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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精准提问是培养学生物理核心素养、提升学生物理学科思维能力,获得较好课堂教学效果的一种方式。本文在基于物理核心素养
的视角下讨论了物理课堂精准提问的原则和策略。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教育领域的改革发展之路也变得轰轰烈烈,如火
如荼。在传统的高中物理教学中,教师不重视学生的提问技巧,而是习惯于采取灌输式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的主观意愿完全不闻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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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ecise questioning strategies in high school physics classroom based on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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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cise questioning in the classroom is a way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re literacy in physics, improve their thinking skills
in physics, and obtain better classroom teaching result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of accurate questioning
in physics classro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ysics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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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来发散学生的思维,让学生经历科学推理过程并进行科学的论证；通过探

在新形势下,高中物理教学中提问技巧的强化变得尤为重要,物理教

究性的问题启发学生猜想,设计实验方案,经历科学探究过程。

师如何在教学中提升提问技巧的有效性成为了每个业界人士广泛关注的

2.5启发性原则

焦点问题之一。课堂提问是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精准的提问可以促

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另外一个提问的原则为启发性。教师在提问的过错

进学生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和综合能力,从而提

中注重问题的质量,而非是问题的数量。提问应该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尽量

升课堂教学的效果。

避免诸如一些“对不对”之类的无意义提问。这类问题开放性较弱,对于

1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

学生的启发性极低,也不利用学生物理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包括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
责任四个方面。我们的教学不仅仅是要教学生解题,还要教学生适应未来
社会发展的关键能力,核心素养的提出就是要让学生通过学科的学习逐步
形成这种能力。

3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物理课堂精准提问的策略
3.1根据学生的兴趣点进行提问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教学中我们可以联系生活和物理的关系,
找出学生感兴趣的内容进行提问,例如很多学生都喜欢玩过山车这一游乐

2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物理课堂精准提问的原则

项目,在学习圆周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学生提问：你在玩过山车的时

2.1科学性原则

候,当人的头部往下的时候,你感觉到安全带对你的拉力了吗？如果不系

要做到精准提问,首先就要求老师的提问没有科学性的错误,符合学

安全带是不是就一定会掉下来？这样的精准提问会起到“一石激起千层

科特点,要跟生活语言区分开来,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要求教师要充分

浪”的效果,学生的求知欲被激发,同时也把物理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培

了解自己的学生,知道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真正做到从学生出发

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核心素养。
3.2抓住知识的重难点进行提问

来精准提问。

教学的重点往往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而课堂时间却是有限的,教师

2.2针对性原则
针对性原则是指老师所提的问题必须完全指向教学目标,紧紧围绕学
习的重点、难点和热点来设计问题,进行精准提问,避免随意提问。有针对
性的精准提问可以激发学生的思维,让学生的思维活跃在教学目标和学习

必须抓住重难点处精心设计问题,进行精准提问,使学生对新知识理解的
更加透彻掌握的更加牢固。
高中物理探究感应电流的方向一节,同学们往往对楞次定律的表述难
以理解,楞次定律的内容是：
“感应电流的磁场总要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的磁

目标上,提高课堂效率,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
2.3层次性原则

通量的变化”,这里要突破的是对“阻碍”二字的理解,我们可以提出4个

个体之间存在差异,教师在提问时要注意学生之间的差异,关注全体

问题帮助学生来理解：(1)是谁阻碍谁？(2)阻碍什么？(3)如何阻碍？(4)

学生,这就要求教师提问时要注意使问题有一定的层次性,问题的呈现由

阻碍的结果如何？

易到难,化繁为简；对于不同难度的问题,应让层次不同的学生来回答,使

3.3设置“矛盾冲突”进行提问

每个学生都有用武之地,所提的问题要让学生“跳一跳才能够到果子”
。

在课堂提问中设置矛盾冲突可以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形成悬念,这

2.4开放性和探究性原则

样学生的思维就处于积极思考的状态,学生的注意力也会更加集中,他们

科学推理、科学探究是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在课

积极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产生认知需要,产生内在学习动力。

堂提问中所提的问题要有一定的开放性和探究性。通过一些开放性的问题

90

在学习高中物理必修1的《自由落体运动》时,教师先向学生提出问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3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题：你们认为重的物体和轻的物体谁下落的更快一些？多数学生会认为

如今的物理教学提问现状,提问随意化的现象十分明显和普遍。针对这个

重的物体下落的快,这时教师一手拿起事先粘在一起的多枚硬币,一手拿

现象,高中物理教师在进行课堂提问的时候应该将问题与目标导向相互结

起一枚硬币,两手在同一高度释放硬币,学生发现硬币是同时落地的。教师

合起来,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提问过程中的流于形式和低效性的现象频频

接着再发问：为什么石头比树叶下落的快？影响物体下落快慢的因素是什

发生。例如,教师在进行《重力势能》相关内容教学的时候就应该紧扣教

么？设置这样的矛盾冲突进行提问学生很快就进入了学习状态,学习效果

学大纲,提的问题也应该具有很强的指引性和指导性。教师可以向学生提

自然就好。

出下面这些问题：小球在斜坡上滑动,重力势能的变化是怎样的？如果小

3.4层递式提问

球在粗糙和光滑的表面上滑动,重力势能的变化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一

层递式提问是对一些有难度的问题,设计一系列有逻辑关系的由浅入

提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下子被充分激发和调动起来了,在跟

深的问题串,这些问题一环扣一环,激发学生分析问题,构建物理模型,分

随教师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全面强化认识和理解,提问技巧的深化和提问效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果的提升渐渐变得不在话下。

电势能的概念很抽象,是教学中的一个难点,在教学中我尝试用层递
式问题串教学,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如图所示,在匀强电场中放入点电荷+q,由静止释放,从A点运动到B点,
请学生思考并回答以下问题：

4.2教师的提问应该与生活紧密相连,体现趣味性和实用性
高中物理教师在课堂提问技巧强化的过程中还应该将自己的问题方
向与学生息息相关的生活进行紧密相连。在以往的提问过程中,教师最容
易忽视的就是提问的生活性。在新课改和素质教育的前提之下,这一点需

(1)+q的受力方向如何？

要教师在提问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引导学

(2)+q做什么运动？运动方向如何？

生通过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场景入手进行问题思考的方式来学习物理,坚持

(3)电场力对+q做正功、还是做负功？

不懈方能让物理课堂提问的技巧发挥到极致。

(4)+q的动能如何变化？

5 结束语

(5)+q的动能为何增加？

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教师一定要精心设计提问,使每一个问题都问的

(6)+q的动能从何处来？

精准,教师恰到好处的提问,让学生对物理更感兴趣,学习物理的热情更高,
学习物理知识的同时提高综合能力。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在高中物理教
学中强化提问技巧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每一个高中物理教师应该深
谙提问技巧的重要性,并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不断践行与提问技巧相关的

针对问题(6),教师明确告诉学生+q的动能是电势能转化而来的。然
后要求学生回忆学过的哪些形式的势能：重力势能、弹性势能。它们的
共同特点都与位置有关,电荷在电场中位置的变化而引起能量的变化称
为电势能。
请学生继续思考问题：
(7)从A到B,+q的电势能怎样变化？(电势能转化为电荷的动能,电势
能减少)。
(8)反之,从B到A,+q的电势能怎样变化？
结论：电场力做正功,电势能减少；电场力做负功,电势能增加。
电势能是学生较难理解的概念,以问题的形式引导学生思考逐渐逼近
电势能的概念,经过教师的引导,学生轻松掌握了电势能的概念。

4 高中物理教学课堂提问技巧的策略分析
4.1紧扣教学内容,通过问题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
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所有的教学活动都是围绕一个相应的教学目标而
开展进行的,教师在进行课堂提问的过程中应该始终紧扣教学大纲与教学
内容,通过教学问题的步步推进让最终教学目标得以全方位实现。纵观现

内容,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让高中物理教学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全新局面,
让学生的物理综合素质得到全方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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