只憑課堂上聽老師所講的

定律、公式就忙於 做題目，造成基礎知識不牢，缺乏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

能力的不良後果。在中學要培養學生獨立思考，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力，

就必須從指導學生閱讀課本做 起。例如，在上《熱機》、《電動機》及《發

電機》時，教師可大膽讓學生花 15 分鐘左右進行自己閱讀課本，自己自學，

這樣效果可能更佳，既可以在課堂上有時 間讓學生閱讀課本，又可使學生自

己實驗、思考、討論和研究問題，更促使學生去認真鑽研教材。有時老師好心

的講，效果卻是事倍功半。  

創設情境，啟而不發，營造學生樂於自學的欲望需求  

自學需要欲望，欲望始於需要。孔子說：“不憤不啟，不誹不發＂。說明在學

生自學之前，教師應充分發揮其主導作用，認真鑽研教材和學生實際情況，從

不同角度 精心設問，創設各種問題情境，造成學生解答問題的知識與方法的

危機，使學生處於“憤誹狀態＂，激發學生的自學欲望，從而使學生主動自學

物理教材和有關書籍 中的相關知識內容和解答方法。例如在“機械功＂的教

學前，我創設了老上海灘上扛包工的故事情境：一般看過《上海灘》的都知道，

解放前上海灘上的扛包工最辛 苦，每天不停的扛著重達二百多斤的麻袋在碼

頭上跑，做了很多工作，很辛苦，可一天也掙不了幾個銅板。但是，如果按照

我們今天將要學習的物理學上的“功 （作）標準來評定，可能這些工人一天

一個銅板也不應該給，這是為什麼呢？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做“功＂。這樣的情

境起到了對學生“啟而不發＂的效果，學生的問 題也便產生了，懸念自然也

產生了，學生心裡很納悶，很想立即知道“這是為什麼＂。自然，也營造了學

生自學欲望的氛圍。  

運用物理學的美感，促進學生學科情感的發展  

自然界是按照簡單、和諧、有序、合理的美學原則來創生和發展的，反映這些

規律的科學也是美的。物理學正是反映這些美麗的自然科學之一。首先，物理

規律、現 象的多樣性的統一就非常好的體現了物理學的美感。如：牛頓運動

定律，把力和運動（經典）統一起來，萬有引力定律把天上人間成為統一天下，

動量守恆定律，能 量守恆定律，縱橫於宏觀世界與微觀世界，白光通過三棱

鏡後，呈現美麗的七色光帶，這七色光帶通過三棱鏡，又統一為白光，真是集

和諧、奇異、簡潔為一體的物 理之美。其次，物理公式簡潔對稱，實驗的巧

妙精湛，都放射著物理美的光芒。所以，教師在教學中應在教授物理知識的同

時，把物理學之美也傳給學生，用物理學 的美感喚起學生學習物理的興趣，

減輕心理壓力，提高學習效率和學科情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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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學生提高學習物理能力的層面，還學生一個敢於自學物

理的智慧和勇氣 

物理學是一門與生產和生活實際聯繫密切的學科。要學好物理對學生的要求很

高：學 生必須具備扎實的語文功底，熟練的數學運算能力，良好的物理思維

方式和推理能力，因此有相當一部分學生喜愛物理，胸中有學好物理的內在需

要，但又感到它難 學，很不容易把這門功課學好，所以最後畏學。我認為，

在中學物理教學中要解決物理難學的問題，擺脫物理教學的困境，教師應結合

學科特點，培養學生的學習方 法、思考技能和思維能力，說明學生樹立自學

物理的自信心，還學生一個敢於自學物理的智慧和勇氣。  

提高教師專業水準，教學形式多樣化、靈活化 

《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行)》指出改革的具體目標是，“改變課程過於注

重知識傳授的傾向，強調形成積極 主動的學習態度，使獲得基礎知識與基本

技能的過程同時成為學會學習和形成正確價值觀的過程。＂“改變課程實施過

於強調接受學習、死記硬背、機械訓練的現 狀，宣導學生主動參與、樂於探

究、勤于動手，培養學生搜集和處理資訊的能力、獲取新知識的能力、分析和

解決問題的能力以及交流與合作的能力。[2]  

再好看的電影看多了也會煩；再悅耳的音樂聽多了也會厭；再美味的佳餚吃久

了也會膩。所以，要有“變式＂課 堂。新課程理念同樣告訴我們，物理教師

的教學形式和學生的學習方式都要改變。只要課程目標不變，課堂教學形式可

以多樣化，可以“換湯不換藥＂，最終達成學 生學習方式、學科情感的轉變，

新課程目標的實現。  

物理實驗可以多樣靈活 

實驗是物理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切忌千遍一律。實驗不一定非要用專業的

實驗器材，非要到實驗室才可進行，實驗過程和實驗器材的選取完全可以是多

樣靈活 的。例如，學了光的反射成像後，讓學生把家裡的金屬勺拿來用作凹

面鏡和凸面鏡觀察，看到了放大的虛像和縮小的虛像，學生感覺特別有趣。用

一個皮碗吸在課桌 壁上掛衣服或鑰匙等來探究大氣壓的作用，學生無不感到

快樂。實踐表明，指導學生進行設計性實驗訓練是調動學生動手和動腦積極性

的一項有效措施，要力使學生 感到設計性實驗有探索價值和有設計的必要，

並能引起興趣。這樣，學生在探索過程中，智慧和靈感可能就會不期而遇，自

學的樂趣和勇氣自然也得到提升。  

物理探究可以多樣靈活 

物理探究教學是現在熱門的教學形式，但也不能千遍一律，根據具體情況，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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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要求它的完整性，可以“斷章取義＂，多樣靈活。  

例如，在上《歐姆定律》這課時，教師可以只通過演示實驗講清電流跟電壓的

關係，至於電流跟電阻的關係以及歸納得出定律，就可以讓學生自己通過實驗

進行分析比較、歸納，也可閱讀課文後得出結論，然後教師加以小結，再及時

給予習題鞏固，加深理解即可。  

按探究的性質可分為實驗性探究和調查性探究。例如：“探究物態變化過程＂ 

可以通過借助實驗儀器或設備進行實驗性探究，也可以“通過觀察，探究自然

界中的霜、雪、雨、露等天氣現象＂進行調查性探究。  

教學內容與教學時間安排可以多樣靈活 

 教師要吃透教材，鑽透學生，隨時調整教學安排，以滿足學生學智、情感發展

的需要。例如蘇科版的物理教材，本來《熱值》這一節內容安排在《做功可以

改變物 體內能》這一節之後的，但我先上了《熱值》這一節內容之後才講《做

功可以改變物體內能》這一節。這樣學生可以先瞭解到燃料燃燒產生的內能可

以通過做功轉化 為機械能，再瞭解熱機就是例子， 而熱機的應用已與我們社

會發展一刻也不可分割了，這樣讓學生瞭解內能的利用在人類社會發展史上的

重要意義以及帶來的環境影響，引導學生關心科技發展，增加 社會責任感和

樹立科學的世界觀，為以後的人生價值理想打下基礎。筆者認為，這樣的設計

可以讓學生在學智、情感認知上有一個遞進的連貫性和邏輯性，以激起學 科

情感共鳴。  

 再如，每週星期一，眾所周知，無論老師還是學生都感覺特別的“困＂，尤其

上午的最後一節課。看到學生有氣 無力的樣子，我經常採用學生分組討論，

自己閱讀課本，創設有趣物理情境來調動學習氣氛，有時我乾脆讓他們趴在桌

子上先小睡五分鐘再上課。這樣學生學習興趣 和自覺性不但調動起來了，也

提高了課堂教學效率。  

創設物理情境多樣靈活 

物理教學離不開具體的物理情境，好的物理情境蘊含著豐富的情感因素。例如，

在講固體壓強時，一般老師會讓學生用兩個手指摁在一端已削尖的鉛筆兩端。

我不但 如此，我還利用多媒體創設了這樣的情境：在課的開始時，我先播放

了一段《泰坦尼克號》中露絲在船上低等艙參加窮人的 party 時表演雙腳直立

的視頻。鏡頭顯示露絲雙腳直立一瞬間表情很痛苦，這時我立即使畫面處於靜

態，由此要探究的物理問題產生了，這個情境可激發起來的學生物理學習智慧

也不言而喻了。[3]  

配套訓練可以多樣靈活 

改練習為訓練，其目的在於打破傳統的習題訓練模式，走出應試教育的誤區。

這裡的配套訓練包括想一想、練一練、做一做三個部分。其中“想一想＂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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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於拓 展學生知識的寬度和深度，加深學生對知識的理解；“練一練＂的

目的在於溫故知新，促進學生實現懂、會、熟、巧的轉化；“做一做＂的目的

在於讓學生把知識與 實際生活、生產聯繫起來，從實際的角度理解物理知識，

瞭解物理知識的應用，激發學生敢於學習物理的學科情感。 

精講多練，把問題留給學生，培養學生獨立思考問題的方法與能力 

在教學過程中，讓學生仔細觀察物理現象，積極參與思考問題，根據知識點進

行討論，教師由 “主導＂角色轉變為“輔導者＂，精講知識，增加學生動手、

動腦、動口的訓練時間，促進學生的觀察、分析、綜合、歸納和演繹能力的提

高，結合物理學史、物理 事件，培養學生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愛國主義思

想和科學態度。  

例如在《並聯電路》一節的教學過程中，嘗試了“實驗探究＂的教學策略。課

堂教學以：創設 情境，提出問題→合作探究，進行實驗→合作交流，資料分

析→得出結論→通過演繹推理驗證實驗結論為主線，使學生體會到獲得規律的

途徑可以不同，但結論應該 是一致的，結論的成立必須經過多方面的論證，

從而增強科學結論的嚴肅性意識，養成研究問題的嚴謹作風，培養學生思考問

題的方法，從而掌握從實踐到理論，再 從理論到實踐，再實踐、再理論的科

學研究方法。 

加強習題的變式訓練，培養創造思維 

解題教學及習題訓練是物理教學中必不可少的重要環節。通過解題的訓練，尤

其是一題多變、一題多解、一題多練及多題歸一等變式訓練，更有助於加深對

知識的鞏固與深化，提高解題技巧及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力，增強思維的

靈活性、變通性和創新性。  

一題多解，培養學生求異創新的發散性思維．通過一題多解的訓練，學生可以

從多角度、多途徑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開拓解題思路。使不同的知識得以綜

合運用，並能從多種解法的對比中優選最佳解法，總結解題規律，使分析問題

的能力提高，使思維的發散性和創造性增強。  

一題多變，培養學生思維的應變性。把習題通過條件變換、因果變換等，使之

變為更多的有 價值、有新意的新問題，使更多的知識得到應用，從而獲得“一

題多練＂、“一題多得＂的效果。使學生的思維能力隨問題的不斷變換、不斷

解決而得到不斷提高， 有效地促進學生思維的敏捷性和應變性，使創造性思

維得到培養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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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題歸一，培養思維的收斂性。任何一個創造過程，都是發散性思維與收斂性

思維的優秀結 合。因此，收斂思維是創造性思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誠然，

加強對學生收斂性思維能力的培養也是非常必要的，而多題歸一的訓練，則是

培養收斂性思維能力的 重要途徑之一。很多物理習題，雖然題型各異，研究

物件不同，但問題實質相同，如能對這些“型異質同＂或“型近質同＂的問題，

歸類分析，抓住共同本質特徵， 掌握解答此類問題的規律，就能弄通一題，

旁通一批，達到舉一反三的教學效果，從而擺脫“題海＂的束縛。  

因此，通過加強習題的變式訓練，不但可以培養學生的創造思維能力，更重要

的是培養了學生自己解決問題的能力，自學的能力——這是學習的法寶。  

反思評價，發展認知，培養反思性物理學習能力 

反思學習是智慧發展的高層次表現。反思是物理思維活動的核心活動，所謂反

思是指理論發展和解題思維過程(概念形成 的過程，定理發現的過程，論證定

理或解題的思考過程，法則、方法和技巧使用的條件和背景的緣由)的再現，

旨在通過這些思維過程的再現，澄理論或解題方法是 在怎樣的物理思想或物

理觀念的指導下想出來的。由此可見，加強反思能使學生調查知識的本質，獲

得思維鍛煉。  

評價是對學生行為變化或傾向變化給予價值判斷的系統過程。評價是課堂教學

必不可少的手段。評價能使學生明確活動中 的成敗得失，能提供反思的機會，

使思維水準得以提升。因此，反思與評價息息相關，是啟動思維的有效措施和

方法。在評價中，教師不要把事情做“滿＂，應讓學 生說得更多些。對於學

生的評價，還可以讓學生之間進行，使學生學會辯證的看待問題，學會欣賞別

人，進一步鞏固學習成果。  

由於學生的學習活動不可能是一帆風順的，肯定有一些錯誤和偏差。所以，在

實施過程中教 師對學生的評價不應全盤否定，應該多引導學生自己思考。當

學生思維受阻時，教師要給予充分的鼓勵，也可以引導學生從另一角度提出問

題或提供輔助性問題，幫 助他們克服思維障礙;但學生經過思考得出正確結論

時，教師要及時給予肯定的評價；當學生提出新奇的見解或有創造性的看法，

教師給予激勵性的評價。教師應注 重對學生解題過程的反思評價，而不是結

果。  

在物理教學中培養和提高學生的自學能力是一項創造性的勞動，也是素質教育

給我們每一個 物理教師的一個責無旁貸的歷史使命，雖辛勞了我們自己，但

學生將終身受益．筆者誠懇希望各位同仁不吝賜教，共同探討如何培養和提高

學生自學物理的能力，為 物理教學由“應試教育＂轉變為素質教育做點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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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培養自學能力是教學的戰略任務之一，特別是物理學科要求學生掌握的

知識面寬，涉 及的相關知識較多，學生學習和掌握都較難。畢業後學生肯定

還會遇到很多問題需要他們自己進一步的學習和解決，這就需要他們有一定的

自學能力。自學的能力今 天是學生學習的法寶，明天可能就是學生走社會開

拓事業的社會能力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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