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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院校中大学物理教学改革若干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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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对云南民族院校大学物理教学现状进行了分析，根据本次所做的大学物理教学调查问卷的结果

提出了针对民族院校大学物理教学内容、教学体系、教学方法、实验教学等若干问题的改革想法．以促进大学物

理教学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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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普通物理是一般高等院校理工科类各专

业在大学阶段开设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通过物理

学课程的教授一方面为学生打好必要的物理理论

基础；另一方面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科
学思维和科学研究能力，为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和工

作中进一步学习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产生深远

的影响．我省地处西南，我校是云南少数民族人才

培养的重要基地，承担着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培养

高科学素质、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

才的重任，同时也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性发展

提供科学的重要保障．为此我们自行设计调查问卷

对云南民族大学内开设大学普通物理学的专业包

括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通信、计算机网络、环
境科学、教育技术等 １０ 个专业在校一年级及三年

级的学生进关了于大学普通物理学课程设置、教学

内容、教材选用、教学方式等各方面进行调研，问卷

采用不记名的方式进行，在发放前统一进行说明，
消除学生的顾虑，保证调查数据的客观性和真实

性．本次调查共发出调查问卷 ３２０ 份，收回有效问

卷 ３００ 份，回收率达到 ９４％．

１　 我省民族院校大学物理教学的现状

我省是拥有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地区，就本校

而言大学本科生中，少数民族考生占 ３７％左右．一
方面由于云南各地区中小学教育水平的限制，又受

到近年来全国各地高校扩招影响，生源质量参差不

齐．因此中学数学水平和中学物理基础都比较薄

弱，给基础课程教学尤其是大学物理教学带来了一

定困难．这一问题是全国民族类院校普遍存在的问

题，也是民族院校全面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培养高素

质人才的瓶颈．另一方面虽然大学普通物理学是理

工科学生大学阶段很重要的一门基础课，但在开设

该课的过程中却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和不足．如物理

教学理念还停留在传授基础知识的阶段，缺乏前沿

性和扩展性．并没有将物理学上升到联系工程实际

和实际技术应用相结合的高度，理论联系实际的比

重较轻．与现今社会的科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理念

不符．书本上的例题、习题、思考题普遍缺乏从大量

实际生产生活和工程技术应用中提炼出来的物理

模型及真实数据，不贴近生产生活，内容空洞乏味

有距离感．对不同专业在物理课程设置及教材使用

上往往千篇一律选择相同教学大纲和内容，造成课

时安排不合理，跟各专业学科相互联系的基础内容

不足，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更甚者因普通物

理不是非物理专业的主要基础课不容易引起重视，
课时常常被压缩，甚至有些理工科专业都不开设．
在调查中 ６４．７％的学生觉得课时的安排不合理，其
中 ４４．７％的学生认为课时过少，２０％的学生认为课

时过多．只有 ３５．３％的学生认为课时的安排合理（本
校安排理论周课时为 ３ 学时，实验课时 ２ 学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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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关于云南民族院校大学物理学教学改革
的几个想法

２．１　 改变大学物理教学内容，从理论基础教育转

变为科普性教育［１］ 　 通过本次调查 ５５％的学生觉

得物理难学，２９％的学生觉得物理学难度适中，只
有 １６％的学生觉得物理简单．大学的物理比高中初

中的更加抽象和对思维的要求也更高，而且工科类

的学生对物理的兴趣不够，导致大部分学生都觉得

物理难学．同时调查结果还显示 ４３．２％的女生是因

为数学知识不足而觉得物理难学（图 １），３８．９％的

男生是因为数学知识不足觉得物理难学（图 ２） ．
因此教师在面对少数民族学生授课前应先了

解少数民族学生在中学阶段对物理学掌握的基本

情况、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明确

了学生学习大学物理的目的后，分阶段、分内容、分
方法由浅入深，找到大学物理与中学物理的相同点

和衔接点将中学物理知识进行一个扩容和深化，一
方面对中学物理的一些未涉及到的知识进行补充，
尽量避免与中学物理简单重复的内容．另一方面不

要总是把严格的物理公式推导作为重点，而应把精

力花在运用大学物理基本原理及规律和物理数学

处理方法求解与其专业学科相关的具体工程物理

问题上．在内容上可适量增加科技前沿的知识和物

理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大学物理热情和主

动探索新技术的动力．
在大学物理教学中，应依据学生所学专业的特

点针对不同专业制定出与其对应的教学大纲，根据

专业课程与物理学各部分内容的关联程度，对物理

学内容进行侧重点不同的讲解，同时保证完整系统

的讲解物理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如在本次 ３００ 名填

写调查问卷的学生中有 ４４．８％的学生觉得电磁学

对专业课程有用，３３％的学生觉得力学对专业课程

有用，１１．７％的学生觉得热学和 １７．９％的学生觉得

光学有用，占的比例都比较少，如图 ３ 所示．（出现

这样的原因是因为调查的学生中大部分是电气自

动化，电子信息，网络工程的学生）在教师授课时

可加重在力学、电磁学部分的讲解，适当减少对热

学、光学、近代物理内容的讲解．

图 １　 女生学习物理的难点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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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男生学习物理的难点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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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多媒体与传统教

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　 物理学的知识博大精

深，相较其他学科比较抽象，让学生难以理解．传统

的黑板教学节奏较慢，虽然可以使教师的讲解、板
书的速度与学生的思维速度保持同步，但在学科知

识的扩充和前沿科技的讲解上受到极大限制．但随

着以多媒体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大规模使用，
多媒体技术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大学物理教学当

中［２］ ．使用多媒体教学，可以节约时间，增加课堂的

信息量；改善学生的视觉效果，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但每堂课信息量大、节奏快使得学生无法跟上教师

　 　 图 ３　 对专业课程有用的内容调查结果

　 　 Ｆｉｇ．３ Ｗｈｉｃｈ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ｆｏｒ ｓ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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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进程．本次调查数据表明，传统的教学方法

已经不适用当今的教学，但完全采用多媒体的教学

方式也不被学生所接纳．大学生更喜欢教师采用部

分多媒体，部分黑板教学的教学方式，调查中有

４９．２％的学生希望教师采用此种教学方式（图 ４） ．
教师在使用与教材配套的现成课件时，应根据不同

专业的授课内容和顺序重新编排减少对教材的照

搬照抄，增加课件的观赏性和趣味性．如改变字体

大小、颜色搭配、增加动画效果等，使课件显示出的

效果更加符合学生学习新知识的心理规律，激发学

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同时，教师可以利用现代多媒

体技术模拟演示实验，把一些现实中难以操作控制

以及某些用语言和粉笔难以描述的物理现象和过

程呈现得更易为学生理解和容易接受．

图 ４　 教学方式的选择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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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转变大学物理教学考核理念，采用多元化的

考核方式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域、文化、历
史、价值观的不同以及教育资源配置上的限制，大
部分民族学生在中学阶段就对数学、物理、化学的

学习感到吃力．再加上大学物理教学主要以高等数

学为主要手段从物理原理和现象的本质出发进行

推导和讲解．使得原来就对数学、物理学习困难的

学生顿时失去学习的动力和兴趣，产生更多厌学的

情绪．在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中大部分的课程中期

末考试成绩依旧作为评价一个学生学习状况好坏

的唯一标准，教学内容及体系也都严格遵循教育部

统一的教学大纲，这就使得大学物理学教育的内容

无法满足各种专业差异的需要．让学生以为大学物

理教育只是为了期末考试能做几道物理题，根本无

法应用去解决实际问题，产生更多抵触心理．因此

要改变传统单一的考核方式，采用多元化的考核方

式来作为评判学生学习好坏的标准．减少期末考试

一锤定音的考试方式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减轻他们

对物理学学习的恐惧和抵触情绪，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让他们以放松的心态来学习物理．只有考

核、评价方法使用得当，才能科学、客观地评价学生

的学习过程、态度、成绩．如采用开卷考试或书写小

论文，进行课堂问答、小组讨论完成部分课题，鼓励

学生撰写论文发表或申报与物理学相关的本科生

创新项目．同时教师可选择难度不大的内容让学生

组成学习小组进行自学并写出自学笔记，将自学内

容归纳总结后由学生自行讲解给其他同学听，加深

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以此培养学生的自学和归

纳总结的能力，也可作为该课程的教学评价的有力

补充．运用多元化评价体系更有利于调动那些数理

基础较差的学生学习积极性，评价更为全面．
２．４　 改革传统单一的物理教材体系，增加大学物

理与相关专业的联系　 民族院校在教材的选择上

应尽量根据民族学生的学习特点和专业特色配备

不同的大学普通物理学的教材．不能所有专业都选

用一样的教材，讲解一样的内容，那样不能体现大

学物理对民族院校专业设置上的的积极辅助作用，
也不能达到对学生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调
查显示，４６．２％的学生觉得大学普通物理学的教程

不适用，只有 １１％的同学认为非常实用．所以建立

符合民族类学生培养的大学普通物理学课程教材

体系改革和内容现代化的研究迫在眉睫．在编写教

材时，要注意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例题、习题、思考

题和一些联系实际的题目．可以从生产实际、科研

工作和科技应用中提炼和归纳出各种典型的物理

模型．在教材、习题中适当地选编与相关工科专业

技术相对的应章节知识，联系紧密且内容新颖的新

技术新方法．既可提高学生对普通物理的学习兴

趣，又开阔学生视野、启发学生思维，引导和培养他

们把所学到的物理基础知识向专业应用技术转化，
让学生更好地认识到物理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方

法在现代应用技术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２．５　 加强实验教学，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３］ 　 在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教育经费分配不均以及教育资

源匮乏，部分少数民族学生中学时几乎都没有进过

实验室亲自动手做过物理实验，缺乏动手能力．这
也使得他们在完成本专业课实验时缺乏对专业课

的理解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而实验课是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动手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

培养学生全面素质的重要途径．在物理实验教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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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中，改变原有的以验证实验为主的教学内容，以
物理的理论规律和认识规律为指导，增加实验的研

究性和设计性，让学生自己动脑，自己动手，解决问

题，努力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在
教学中引入物理演示实验教学环节，加深学生对物

理知识的理解，开阔视野，了解各种实验方法与手

段，调动学生对物理学习的兴趣．并学会新仪器和

设备的使用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对专业课程的

理解学习．建立物理学虚拟实验室并且开放物理实

验室，让动手能力差的学生在上实验课前，能自行

到实验室进行实验预习及操作，提高做实验的效

率．也可让更多对物理学感兴趣的学生在实验室发

挥自己的所长，提出自己新的想法和做法．

３　 结　 语

民族院校大学物理的教学改革是一个是漫长

而细致的系统工程．大学物理教学改革不但需要大

部分老师解放思想不断更新观念和知识，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和完善物理学教学结构和内容，群策群力

共同发挥物理教育的重要作用．卢嘉锡院士指出：
“当我们注意面向 ２１ 世纪培养高等科技人才时，
科技和社会发展要求我们培养的人才必须掌握现

代科技的最新成就，必须具有较强的能力和宽厚的

基础，这就要求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必须现代化” ．
同时也需要社会的认同和学校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为提高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学生的科学素养，实现培

养应用型本科民族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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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ｍｅ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ｉｄｅａｓ ａ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ｔｈｎ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
ｅｌ；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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