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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的目的在于不教。本文从培养学生物理自学能力的视角，从不同的层面，讨

论了一些具体的物理课堂教学策略，以此试图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物理自学

能力。 

关键词: 培养 自学能力 灵活多样平衡 

緒論  

叶圣陶先生有句名言：“教师教各种学科，其最终目的在达到不复需教，而学生能自为

研索，自求解决。＂物理新课程标准中也明确提出了“注重科学探究,提倡学 习方式多

样化＂的新课程理念，认为物理课程应改变过分强调知识传承的倾向，让学生经历科学

探究过程，学习科学研究方法，培养探索精神、实践能力以及创新意 识。国家中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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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再次讲到“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

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激 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

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良好环境＂。这些都明确告诉我们，课堂教学必须以学生

“学＂为主，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从学会知识到会学知识。 

说明学生打 学习物理的界面，还学生一个乐于自学的内在

需求 

营造和谐师生关系，为学生的自学提供良好的外在氛围  

“言为心声，情动于意而形于色＂，如果没有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哪会有讲课

时津津乐道的热情和笑容可掬的神情呢？有哪会获得学生的尊敬与爱戴呢？  

教和学是相互促进的。《尚书·说命》说：“敩学半＂，意思是说教人是学习

的一半，学习本身是一种实践活动，所以教师要有“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

困＂的精神和境界，应敬业为先，应不断学习新的教育理论知识，防止职业倦

怠期的到来。  

如果教师以饱满、积极向上的热情带领学生去探索物理世纪的奥秘，就会对学

生学习情感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如赞可夫所说；“如果教师本身就燃烧着对知

识的渴望，学生就会迷恋于知识的获取＂。  

教师要热爱、关心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当学生在学习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不

应过多地苛求、指责，而应耐 心地帮助分析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让

他们都能感受到老师的爱和期望。师生的情感交流是双向的，但由于中学生心

理发育尚不健全，因而教师处在主导的地 位上，必须考虑到学生的年龄、性

别的不同，群体和个体的差异，主动采用相应的感情交流途径与方法，要正确

理解“师道尊严＂的内涵，清除盲目的“唯我独尊＂ 的心理。[1]  

教师可不定期的进行一个小问卷调查，也可设立师生情感交流信箱，搭建师生

情感交流的多种管道，主动积极地营造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  

“玩索而有得＂，为学生的自学创造动机  

孔子研究了《易经》以后说，要“玩索而有得＂。就是说，对待天下间最捉摸

不定的东西，只去 认真学习是不够的，而是要去玩。众所周知，物理知识比

较抽象，很难理解，但它是自然规律的抽象概括，它源于自然。所以，物理的

学习也应回归于自然，应“玩 索而有得＂，玩就是在实践、学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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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授新的物理概念、规律等时，教师可不必急于讲解，可先给学生提供“玩＂

的机会。例如学习压强时， 可先让学生玩两手指摁压住一端已削好的铅笔两

端；学习液体压强时，可让学生玩矿泉水瓶装满水或盐水，在瓶侧壁锥出大小

相同的小孔，观察水流情况；学习滑动 摩擦力时，可让学生玩手在桌面上滑

动。玩后让他们自己总结出玩的感觉的缘由来。课堂玩不了的，也可让他们回

家去“玩＂。例如学习了“阿基米得原理＂后，可 让他们回家“玩＂：⑴一

冰块在透明杯水中漂浮着，观察冰融化了，水面将怎样变化；⑵冰块中有一铁

块，冰融化后，水面如何变化；⑶一较大的冰块下部已压到杯 底，冰融化后，

水面如何；⑷一冰块浮在足够浓的盐水中，冰融化后，水面如何。学生在这样

的“玩＂之后，必然引起极大的思考，进而必然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解 释，那

么自然而然，培养自学能力的目的已不期而遇。  

让学生明白自学的重要性、克服学习中的依赖思想  

物理知识是在分析物理现象的基础上经过抽象、概括出来的，或者是经过推理

得来的。获得知 识，要有一个科学的思维的过程，不重视这个过程，头脑里

只剩下一些干巴巴的公式和条文，就不能真正理解知识，思维也得不到训练。

所以要重在理解、有意识地 提高自已的科学思维能力、学习能力＂。而自学

能力是运用已学知识去单独地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并且自学

物理必须有较好的基础知识和较强的阅 读、记忆、思维、想象、归纳、运用

和实验能力。  

因此，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和自学能力，一方面要经常对学生进行自学能力

重要性的教育，使学生在思想 上充分认识到有了自学能力，才能不断地充实

和更新自己的知识，才会使得自己在今后的竞争中具有优势；一方面要有强有

力的措施保证，去督促学生自学。学生虽 然想学好每一门课，想多学知识，

更想提高能力，可从小学 始的填灌式教育，使得他们更习惯于老师给他们讲

授知识，而不是去主动的学习知识。为此，可以利用 古人、伟人的经典事例

和经典名句激励学生：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就是自觉地练习、预

习、复习；学习的最高境界是自学，你一旦学会了自学，今天学 到的不但是

知识，更是能力，明天走向社会收获的更是辉煌的未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

不学则殆——只重于学习别人的知识而不注重思考，就有可能遭到蒙蔽，陷 于

迷惑；只重思考而不注重学习别人的知识，就有可能因误入歧途而导致疲乏及

危险而丧失学习动力和兴趣，说明学习与思考结合是何等的重要。  

引导学生养成阅读课本，乐于自学课本的习惯  

初中物理教学大纲明确指出：阅读是提高自学能力的重要途径。培养学生的自

学能力，应从指导阅读教科书入手，使他们学会抓住课文中心，能提出问题并

设法解 决，还应鼓励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可是在当前不少师生仍然不重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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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的阅读，而是热衷于题海战术，特别是学生往往只凭课堂上听老师所讲的

定律、公式就忙于 做题目，造成基础知识不牢，缺乏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的不良后果。在中学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必须从指导学生阅读课本做 起。例如，在上《热机》、《电动机》及《发

电机》时，教师可大胆让学生花 15 分钟左右进行自己阅读课本，自己自学，

这样效果可能更佳，既可以在课堂上有时 间让学生阅读课本，又可使学生自

己实验、思考、讨论和研究问题，更促使学生去认真钻研教材。有时老师好心

的讲，效果却是事倍功半。  

创设情境，启而不发，营造学生乐于自学的欲望需求  

自学需要欲望，欲望始于需要。孔子说：“不愤不启，不诽不发＂。说明在学

生自学之前，教师应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认真钻研教材和学生实际情况，从

不同角度 精心设问，创设各种问题情境，造成学生解答问题的知识与方法的

危机，使学生处于“愤诽状态＂，激发学生的自学欲望，从而使学生主动自学

物理教材和有关书籍 中的相关知识内容和解答方法。例如在“机械功＂的教

学前，我创设了老上海滩上扛包工的故事情境：一般看过《上海滩》的都知道，

解放前上海滩上的扛包工最辛 苦，每天不停的扛着重达二百多斤的麻袋在码

头上跑，做了很多工作，很辛苦，可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铜板。但是，如果按照

我们今天将要学习的物理学上的“功 （作）标准来评定，可能这些工人一天

一个铜板也不应该给，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功＂。这样的情

境起到了对学生“启而不发＂的效果，学生的问 题也便产生了，悬念自然也

产生了，学生心里很纳闷，很想立即知道“这是为什么＂。自然，也营造了学

生自学欲望的氛围。  

运用物理学的美感，促进学生学科情感的发展  

自然界是按照简单、和谐、有序、合理的美学原则来创生和发展的，反映这些

规律的科学也是美的。物理学正是反映这些美丽的自然科学之一。首先，物理

规律、现 象的多样性的统一就非常好的体现了物理学的美感。如：牛顿运动

定律，把力和运动（经典）统一起来，万有引力定律把天上人间成为统一天下，

动量守恒定律，能 量守恒定律，纵横于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白光通过三棱

镜后，呈现美丽的七色光带，这七色光带通过三棱镜，又统一为白光，真是集

和谐、奇异、简洁为一体的物 理之美。其次，物理公式简洁对称，实验的巧

妙精湛，都放射着物理美的光芒。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应在教授物理知识的同

时，把物理学之美也传给学生，用物理学 的美感唤起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减轻心理压力，提高学习效率和学科情感发展。 



亚太科学教育论坛，第十三期，第一册，文章十三，第五页(二零一二年六月) 
陈德军 

论立足课堂平台培养学生物理自学能力的策略之我见 
                                                                                  

 

 
Copyright (C) 2012 HKIEd APFSLT. Volume 13, Issue1, Article 13 (Jun.,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说明学生提高学习物理能力的层面，还学生一个敢于自学物

理的智慧和勇气 

物理学是一门与生产和生活实际联系密切的学科。要学好物理对学生的要求很

高：学 生必须具备扎实的语文功底，熟练的数学运算能力，良好的物理思维

方式和推理能力，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喜爱物理，胸中有学好物理的内在需

要，但又感到它难 学，很不容易把这门功课学好，所以最后畏学。我认为，

在中学物理教学中要解决物理难学的问题，摆脱物理教学的困境，教师应结合

学科特点，培养学生的学习方 法、思考技能和思维能力，说明学生树立自学

物理的自信心，还学生一个敢于自学物理的智慧和勇气。  

提高教师专业水平，教学形式多样化、灵活化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改革的具体目标是，“改变课程过于注

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 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

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改变课程实施过

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 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

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2]  

再好看的电影看多了也会烦；再悦耳的音乐听多了也会厌；再美味的佳肴吃久

了也会腻。所以，要有“变式＂课 堂。新课程理念同样告诉我们，物理教师

的教学形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都要改变。只要课程目标不变，课堂教学形式可

以多样化，可以“换汤不换药＂，最终达成学 生学习方式、学科情感的转变，

新课程目标的实现。  

物理实验可以多样灵活 

实验是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切忌千遍一律。实验不一定非要用专业的

实验器材，非要到实验室才可进行，实验过程和实验器材的选取完全可以是多

样灵活 的。例如，学了光的反射成像后，让学生把家里的金属勺拿来用作凹

面镜和凸面镜观察，看到了放大的虚像和缩小的虚像，学生感觉特别有趣。用

一个皮碗吸在课桌 壁上挂衣服或钥匙等来探究大气压的作用，学生无不感到

快乐。实践表明，指导学生进行设计性实验训练是调动学生动手和动脑积极性

的一项有效措施，要力使学生 感到设计性实验有探索价值和有设计的必要，

并能引起兴趣。这样，学生在探索过程中，智慧和灵感可能就会不期而遇，自

学的乐趣和勇气自然也得到提升。  

物理探究可以多样灵活 

物理探究教学是现在热门的教学形式，但也不能千遍一律，根据具体情况，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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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要求它的完整性，可以“断章取义＂，多样灵活。  

例如，在上《奥姆定律》这课时，教师可以只通过演示实验讲清电流跟电压的

关系，至于电流跟电阻的关系以及归纳得出定律，就可以让学生自己通过实验

进行分析比较、归纳，也可阅读课文后得出结论，然后教师加以小结，再及时

给予习题巩固，加深理解即可。  

按探究的性质可分为实验性探究和调查性探究。例如：“探究物态变化过程＂ 

可以通过借助实验仪器或设备进行实验性探究，也可以“通过观察，探究自然

界中的霜、雪、雨、露等天气现象＂进行调查性探究。  

教学内容与教学时间安排可以多样灵活 

 教师要吃透教材，钻透学生，随时调整教学安排，以满足学生学智、情感发展

的需要。例如苏科版的物理教材，本来《热值》这一节内容安排在《做功可以

改变物 体内能》这一节之后的，但我先上了《热值》这一节内容之后才讲《做

功可以改变物体内能》这一节。这样学生可以先了解到燃料燃烧产生的内能可

以通过做功转化 为机械能，再了解热机就是例子， 而热机的应用已与我们社

会发展一刻也不可分割了，这样让学生了解内能的利用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

重要意义以及带来的环境影响，引导学生关心科技发展，增加 社会责任感和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为以后的人生价值理想打下基础。笔者认为，这样的设计

可以让学生在学智、情感认知上有一个递进的连贯性和逻辑性，以激起学 科

情感共鸣。  

 再如，每周星期一，众所周知，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感觉特别的“困＂，尤其

上午的最后一节课。看到学生有气 无力的样子，我经常采用学生分组讨论，

自己阅读课本，创设有趣物理情境来调动学习气氛，有时我干脆让他们趴在桌

子上先小睡五分钟再上课。这样学生学习兴趣 和自觉性不但调动起来了，也

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创设物理情境多样灵活 

物理教学离不 具体的物理情境，好的物理情境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因素。例如，

在讲固体压强时，一般老师会让学生用两个手指摁在一端已削尖的铅笔两端。

我不但 如此，我还利用多媒体创设了这样的情境：在课的 始时，我先播放

了一段《泰坦尼克号》中鲁思在船上低等舱参加穷人的 party 时表演双脚直立

的视频。镜头显示鲁思双脚直立一瞬间表情很痛苦，这时我立即使画面处于静

态，由此要探究的物理问题产生了，这个情境可激发起来的学生物理学习智能

也不言而喻了。[3]  

配套训练可以多样灵活 

改练习为训练，其目的在于打破传统的习题训练模式，走出应试教育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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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配套训练包括想一想、练一练、做一做三个部分。其中“想一想＂的目

的在于拓 展学生知识的宽度和深度，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练一练＂的

目的在于温故知新，促进学生实现懂、会、熟、巧的转化；“做一做＂的目的

在于让学生把知识与 实际生活、生产联系起来，从实际的角度理解物理知识，

了解物理知识的应用，激发学生敢于学习物理的学科情感。 

精讲多练，把问题留给学生，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方法与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仔细观察物理现象，积极参与思考问题，根据知识点进

行讨论，教师由 “主导＂角色转变为“辅导者＂，精讲知识，增加学生动手、

动脑、动口的训练时间，促进学生的观察、分析、综合、归纳和演绎能力的提

高，结合物理学史、物理 事件，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爱国主义思

想和科学态度。  

例如在《并联电路》一节的教学过程中，尝试了“实验探究＂的教学策略。课

堂教学以：创设 情境，提出问题→合作探究，进行实验→合作交流，数据分

析→得出结论→通过演绎推理验证实验结论为主线，使学生体会到获得规律的

途径可以不同，但结论应该 是一致的，结论的成立必须经过多方面的论证，

从而增强科学结论的严肃性意识，养成研究问题的严谨作风，培养学生思考问

题的方法，从而掌握从实践到理论，再 从理论到实践，再实践、再理论的科

学研究方法。 

加强习题的变式训练，培养创造思维 

解题教学及习题训练是物理教学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通过解题的训练，尤

其是一题多变、一题多解、一题多练及多题归一等变式训练，更有助于加深对

知识的巩固与深化，提高解题技巧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思维的

灵活性、变通性和创新性。  

一题多解，培养学生求异创新的发散性思维．通过一题多解的训练，学生可以

从多角度、多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拓解题思路。使不同的知识得以综

合运用，并能从多种解法的对比中优选最佳解法，总结解题规律，使分析问题

的能力提高，使思维的发散性和创造性增强。  

一题多变，培养学生思维的应变性。把习题通过条件变换、因果变换等，使之

变为更多的有 价值、有新意的新问题，使更多的知识得到应用，从而获得“一

题多练＂、“一题多得＂的效果。使学生的思维能力随问题的不断变换、不断

解决而得到不断提高， 有效地促进学生思维的敏捷性和应变性，使创造性思

维得到培养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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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题归一，培养思维的收敛性。任何一个创造过程，都是发散性思维与收敛性

思维的优秀结 合。因此，收敛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诚然，

加强对学生收敛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也是非常必要的，而多题归一的训练，则是

培养收敛性思维能力的 重要途径之一。很多物理习题，虽然题型各异，研究

对象不同，但问题实质相同，如能对这些“型异质同＂或“型近质同＂的问题，

归类分析，抓住共同本质特征， 掌握解答此类问题的规律，就能弄通一题，

旁通一批，达到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从而摆脱“题海＂的束缚。  

因此，通过加强习题的变式训练，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更重要

的是培养了学生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自学的能力——这是学习的法宝。  

反思评价，发展认知，培养反思性物理学习能力 

反思学习是智慧发展的高层次表现。反思是物理思维活动的核心活动，所谓反

思是指理论发展和解题思维过程(概念形成 的过程，定理发现的过程，论证定

理或解题的思考过程，法则、方法和技巧使用的条件和背景的缘由)的再现，

旨在通过这些思维过程的再现，澄理论或解题方法是 在怎样的物理思想或物

理观念的指导下想出来的。由此可见，加强反思能使学生调查知识的本质，获

得思维锻炼。  

评价是对学生行为变化或倾向变化给予价值判断的系统过程。评价是课堂教学

必不可少的手段。评价能使学生明确活动中 的成败得失，能提供反思的机会，

使思维水平得以提升。因此，反思与评价息息相关，是启动思维的有效措施和

方法。在评价中，教师不要把事情做“满＂，应让学 生说得更多些。对于学

生的评价，还可以让学生之间进行，使学生学会辩证的看待问题，学会欣赏别

人，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  

由于学生的学习活动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肯定有一些错误和偏差。所以，在

实施过程中教 师对学生的评价不应全盘否定，应该多引导学生自己思考。当

学生思维受阻时，教师要给予充分的鼓励，也可以引导学生从另一角度提出问

题或提供辅助性问题，帮 助他们克服思维障碍;但学生经过思考得出正确结论

时，教师要及时给予肯定的评价；当学生提出新奇的见解或有创造性的看法，

教师给予激励性的评价。教师应注 重对学生解题过程的反思评价，而不是结

果。  

在物理教学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也是素质教育

给我们每一个 物理教师的一个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虽辛劳了我们自己，但

学生将终身受益．笔者诚恳希望各位同仁不吝赐教，共同探讨如何培养和提高

学生自学物理的能力，为 物理教学由“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做点贡献。  

总之，培养自学能力是教学的战略任务之一，特别是物理学科要求学生掌握的

知识面宽，涉 及的相关知识较多，学生学习和掌握都较难。毕业后学生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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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遇到很多问题需要他们自己进一步的学习和解决，这就需要他们有一定的

自学能力。自学的能力今 天是学生学习的法宝，明天可能就是学生走社会

拓事业的社会能力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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