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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在师范认证背景下,物理师范类专业的光学实验课程需要作出相应的改变。在光学实验教
学中切实提高物理核心素养能够真正帮助每个学生安全有效愉快地学习本科后期及相关研究生课程,
同时通过开展光学实验研究也会有助于全面培养学生基本的应用动手的能力培养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本文首先给出了物理实验核心素养包含哪些内容；然后分析了包括光学实验在内的普通物理实验教学
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最后对怎样在物理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物理核心素养提出了一些建议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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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optics experiment based on physical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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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eacher certification, the optical experiment courses of physics
teacher majors need to be changed accordingly.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core literacy of physics in the teaching
of optical experiments can truly help each student to learn the late undergraduate and related postgraduate
courses safely, effectively and happily. At the same time, carrying out optical experimental research will also help
to comprehensively cultivate students' basic application and hands-on ability and 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his
paper firstly gives the contents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physics experiments; then analyzes some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general physics experiments including optical experiments; finally,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re literacy of physics in the teaching of physics experiments or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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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生学习与内化知识的过程中以物理基础知识为基础,开展有

物理作为一门抽象性较强的学科,其定律与公式都是通过

效的物理教学,使学生能够提高应用物理的能力,为学生营造物

实验来验证,实验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对物理学习的兴趣,培养学

[1]
理思维学习环境,锻炼学生的探究意识与综合能力 。

生的物理技能,将学生被动学习的状态转变为主动。当前物理专

2 物理核心素养下实施光学实验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业的光学实验教学难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因此必须要进行

在以往的光学实验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学校开设了一些

教学改革,以培养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使学生形成科学探究的

简单的验证实验,如杨氏双缝干涉、平面衍射光栅测波长、观察

意识与创新精神。

透镜成像、测量镜头焦距、光的偏振态产生与检验等。覆盖范

1 物理核心素养内涵

围仅限于几何和振动光学。在这些实验中,学生的思维空间非常

核心素养就是指学生在后续学习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满足

小,造成对实验不感兴趣,也不完全理解实验的意义,使得学生

发展需求的一系列必备的素养、技能与能力。核心素养的侧重

只是把这门课当作一项任务,实验已经成为获取知识的负担,成

点更偏向于科学研究与个人终身发展,注重未来社会生活中必

为一种被动的学习。

须具备的基础与能力,核心素养能够反映当前的教育现状与社

在师范认证背景下,现在有些大学特别是地方高校都在进

会发展变化,还能够反映历史文化特征。在了解物理学特征后,

行物理学科实验教学改革。针对物理师范专业,一般将普通物理

通过培养学生的物理思维、科学精神等实现对学生物理核心素

实验分为验证性、综合性、设计性和研究性等类型。但在实际

养的培养。具体来说,教师能够采取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在

操作中,可能取决于学校的实际情况,有些地方高校开设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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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综合性的实验占据了大部分比例,而开设设计性和研究
性实验则比较少。而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则要求实验内

4 以培养物理核心素养为目标的光学物理实验教学
主要措施

容应以学生自身素质为基础,结合实验内容和实际生活现象

4.1改革光学物理实验教学方法

以及应用,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自主思考以及知识运用能力,

在以往的光学物理实验教学中,老师一般都是采用讲授法

[2]

从而达到物理实验改革的目的 。这样就意味着物理核心素养

和现场演示法来指导学生完成实验。为了吸引学生对光学物理

下在光学实验教学中增加更多的设计性和研究性实验是势在

实验的兴趣,可以适当通过改变教学方法来达到提高光学实验

必行的。

课程教学质量的目标。首先实验原理的讲解也需要用到以往的

3 当前普通物理实验教学中存在的一些不足

讲授法,只是此时的讲授法多注意利用多媒体教学辅助教学,结

3.1学生的学习角色难以转变

合相关实验的诺贝尔奖历史与当今科研领域热点问题,深入浅

众所周知,大学物理课程与高中物理课程之间既有联系,但

出,加深学生对物理实验的印象,吸引学生学习的注意力。然后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大学物理实验内容和当代高中物理实验项

在每个实验具体操作之前采用课堂讨论法,即针对实验教程中

目相比,他们基本教学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 高中物理实验知

每个实验前面提出的预习问题展开课堂讨论,从而加深学生对

识难度不大,更侧重于对物理定律的验证实验。而大学物理课程

[5]
相关问题的理解 。最后,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知识迁移和创

和实验则更有深度,注重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大学

新能力,可以针对部分实验,要求学生按照实验要求设计实验方

物理实验项目更加注重的引导青少年学生自己开展科学的另一

案并完成实验,培养学生实验探究与创新研究等方面的能力。具

种方式自主性进行探索与研究,大学物理实验内容必然能够对

体地,(1)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探究式实验。大学生这个学习年龄

增强广大学生整体思维的科学思维分析能力探究实践能力、思

段内的很多学生,思维结构不够完整缜密,学生思维的实际发展

维能力、动手及合作组织能力、创新发现等多方面的各种基本

能力水平更是参差不齐,而且每位学生还各自有的优缺点。利用

综合能力也均是提出新的甚至更高一些层次的素质要求。部分

小组探究合作研究的新型教学方法正适用于现代大学生,而且

大学生进入大学以来对于高中物理课程和大学物理课程知识体

特别适用于实验的教学,让广大学生更能够体现在日常学习实

系之间的区别还没有一个清楚地认识,有时还会用高中物理中

践中的团结和协作,发挥其各自有的优点长处,让整体实验及探

特殊处理方法用到大学物理中的普遍情况讨论,这样就会出现

究教学效果有实质性的突破。另外,教师更要多鼓励学生,并引

计算上的偏差。相应地,对于高中物理实验和大学物理实验在实

导每位学生都在本小组内合作或探究活动的实践过程实践中可

验内容和实验要求有之间有很大的变化还没引起学生足够的重

以积极组织参与或讨论,对组织实验项目内容、组织并安排的实

视。事实上,高中与大学物理实验之间的衔接问题,是很多大学

验步骤顺序、以及组织实验和操作实验方法要求等问题进行一

[3]

新生和大学物理实验教师所困扰的问题 。

个合理可行的具体规划。通过利用小组合作实验方式,能有效地

3.2实验教师队伍有待加强

培养一个学生基本的社会合作交流能力、沟通交际能力、协调

近年来,虽然有大批青年博士被引进在许多地方高校中成

工作能力和综合语言逻辑思维能力。(2)培养学生自主化探究能

为了物理学科理论课和实验课教师的中坚力量,但他们大部分

力。学生们在光学物理课程知识的系统学习过程中,要做到积极

在博士阶段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而对物理实验教学缺乏一个

自主思考,要有实践探索问题的钻研精神,要能整合掌握书本内

[4]

系统的训练 。尽管有些学校教师之中尽管以前已经曾有产生

容中的光学实验相关专业知识内容,培养起自己独特的实验自

过的一些教学授课的经验丰富达几十年时间的优秀授课教师,

主思维学习能力和实践动手应用能力。在物理实验知识教学运

虽然也有人会说这是他们教学生涯中的经验与积累直接决定影

用过程研究中,要善于培养出学生能够如何准确观察到实验新

响了影响着他们其的教学与设计工作质量,但是由于这些老师

现象、如何精确记录新数据,要能够善于系统思考归纳和分析。

由于其教学年龄差距较大所造成有的部分年轻科学教师其设计

在通过实验测试后我们要努力培养这些学生都能熟练地对各类

及教学课程设计工作模式也还都比较的死板和传统,缺乏能适

实验检测数据逐项进行统计分析,找出其中数量关系,检测各项

应当今现代社会学校和先进现代科学及其教育的思想理念,对

实验成果的合法有效性,最后学会在各种信息综合归纳判断中

于需要积极科研引导学习的学生和进行主动的科学探究、主动

分析得出合理实验分析结论,并能够敢于独立对这些实验研究

和合作的创新思维行为的教师学科素养和技能培养等方面都缺

结果合理性提出各种质疑。通过这些实验检测教学,让实验学生

乏这种工作创新热情,更就更没有如一些年轻物理老一线教师

整体的检测自我能力组织创新能力和独立操作分析能力更能得

的那样应具有强烈的创新教学及创作研究激情,设计出来的物

到提升。

理新教学和指导新计划在也有较大的缺陷某些的时候也都存在

4.2实现多媒体技术与光学物理实验教学的整合

了许多方面不符合现在国家新课程理念上的基本要求,何去谈

在以往的光学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光学物理教学表现为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自然学生的物理科学核心素养条件下学生

方法陈旧、学习效率较低等,在核心素养视域下的光学物理实验

的物理基础实验操作及动手应用研究能力、创新开发设计实践

教学要在多方面做出较大变革,使光学物理实验教学的重点能

能力均将因此无法继续受到系统有效地培养。

够从知识传授转变为核心素养培养,在光学物理实验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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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师必须要充分融入多媒体技术,丰富实验教学信息量,营

学生的多学科思维,通过本文能够为后续实验教学的改革提供

造生动、愉悦的课堂教学,使学生能够在创新的环境下获取物理

借鉴与参考。在高校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为了提升光学实验教

知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在光学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可

学质量,教师要及时更新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

利用多媒体中的演示法将复杂的实验进行动画演示,使学生更

主体的教学原则,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采取先进的教学方

加直观地观察到实验现象,教师还能够录制微视频、开展翻转课

法,引导学生进行实验操作,使学生能够在光学实验过程中深入

堂,使抽象的物理知识更加形象化,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物理知

理解物理知识,掌握物理知识的内涵,树立自主探究的意识,使

[6]

识 。

学生在物理基础实验与操作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使用合理的物

4.3利用科研带动光学物理实验教学

理探究实验学习方法,提升自身的综合理科学习能力,增强光学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一大批高素质人才,高校也越来

实验教学的育人价值,提高教师的实验教学水平,培养学生的物

越重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在光学物理实验教学中教师可通过

理核心素养,实现物理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为增强高校教学质量

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为我国培养出创新人才,大学生科研

与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训练能够实现高校创新教育改革,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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