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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简要介绍了在物理实验的“教”与“学”过程中 ,改变教学模式 ,以“问题”为主线 ,开展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模

式. 实践表明 ,该教学模式促进了学生自主创新意识和综合实验研究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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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高校教育的基本任务除了传授知识 ,促进学

生知识积累和知识结构的优化以外 ,另一个重要

任务就是要培养他们主动获取各种知识 ,并将这

些知识转变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要注重大学

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

养 ,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因教学模式不同导致人才培养的显著差异 ,

引起了教育界对教学模式研究的高度重视. 对于

教学模式的构成 ,一般根据“教与学”双方面的“占

位比”不同进行区分 (即活动强度的比例和占主导

地位的比例)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占位比”越

大 ,就越趋向于传统教学模式 ( t raditional mode ,

简称 TM) , TM 模式以教师单一传授为主 ,学生

仅仅是知识的被动接收者 ;反之 ,若以学生主动学

习为主 ,教师仅仅是学生获取知识和培养能力的

引导者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占位比”越大 ,就越

趋向于创造型教学模式 ( creative mode , 简称

CM) .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有成千上万的优秀学

生赴国外留学深造 ,他们的考试成绩和刻苦学习

的精神得到各国专家和师生的肯定 ,但我国大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却与发达国家的学生相

比存在巨大的差异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教

学方法和模式有密切关系.

从教学方法来看 ,在 TM 教学模式中 ,教师

把持知识的话语权 ,使得知识单向流动 ,很少考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 ,教师把学生看做说教的

对象 ,扼杀了学生的主动性. 在 CM 教学模式 ,凸

显学生的主体作用 ,学生具有与教师平等的话语

权 ,在教与学的活动中 ,传授基础知识或实验技术

是教学过程中的载体而不是教学的目的 ,物理实

验的教学目的在于引导学生通过实验教学过程主

动获取新知识、发现新问题 ,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在国内一些高校 ,在物理实验教学中偏重

TM 教学模式 ,即在物理实验教学中教师非常详

细、不厌其烦地介绍原理和实验步骤 ,在教学过程

中手把手地演示仪器调节和操作过程 ,这种教学

模式极易误导学生 ,使他们认为实验的目的就是

按照教师示范的操作步骤 ,照葫芦画瓢 ,调节旋

钮 ,记录数据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实验的内容 ,得

到预期的实验结果. TM 教学模式背离了实验教

学的根本宗旨 :培养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研究的综

合能力和创造能力.

因此 ,在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 ,如何紧紧围绕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教学

目标 ,探索物理实验教学的新方法和新模式是本

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2 　以“问题”为主线组织物理实验教学

何为“问题”? 问题是思维运动的具体对象 ,

从认识论的角度可知 ,思维发生的第一个形式是

“问题”,而思维过程则是对问题进行探讨的过程.

因此 ,问题的发生是思维的发生 ,而现实则是问题

发生的具体源泉. 一个人处于现实中就必定会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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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各种问题 ,产生思维活动 ;相反 ,一个人脱离了

现实 ,它就不会遇到问题. 十分有趣的是 ,越是努

力去解决问题 ,就越是意识到有问题 ,所遇到的问

题也越多 ;相反 ,越是不动脑思考 ,就越不感到问

题的存在. 因此 ,思维活动不单只是解决问题 ,同

时还在不断地发现问题甚至创造问题. 在充满思

维的头脑中 ,同样充满着许许多多的问题 ,因为问

题不会随着思维活动一个个地消失 ,反而会一个

个不断地冒出来. 因此 ,只有与现实保持密切的

联系 ,才能不断地产生出新问题 ,才能发生新思

维 ,这就是头脑中精神代谢的重要规律. 因此 ,为

了达到上述教学目标 ,我们在新编的国家“十一五

规划教材《大学物理实验》中 ,就采取了开篇设问

的形式 ,让学生在实验课前带着问题进行学习和

预习 ,在实验课程中带着问题进入实验研究 ,在研

究的过程中加深对问题的了解 ,做完实验后通过

分析和讨论 ,解释在实验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给出

科学的结论.

1) 物理实验教学应从“问题”入手 ,培养大学

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和提高认知水平.

在我国曾有一种观点 ,认为物理实验教学就

是培养动手能力 ,认为做的实验个数越多 ,动手能

力就越强. 在教材的编写上将实验步骤描述得非

常详细 ,在课堂讲解时 ,对每个实验步骤进行全程

操作示范 ,生怕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完成既

定实验内容 ,学生只要严格按实验教材的步骤操

作或仿照教师的操作示范能得出正确的结果就行

了. 因而导致学生学会了机械的“操作”,误认为

只要测量数据越精确 ,不确定度越小 (实际上只考

虑了部分因素) ,实验做得就越好 ,得分就越高 ,甚

至导致极少数同学为了得高分而修改测量数据.

殊不知在基础物理实验不确定度的计算中 ,为了

简化运算 ,常常做一些近似 ,忽略了一些 B 类不

确定度的因素 ,这时计算出来的不确定度趋于 0 ,

并不一定代表是高精度的测量结果.

“科学问题”是人们还没有认知的客观现实 ,

实验物理学是研究和探索客观物质世界的奥秘和

规律的基础学科 ,因而也可以说实验物理学就是

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创造问题的基础科

学. 所以 ,在物理实验教学的过程中应该从“问

题”入手 ,在物理实验教学的过程中注重启发学生

观察实验现象 ,发现实验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产生

这些问题的原因和本质 ,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

法 ,培养科学思维能力 ,不断提高学生的认知水

平、创新意识和科学实验研究能力.

2) 围绕“问题”组织教学就是要充分发挥物

理实验教学在大学生科学实验素质和创新人才培

养中的核心作用.

实验物理学在数百年的发展进程中 ,出现过

众多卓越的实验以其巧妙的物理构思 ,独到的处

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精心设计的仪器 ,完善的实

验安排 ,高超的测量技术 ,对实验数据的精心处理

和无懈可击的分析判断等 ,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

彩的物理思想 ,揭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这些思想和方法已经超越了各个具体实验而具有

普遍的指导意义.

在教学活动中注意引导学生追根寻源 ,以“问

题”为主线 ,学习前人的科学思维方式和精湛的技

艺 ,增长自身才干 ,而且要引导学生关注相关科技

前沿的研究热点 ,开拓他们的视野. 例如 :在“霍

尔效应”这样一个大多数高校都开设的基础物理

实验教学中 ,我们引导学生去思考 100 多年前 ,是

什么“问题”驱使 24 岁的霍尔对在磁场作用下电

流通过金属的电学特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他是

如何在当时二位著名的物理学家 (麦克斯韦和爱

德朗)描述在磁场中金属导电性质的矛盾中发现

“问题”的. 告诉学生 ,当时的背景是人们对金属

中导电的机理还不清楚 ,科学家们对很多问题持

不同的看法. 霍尔在读到麦克斯韦的《电磁学》

时 ,注意到麦克斯韦的论述 :我们必须记住 ,推动

载流导体切割磁力线的力不是作用在电流上 ⋯⋯

在导线中 ,电流的本身完全不受磁铁接近或其他

电流的影响. 不久 ,他又读了瑞典物理学家爱德

朗教授的文章 ,文中假定 :磁铁作用在固态导体中

的电流上 ,恰如作用在自由运动的导体上一样.

对比二位大师的论述 ,“问题”就出来了 ,他们谁是

谁非 ? 科学的真相是什么 ? 他带着这些问题去请

教他的导师罗兰教授 ,在导师的支持下霍尔对此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经历多次失败和反复实

验 ,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通过问题式教学 ,使

学生们懂得做该实验的目的 ,不仅仅是验证霍尔

效应的基本特性 ,而是通过“霍尔效应”实验这个

教与学活动中的载体 ,引导他们向年轻的霍尔学

习 ,学习他尊重科学、敢于质疑、不怕失败、勇于实

践的科学品质 ,学习他善于发现和捕捉问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方式. 我们还通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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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教案和教学网站 ,引导学生去了解与霍尔效应

相关的最新进展 (即介绍霍尔“大家族”———量子

霍尔效应、反常霍尔效应、轨道霍尔效应、自旋霍

尔效应⋯⋯) ,同时鼓励他们用常规霍尔效应的基

本原理进行应用设计 ,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所以

学生在完成基本实验内容后 ,绝大多数同学都用

霍尔片测量了矽钢片磁间隙的二维磁场分布 ;有

许多同学还给出了各种应用设计方案 ,尽管有些

设计比较简单和幼稚 ,但说明他们不是简单地重

复和验证霍尔效应 ,而是主动去获取各种相关知

识 ,分析问题 ,提出问题 ,并尝试用霍尔效应的基

本原理或霍尔元件的基本特性去解决问题. 还有

一些同学将问题带到物理设计与研究性实验中 ,

用霍尔元件、小磁铁、乒乓球、钢丝和电路设计完

成了“数字式风速仪”,发表了实验研究论文 ,并获

得了湖北省大学生科技论文奖. 再如 :热辐射与

红外扫描成像综合实验装置 ,就是在学生不断地

提出问题、改进、再提出新问题、再改进的过程中

不断完善 ,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学生

们发表了 3 篇实验研究论文 ,参与研制和完善了

实验教学仪器 ,改善了实验室的教学条件 ,更重要

的是增强了低年级新同学以进行综合与研究性实

验的信心和勇气 ,为他们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打下良好的基础.

3 　多种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

1)启发式和引导式教学方法

在物理实验教学中 ,避免简单的知识传授方

式和实验操作的演示 ,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 ,不是

三言两语给出结论 ,而是由浅入深启发和引导 ,让

学生主动思考 ,最终悟出解决问题的关键.

2)互动式和讨论式教学方法

在实验教学活动中 ,针对学生易犯的错误 ,采

取你问我答的互动方式 ,组织学生进行讨论 ,通过

师生互动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学方法 ,调动学生

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自己寻找解决方案.

3)专题式和项目式教学方法

在近代、综合、设计和研究性实验课程中 ,以

学生自主学习为主 ,教师引导为辅 ,采用课题式和

项目式教学方法 ,教学活动以课题研究小组的学

习方式 ,组长由课题成员选举或推荐产生 ,要求研

究小组组长能知人善任 ,带领本组成员从文献调

研、制定实验方案、进行实验研究、分析结果、写出

课程论文 ,直到参加课题答辩. 此教学方法还推

广到第二课堂 ,学生以研究小组为单位通过项目

申请的方式 ,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实验研究 ,提交实

验研究报告. 在该类教学方法中 ,充分调动了所

有学生的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培养研究小组组长

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培养小组每个成员的集体荣

誉感和团队精神. 在经历一个完整的科学实验研

究全过程后 ,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了普遍提高 ,为

后续的学习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 ,在

该类教学方法中 ,也充分发挥了教师引领、启发和

服务的作用 ,教师要对课程的研究课题进行宏观

指导 ,开设相关讲座 ,为学生设计和研究方案提供

必要的技术支持 ;在制定实验方案时 ,和学生一起

研讨 ;在进行实验研究时 ,给予实验设备、材料和

元器件的保障 ;学生遇到困难时 ,给予鼓励并想方

设法提供理论和技术方面的支持 ,若遇到实验经

费和实验条件的不可逾越的限制 ,则帮助他们改

变设计方案和技术路线 ,帮助他们达到阶段目标.

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模式的灵活应用 ,

真正达到了教学相长、相互促进的作用. 在整个

教与学活动中学生的“占位比”和“话语权”增强

了 ,培养了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勇于实践、团结合

作等科学研究必备的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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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从第一种情况的分析可知 ,加入玻片后 ,在两

板平行的条件下 ,两平行出射光线也可形成平行

直条纹 ,此时玻片厚度与临界位置满足 (5) 式 ,并

从实验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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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glass thickness of the Michelson
interferometer on the interference fri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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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China Normal U niversity , Guangzhou 510006 , China)

Abstract : This st udy discussed the effect of t hickness of t he glass inserted in f ront of t he mirror

of Michelson interferometer . The experiment s show that for different distance between t he lens and

t he mirror , t here exist s a critical position that makes the interference f ringes to move in a reversed di2
rection. Through the experiment we have found t 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 he critical position and t he

distance between t he lens and the mirr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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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diversif ied phoblem2oriented teaching methods and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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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Hou2li , TAN G Chao2qun , L I Li2jun , ZHAN G Hong
(School of Physics , Huazhong U 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Wuhan 430074 , China)

Abstract : In the p rocess of“education”and“learning”of p hysics experiment , t he author changed

t he t raditional mode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ed on diversified problem2oriented teaching met hods , in2
tended to promote st udent s’awareness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comp rehensive st udy.

Key words : problem2oriented teaching ;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 p hysics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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