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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对什么是能力、能力的重

要性、能力的培养等问题进行阐述；其次，

阐述当前中学物理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针对当前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再

次，讲讲如何通过课堂提问、运用练习等

教学方式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如何通

过理论与实践相联系、授之以渔等教学方

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最后，说说思维

能力与自学能力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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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物理学科在高考中考查的能力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理解能力、推理

能力、分析综合能力、应用数学处理物理

问题的能力、实验能力。这五个方面的能

力要求均不能孤立存在，而且思维能力与

自学能力也与这五个方面的能力相互渗

透、相辅相成。我们在考试时，重点考查其

中一种能力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考查到

其他与之相关的能力。国家之所以要发展

教育事业，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青少年

的素质、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大批合

格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实现“科教兴

国”。思维能力与自学能力是基本素质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提高也会促进其他

素质的进步与发展。因此，在教育教学中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与自学能力显得十

分重要。下面结合教学实践，就中学物理

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与自学能

力，谈一些粗浅看法，与同仁共勉。
一、当前中学物理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受到各种社

会因素的制约。在现今我国的许多地方，

升学率、教学成绩仍作为考核教师的一项

重要指标。这无形中促使了我国教育的

畸形发展，导致学生思维能力与自学能

力的培养被忽视。现在许多学校为了追

求学生文化学科成绩的提高，在平时教

学中单纯以知识教学为重点，让学生识

记、巩固知识，运用“题海战术”来强化、
训练学生的解题能力。只重视知识教学、
应试能力的训练，而忽视学生的基本能力

的提高、基本素质的培养，严重影响了学

生的全面发展。
例如：有些老师在上物理分组实验

时，为了追求效率让学生更好地应付考

试，一节课中会花大半时间去讲实验理

论，而真正留给学生亲自动手做实验的时

间却很少。有极个别老师甚至还说：“去实

验室上实验课简直是浪费时间，只要在班

里给学生讲讲理论，让学生懂得如何考试

就行了。”
这样的教学方式、教学理念，如何能

谈得上学生真正的实验能力提高、思维与

自学能力的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呢？因

此，要想在中学物理教学中充分渗透思维

能力、自学能力的培养，首先要转变教师

的教育观念，把传授知识与技能、发展人

的智力和提高人的思想品质这几个方面

统一起来，作为自己学科教学的基本任

务，别让应试教育捆住手脚。
二、中学物理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的

培养

所谓思维能力，就是人们在感性认识

的基础上，运用比较、鉴别、概括、抽象、分
析、综合、归纳、演绎、假设、抽象等思维的

基本方法，形成概念，并通过判断和推理，

从而获得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

的一种能力。在物理学习过程中，无论是

概念的形成，还是定理、定律、方法的理解

与应用，都离不开思维能力的作用。
1 .课堂提问，培养思维能力。
在课堂的教学中，合理的提问能够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

去思考，有了对问题的思考才会有思维的

跳跃。因此在物理教学中应根据学生的知

识水平、教材内容、课型等提出合适的问

题。通过问题来引导学生思维，培养学生

的思维能力。
例如：在上《牛顿第三定律》这一节

时，我们可以设置这样的一些问题来训

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在引入新课时 ：

问题（1）：如果用两块海绵实验，对齐

并相互挤压，可以观察到它们的形状发生

了变化。为什么这两块海绵的形状会同时

发生变化呢？

运用这个问题引入新课可以激发学

生思维，引起学生学习本节的兴趣和求知

欲望，从而得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概念

及特点。
在得到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概念之后：

问题（2）：一对作用力反作用力和一

对平衡力会一样吗？

通过这个问题引导学生比较分析一

对作用力反作用力和一对平衡力的区别

与联系，从而进一步激活学生的思维、巩
固对知识的理解。

在讲这一节有关“马拉车”的一道课

后习题时：

问题（3）：马拉车加速前进，是因为马

拉车的力大于车拉马的力吗？

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特点的认识与

理解，许多学生往往会根据日常观察的

直觉或印象做出错误的判断：认为马拉

车的力大于车拉马的力。但是，当老师告

知二力大小相等时，学生会积极思维、重
新思考，迫切想找出其中原因。通过这个

问题能够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有效锻炼

学生思维。
合理问题的设计，能促进学生积极思

维、改善课堂气氛。思维由问题开始，问题

又是思维的核心。有效的问题设计必将激

活物理课堂，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2.运用练习，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我们在进行物理教学时，要选择适量

的练习，而且要精选，有典型性。通过反

复、合理的做练习，学生加深了对物理基

本概念的理解，学会一题多解、由浅入深、
分析综合、归纳总结等思维的训练。例如

我们对下面这一例题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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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气球上系一重物，以 4 m/s 的

速度自地面匀速上升。当上升到离地面高

度 h=9 m 时，绳子突然断开。（不计空气

阻力，g=10 m/s2）。问：

（1）重物在绳子断开后到即将着地过

程中是否做匀变速直线运动？

（2）在绳子断开后，重物要经过多长

时间才能落到地面？

（3）重物即将落地时的速度多大？

解析：（1）重物做竖直上抛运动，是做

匀变速直线运动。
（2）方法一：该重物先匀减速运动到

最高点，而后做自由落体运动。

上升过程：t上= v0
g = 4

10 s=0.4 s，h上=

v02
2g = 42

2×10 m=0.8 m。

下降过程：h下=h+h上=9.8 m，由 h下=
1
2 gt2下，解得 t下=1 .4 s。

重物落地的时间：t=t上+t下=1 .8 s。
方法二：设竖直向上为正方向，由匀

变速直线运动规律得 - h=v0t- 1
2 gt2，解得

t1=- 1 s（不符合题意舍去），t2=1 .8 s（符合

题意）。
（3）方法一：设竖直向下为正方向，由

匀变速直线运动规律得 v2- v02=2gh，解得

v=14m/s。
方法二：由（2）知 t下=1 .4s，由自由落

体运动规律得 v=gt下=14 m/s。

方法三：由动能定理得 mgh= 1
2 mv2-

1
2 mv02，解得 v=14 m/s。

方法四：设地面所在平面为零势能参

考面，由机械能守恒定律得 Ep1
+Ek1

=Ep2

+E k2
即 mgh+ 1

2 mv02=0+ 1
2 mv2，解得 v=

14 m/s。
在上例中：要回答（1）问，首先要思考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定义，而后得出“加速

度保持不变的直线运动”叫做匀变速直线

运动。这样能培养学生对概念的准确理

解与思维。在回答（2）、（3）问时：首先，要

分析出其运动过程、过程中又遵循哪些

物理规律，这样能够训练学生的由浅入

深、分析综合等能力；其次，通过一题多解

可以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物理规律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比较归纳的能力，锻炼学生

的发散性思维，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思维

能力。
三、中学物理教学中自学能力的培养

所谓自学能力，就是指学生自己发现

问题、研究问题、认知世界的能力，包括会

读书、善观察、勤思考、好问等基本能力。
在人的一生中，大部分的知识是通过自学

得到的。作为一位好老师，不仅要教会学

生课本上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

教会学生如何独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自

学能力。接下来我就谈谈如何在物理教学

中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1 .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培养学生自学

能力。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首先要发展学

生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物理教学

时，应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让学生

在实际生活中应用物理知识，切实提高学

生自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例如：在上初中的《生活用电常识》这

一节时，可以鼓励学生对自己家的用电进

行观察，有条件和能力的话甚至可以自己

设计、安装或改装电路。
在上高中的《放射性的应用与防护》

这一节时，可以让学生通过查阅书籍、网
络搜索、生活中实例观察等手段，得到在

射线应用方面有辐射育种、放射性治疗、
γ射线探伤等，在射线的防护方面有距

离防护、时间防护、屏蔽防护等。
通过自学，学生会发现在自然界与生

活之中有许许多多与物理有关的事物。在

平时的上课当中要多引导学生通过各种

方式将所学的物理知识与生活实际联系

起来，让物理源于生活、服务生活、回归生

活。让学生从生活实践中感知物理的意

义、物理的乐趣。这样能有效地培养学生

学习物理的兴趣、培养学生自己获取知识

的能力、促进学生自学能力的提高。
2.授之以渔，培养自学能力。
埃德加·富尔说过：“未来的文盲不再

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

人。”作为一名物理教师，主要任务不是教

学生如何记住物理知识去应试，关键是要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懂得如何自

学，从而培养其自学能力。
例如：我们在上《平抛运动》这一节

时，首先，让学生在课前先进行预习；其

次，可以将学生分成若干组，以小组为单

位通过平抛竖落仪等实验装置对“平抛运

动”的规律进行探究；再次，通过小组讨论

得到平抛运动的规律；最后，由老师对大

家得出的结论进行点评、总结，得出最终

准确的规律特点。
整节课的教学设计以学生为中心，大

多数环节都由学生自己完成，充分发挥了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不仅让学生学习到

了基本的知识与技能，同时也有效地培养

了学生的自学能力。
思维能力与自学能力不是独立存在

的，二者相辅相成。一个思维能力好的学

生，若能够勤学好问，加上老师给予合适

的引导，就能够独立学习完成许多技能、
课业。一个自学能力好的学生，在自学过

程中其思维能力也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与锻炼。因此，我们在物理教学中，要充

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和条件来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与自学能力，促进学生的终身

发展。
总之，思维能力与自学能力不是独立

存在的，二者相辅相成。只要教师不断学

习、钻研教材，钻研学生的认知规律，不断

改进教学方法，树立正确的教育教学理

念，肯定能够做到学生的课本知识学习、
思维能力培养、自学能力培养同步推进、
同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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