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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线教学中，笔者发现很多问
题。下面试图剖析，从历史与现状角
度看，这些教学弊端是如何产生的？
从提升高中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角度
出发，可以进行哪些改进？

新课教学中的“功利性”弊端

高中物理教学的“功利性”，是指
高中物理教学不是为了培养学生的

“物理核心素养”，而是为了实现学生
考试高分的目标。国家要求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必须贯彻的三维目标包括：知
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
值观，但很多高中物理一线教师，只重
视知识与技能，完全忽视了过程与方
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教育教
学中存在较多功利性的弊端。

省略了探究概念和寻找规律的教
学过程。在物理高考题目中，极少有
考查概念的题目，因此很多老师就大
量减少探究概念形成的过程及教学时
间，仅仅要求学生记住几个概念，根
本不考虑学生从初中感性认识到高中
理性认识跳跃过程的困难，忽视了对
学生进行抽象能力的培养。

比如人教版物理必修 （1） 第一章
为“运动的描述”，教学的任务就是要
引导学生了解“质点”“参考系”“时
间和时刻”“位移和路程”“速度和速
率”“加速度”等概念。这些概念涉及
到运动的研究主体、运动的研究背
景、表述运动的物理量、概念表达的
数学手段与方法、物理量的定义等。
但是对于这些物理学科知识体系中的
基石，有的老师只用两三节课就完成
了人教版教师用书要求9个课时完成的
教学内容，并美其名曰“高效教学”。
随后就进入了第二章“匀变速直线运

动的研究”的教学，又只用一两节
课，让学生背诵几个公式，对公式所
表达的物理意义与推导过程并不进行
详细探讨，并对第六节“伽利略对自
由落体运动的研究”也予以省略。这
样可以省出大量的课时，反复让学生
做题，从而提高考试成绩。

大量的时间让学生做大量的练习
题，这种“功利性”的教学方法可以
使学生在阶段性的考试中得到高分。
阶段性的考试很少有原创的试题，基
本都是常规的题目，只是考查学生会
用公式而已。学生做了大量练习之
后，熟练程度高，甚至考试的试题都
有可能在练习中已经做过，所以也很
容易得到高分。学生为了做大量的练
习，学得非常辛苦，影响了身心健
康，但是对于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却
没有真正的理解。

教 学 中 减 少 分 组 实 验 和 演 示 实
验。由于高考和各种阶段性考试中，
没有让学生现场进行实验操作、观察现
象和记录数据的项目，所以很多老师并
不重视实验教学。还有很多学校进行
学生分组实验时，总是将几个实验合并
在一起，一节课就完成。比如第一章第
4节“用打点计时器测速度”和第二章第
1节“探究小车速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都是并成一节课完成的。

实验教学是物理教学中重要的组
成部分，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使
用一定的设备和材料，通过控制条件
的操作过程，引起实验对象的某些变
化，从而观察这些现象的变化中获取
新知识或验证知识的教学方法，能够
培养学生的独立探索能力、实验操作
能力和科学研究兴趣。

但 是 在 “ 功 利 性 ” 思 想 的 影 响
下，许多老师不愿意多做实验。因为
实验课需要进行很多准备工作，包括器
材的准备、耗材的补充、器材损坏后的
维修，而且实验课相关的学生管理（尤
其是安全管理）工作量也相对较大，所
以一些教师总是尽量减少实验的次数，
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实验题练习，实验
教学变成了“纸上的实验”。

“荒谬”的高中物理练习题

高中物理教学的“荒谬性”，是指
一些高中物理教学中出现的违背“物

理规律”、不合“真实生活”的教学事
件。物理教学强调“从生活中来，又
回到生活中去”，可很多高中物理一线
教师，凭空臆造，脱离生活，造成很
多“荒谬性”问题，让物理教学变成
了“无理教学”，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题目数据设置的“荒谬性”。在物
理题目中，任何数据都应该符合实
际，但是很多老师选题或者编题时忽
视了这一点，经常为了套用公式而命
题，而不是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去
考虑。

在 2016 年广东某中学高一期中考
试物理试卷最后一个计算题中，涉及
到的生活情景是“气球从地面上匀加
速上升一段时间后，上面脱落一个物
体，物体经过一段时间后落地，求气
球上升的加速度”。这个生活情景本身
没有问题，应用的物理模型也没有问
题，问题是答案为“气球上升的加速
度为 8m/s2”，这个数据是比较荒谬
的，如果按此加速度，那么只要几秒
后气球的速度将达到 40 米/秒 （144 公
里/小时） 以上，比高速公路上超速行
驶的汽车还要快，这在生活中是不可
能的。实际上气球依靠空气的浮力才
能加速上升，而且随着速度增大其受
到的空气阻力也急剧增大，其运动并
不是匀加速运动，而且很快速度就不
再增加。按照中国航协对国内热气球
标准的叙述，一般能达到的上升速度
大约为 5 米/秒左右，其他的气球能达
到的上升速度也很难超过10米/秒。

练习题目的“荒谬性”表述。在
今年汕头某中学的一份高一练习题
中，有一个题目说“一只猴子看到距
离 110 米处的狮子，正以 15 米/秒的速
度匀速向自己跑来，狮子因为耐力不
够最多只能跑动 10 秒，猴子通过计算
选择以最小的加速度匀加速安全逃
跑，请求出这个加速度”。学生开玩笑
说，这只猴子早就应该进化为人了，
而且智力水平可以当物理教师了。

违反科学的“荒谬性”解法。这
一类型的问题，是一种本质上的错
误，比语言叙述和数据上不合理要严
重得多。学生做了这一类型的题目，
不但能力得不到提高，反而会削弱其
对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的理解和应
用，甚至引起思维上的混乱。

在 2016 年某地的高三模拟考试的
题目中，命题者的答案为飞机的功率
是用于自身上升的，其上升的动力和
飞机的重力所做的总功，在数值上等
于飞机动能的增加。这个认识是错误
的，因为飞机螺旋桨的转动会使空气
向下流动，空气也获得了一定的动
能，这个动能也只能来源于飞机的做
功，命题者根本没有考虑这个因素，
其理解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导致了
科学性的错误。

如何减少“功利性”和“荒谬性”

强化学生监督的机制。落实物理
教学三维目标，最好的监督者就是学
生。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给每个高
一学生介绍物理教学三维目标的重要
意义，并特别强调“过程与方法”“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的重要性，让学生
明白三维目标能让自己终身发展受
益。只有学生自己重视三维目标教
学，才能对教师进行有效监督。新课
程改革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关键就是缺少了学生的监督，从而让
三维目标变成了纸上谈兵，而没有在
课堂认真执行。

从生活出发创造练习题目。物理
知识来源于生活，学习物理某种意义
上是为了更加了解生活，让物理为生
活服务，而不是为了做物理题目。相
关练习题目，应加强与学生生活、现
代社会及科技发展的联系，反映当代
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新的科学
思想，关注物理学的技术应用所带来
的社会问题，培养学生的社会参与意
识和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只要题目
来自生活，就能够减少练习题目中的

“荒谬性”。
各学校在教学中应减少高中物理

教学的“功利性”和“荒谬性”，让学
生体验科学探究过程，了解科学研究
方法，增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发
展探索自然、理解自然的兴趣与热
情，认识物理学对科技进步以及文
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为学生
终身发展、形成科学世界观和科学价
值观打下良好基础。

（作者张天禄系广东汕头市金山中
学教师，董友军系广东汕头市实验学
校教师）

立足核心素养 反观物理教学
张天禄 董友军

“求异”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起点，
它要求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创造性地解
决问题。在我看来，语文教学中有许多
对学生进行“求异”思维训练的好契
机。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
对学生“求异”思维的训练。

鼓励质疑，激发学生“求异”兴趣

学生在学习中有疑问，才能产生兴
趣。兴趣是发展思维能力的巨大推动
力，有了兴趣，才会产生积极探求、解决
问题的热切愿望。教师的责任之一，就
是要尽量使学生看到、感受到、触摸到
他们不懂的东西，使他们面前出现疑
问，从而激发学生“求异”的兴趣。

例 如 ， 我 在 教 学 《琥 珀》 一 课
时，鼓励学生在预习中找到自己不懂
的问题，在讲解课文的过程中又引导
学生发现新的问题，使学生对课文产
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迫切希望解决疑
问。我在课内留有比较充足的时间让

学生质疑问难，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如学生在预习时产生疑问：为什么作
者推测这块琥珀形成的故事是发生在
一万年前？课文前面写苍蝇飞进“树
林”，后面写海水逼近“森林”，“树
林”怎么变成“森林”的？为什么两
只小虫腿的四周会显出好几圈黑色的
圆环？提出这些问题的学生得到了我
的赞赏，其他学生立即兴致盎然，睁
大探求的眼睛，寻找疑问，发现问
题。在学习课文时，又有学生发现问
题：课文中写“几十年、几百年的时
间一转眼就过去了”，“一转眼”表示
很快的意思，而几十年、几百年的时
间是漫长的，怎么说很快就过去了呢？

一篇课文，学生从不同的角度，
以不同的形式提出了许多问题，这正
是“求异”思维活跃的表现。对于学
生这种善于动脑筋的学习热情，教师
应该给予大力鼓励，从而引导学生敢
于质疑，并逐步做到善于质疑。只有

鼓励学生“打破沙锅问到底”，才能培
养学生“求异思维”的良好习惯。

引发讨论，创设“求异”氛围

组织学生开展讨论，是让学生发
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各种争论都有利于学生“求异”能力
的提高。在我课堂上讨论的内容，有
来自学生提出的有启发性的问题，也
有的是教师有意识的“预设”。

例如，在教学《将相和》一课时，我结
合课文的内容演示当时场景，在秦王面
前，蔺相如理直气壮地说，我看您并不想
交付 15 座城。所以我要把和氏璧拿回
去。“您要是强逼我，我的脑袋就和璧一
块儿撞碎在这柱子上！”我用一本书假作

“宝玉”，说着举起来就要向柱子上撞。
接下来，我提出疑点让学生讨论：在当时
的情况下，蔺相如会不会去撞？学生们
积极思考，踊跃发言。有的学生说：“蔺
相如不会去撞。因为他知道秦王贪宝，

是不会让他将宝玉撞碎的。他这样做的
目的无非是吓唬秦王，让他信守诺言。”
有的学生说：“蔺相如会撞，因为他来秦
国前就做好了献身的准备。”还有的学生
说：“蔺相如有勇有谋，如果秦王逼他交
宝玉，他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了保
护宝玉，维护赵国的尊严，即使只有一线
希望，他也会竭尽全力。”

在讨论中，学生肯动脑筋，对问
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且能做到言之
有理，言而有据，顺理成章。因此，
这种讨论对发展学生“求异”思维能
力是大有益处的。

从上面事例不难看出，只要我们在
教学中经常注意重点语句的“求异”训
练，久而久之，学生自然会形成一种观
念：要开动脑筋说出自己的看法和自己
的观点。帮助学生养成“求异”的习惯，
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作者单位：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
农庄小学）

语文教学中发展学生求异思维
李桂芬

近日，笔者参加区域优质课展
评活动，发现很多执教教师在师生
互动环节总是青睐素质优良的学
生，反复提问那几个能够正确流利
回答问题、表达能力强、感悟到位
的“精英”学生。少数拔尖学生成
为课堂教学的“主角”和“顶梁
柱”，与讲课者一唱一和，而其他
学生则被冷落，默默无闻地成为

“观众”和“听众”，课堂教学俨然
成为了“少数学生的游戏”，这无
疑有悖教学公平。

师生互动是课堂教学的重头
戏，展示课上把互动教学的“宝”
押在优秀生身上，既能让课堂教学
顺畅进行，更能让教学异常“出
彩”。少数优秀生作为课堂教学的

“保险杠”，首当其冲地成为了课堂
的“香饽饽”，整堂课都会活跃在
教学的“聚光灯”下。

一些讲课者为什么不喜欢提问
“中下游”学生呢？我认为，归根
结底还是功利性的教学思想在作
怪。因为教师与中等生及学困生对
话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使课
堂教学“步履维艰”，这些学生的
的回答也远不如尖子生精准，有时
还会让讲课教师感到难堪甚至“出
丑”。所以很少有教师会冒险让

“中下游”学生在课堂回答问题时
“挑大梁”。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课堂教学是全员参与、
多元互动的过程，不能仅仅由少数
或个别学生撑起和主宰，应引导全
体学生共同参与。课堂教学的目的
不单单是为了造就和培养少数精
英，而是要实现全体学生的群体化
成长。教师不能“嫌贫爱富”，而
应当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不可一

味“掐尖”，更要注重补短，要给
身处学习“中下游”的“平民”学
生提供更大、更多、更广阔的发展
平台。

精彩多维、健康和谐的课堂教
学应当是“各适其性，各逐其生”
的，应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拥有适合
自己学习的机会，满足多样化、个
性化、多层次的学习和发展需求，
共享教学成果。要想提高课堂教学
的参与度，教师必须摒弃功利主义
教学思想，立足于每个学生的发展
和成长，在课堂上“眼观六路耳听
八方”，“四处撒网”，让不同层
次、不同类型的学生在一起“平起
平坐”，都能尽情表达自己的独特
见解、展示个人才华，全身心参与
课堂学习。

教师能否“化腐朽为神奇”，
让课堂教学中更多的“配角”“观
众”成为“主角”，是课堂教学成
败的关键。教师要提高对每个学生
学习的关注度，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注重学法指导和问题点拨引
导，树立他们的学习自信心，激励
每个学生在课堂中敢于参与、乐于
参与，营造全员参与的学习氛围。
尤其是要在坚持整体性教学原则的
基础上，多些“私人订制”，为每
个学生“量体裁衣”，提供一些适
合个人“口味”的学习内容，让学
生能在课堂上体验学习成功的乐
趣，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课堂教学“一个都不能少”，
要走“群众路线”，激活和释放每
个学生的学习潜能，寻求“最大公
约数”，最终达成人人成才、个个
成功的教学效果。

（作者单位：山东省肥城市安
驾庄镇初级中学）

课堂岂能成为
少数人的“舞台”

杨云

在长征胜利 80 周年之际，许
多学校将长征作为德育素材。但是
在优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
理解长征则殊为不易。

毫不夸张地说，长征是人类历
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史诗般远
征”。长征早已成为历史，其牺牲
之壮烈以今人的理解力已经很难想
象，但其精神却是一座永恒的丰
碑。正如史学大师陈寅恪说：“所
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
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换言
之，通过点滴细节营造身临其境的
情境是引导学生理解领悟长征的关
键，在教学中可从以下角度进行尝
试。

让精确的数字说话
1934 年 10 月到 1936 年 10 月，

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
茫草地⋯⋯2 年之中，行经 15 个省
份，翻越 20 多座险峻的高山，渡
过 30 多条湍急河流⋯⋯万水千山
之路，也是万死千伤之路：红四
方面军出发时有 10 万大军，最后
零 零 散 散 到 达 终 点 的 不 过 3 万
人；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 8.6
万 人 ， 抵 达 陕 北 时 只 剩 6000 多
人，平均每走 1 公里就有 4 名红军
战士倒下，每 14 人只有 1 人到达
陕北。

在不到 2 年的时间里，一共遭
遇了 400 多场战斗，平均每 3 天就
发生一场遭遇战。但即使如此，红
军依然保持着平均每天 50 公里的
行军速度。1935年5月，红四团在
天降大雨的情况下，创造一昼夜山
路行军 120 公里的纪录，一举夺下
泸定桥。1999 年，有人带上干粮
在宽敞的公路上，试图复制这一行
程，费尽全力也慢了整整一天⋯⋯
意志的力量，让红军战士克服生命
的极限，创造了人间的奇迹。所以
说，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
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

以真实的故事“动人”
湘江血战是长征路上最惨烈的

战役，29 岁的红 34 师师长陈树湘
率部断后，与十几倍于己部的敌人
在湘江边激战 4 天 5 夜，最后全军
覆没，陈树湘也因弹尽粮绝、腹部
受伤而被俘。在押解途中，躺在担
架上的他撕开伤口，把肠子掏出来

拧断，慷慨就义。“锯臂疗伤”的
红五师师长贺炳炎，更上演了一出
真实版的关云长刮骨疗伤。他右臂
6 次负伤，需要做截肢手术，当时
没有手术器械，医生只好用锯木头
的锯子锯掉他的手臂。当时，没有
麻醉药、止痛药，他硬是把咬在口
中的毛巾都咬碎了坚持下来。贺龙
特地留了一块锯下来的碎骨头，用
它来激励、教育干部：“看，这就
是共产党员的骨头！”

开国上将王平将军，曾讲过一
个有关过草地的故事。大部队过了
草地后，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彭德
怀突然来找他，说还有一个营的部
队没有到，让他回去找。王平带着
警卫员走到班佑河边时，正是黄
昏，玫瑰色的夕阳挂在天边，他远
远看见几百个红军小战士背靠着背
在睡觉，顿时勃然大怒，走过去就
推那些小战士，谁知推一个倒一
个，700 多个红军小战士再也经不
起体力透支、饥寒交迫，在睡梦中
全部死去了。老泪纵横的王平将军
满怀深情地说：“你知道那天有多
安静吗？鸟都不飞，鸟都不叫。我
把他们一个个放平，他们还都是一
群孩子呀！”

借他人的“评价”服人
长征是中国的，但其精神却属

于世界。80年来，这一人类历史上
最壮丽的远征吸引了国外许许多多
作家和记者，诞生了许多优秀作
品。首先让长征走出国门的是美国
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在 《红星照
耀中国》 中写道：“长征是军事史
上伟大的业绩之一⋯⋯与此相比，
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
去像是一场假日远足。”

受 此 书 影 响 ， 美 国 著 名 记
者 、 普 利 策 新 闻 奖 获 得 者 哈 里
森·索尔兹伯里，近半个世纪之
后，在 75 岁的高龄和装着心脏起
搏器的情形下，重走长征路并写
下 《长 征—— 前 所 未 闻 的 故 事》
一书，更是扛鼎之作。他认为，

“那些从未阅读过红军长征壮丽史
诗的人们，现在从某种意义上开
始了解那些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
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
们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
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

（作者单位：浙江省衢州二中）

德育需要
动人细节来支撑

胡欣红

⦾品味

⦾我见

比照前不久发布的中国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笔者发现，目
前某些学校的高中物理教学中
存在一些偏离核心素养要求的
情况，具体表现为：新课教学的
“功利性”较为严重，而复习课
中某些练习题不合物理规律与
生活常识，显现出“荒谬性”。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实
验 小 学 开 展 “ 美 的 教
育 ”， 把 塑 造 “ 美 的 教
师”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通过“百家讲坛”“读书
沙龙”等培训形式，提升
教师专业水平，丰富教师
的文化底蕴，打造出一支
外雅内秀的教师队伍。图
为该校教师在课余时间到
习字室练习书法。

本报记者 汪瑞林 摄

⦾分享

塑造“美的老师”

【聚焦学科核心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