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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论述了为培养适应 ２１ 世纪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创新性科技人才，工科物理教学改革的必要性问

题．并进而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方案和内容，较详细地阐述了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传授方式以及习题、试题和

考试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内容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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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２０ 世纪最后一抹夕阳余晖未散尽之际，不
少强国都在勾画未来高科技社会的图景．但人们都

清楚那些灿烂前景，如无优秀科技人才是决不能实

现的．美国白宫科学政策报告———《维系国家利益

的科学》中就明确指出：“要为 ２１ 世纪造就最优秀

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我国九五规划和 ２０１０ 年远

景规划也是以科学、教育为基点的，并明确提出

“科教兴国”是我国的战略决策．正如马克思所说：
“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省力的杠杆，看成是最

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１］，及小平同志的“科学是

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都无可争议地表明“科教兴

国”仍应是我们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国策［２］ ．高等学

校是培养科技人才的摇篮，对造就 ２１ 世纪创造性

人才负有重要责任．鉴于物理学在工业及科技革命

中的巨大推动作用，决定了大学物理课在为适应

２１ 世纪科技迅速发展所需要高科技人才培养上的

重要性．但就目前我国工科物理教学内容及教学方

式等诸多方面看来，作者认为实难担此“重任”，一
言以蔽之，“它太陈旧，太落后了”，不能适应社会

生产力迅猛发展之要求．必须加强近、现代物理内

容，这是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之必然．事实上，以经

典物理为理论支柱的不少“老”工业和陈旧技术已

像枯死的落叶化为尘土，在那些废墟上崛起的必将

是以近、现代物理学为理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

２１ 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相
关产品更新之快令人惊叹，特别应指出，随着量子

点、石墨烯、碳纳米管、量子纠缠为理论基础的量子

信息科学、量子计算机技术、量子霍尔效应、高温超

导技术、新兴激光技术、受控热核反应（技术）、非
线性科学为基础的相关技术以及生物物理、量子生

物学及相关技术等代表的新兴科学技术的进一步

发展，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掀起一场新的能源革

命、新材料科学革命、信息革命、生物医学及工业技

术革命———轰轰烈烈的 ２１ 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
如我们培养出来的理工科大学生对近、现代物理学

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试想他们能在将来的科技革

命中的高新产业里起到骨干作用吗？ 工科物理教

学到了非改革就难于“生存”的地步了．它绝非危言

耸听之词，实乃时代迅速发展之必然．
下面就谈谈工科物理教学改革的具体方案和

具体内容．

１　 工科物理改革与课程设置问题

如何改革工科物理，以适应飞速发展的高科技

时代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要求？ 这是一个较难的

教改问题，但这是每个工科物理教师应该思考和探

索的问题．笔者拟在以前探索的基础上，再对此略

陈关键．我认为工科专业物理课程设置是改革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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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但这涉及到教育体制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一

般工科专业的物理课程的设置（学时大纲等），完
全是按原苏联的教育架制定的，而那个框架又是苏

联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大框架之内的架．苏
联的那个大框架都解体已久，而我们工科物理课程

还为其幽灵缠绕，岂不怪哉！ 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早已解脱原

苏联那类经济体系之束缚，使我国经济腾飞，此乃

世人瞩目．但我们工科物理课程的“设置”，从根本

上说，还是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模样，改革开

放的春风似还未吹到工科物理教学这个小小的封

闭体上．如不撬开工科物理课程设置这个封闭的干

瘪的外壳，势必影响到我国工科专业的现代化问题

（因现代物理乃高科技基础） ．关于工科物理的课程

设置问题不妨借鉴发达国家理工大学之经验，所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些资料表明，发达国家的工

科专业，其物理课设置是在一、二年级，其学时与物

理系一、二年级的物理课几乎一样．一位从普渡大

学访问回国的高级工程师讲，那里的工科学生，初
学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外，还为其开设了广义相

对论课（我国大学物理系的非理论物理专业尚未

设此课） ．加州理工大学所有系（包括工科专业）
一、二年级的公共物理课总学时为 ５４０．据查德国的

情况也大致如此，理工科一、二年级不分系．这些发

达国家的著名理工科大学，为适应科技的飞速发

展，对物理课程予以高度重视，其深度、广度不亚于

我国的物理系的基础物理课，其学时是我国工科物

理课程学时的 ２ 到 ３ 倍．这些国家的教育家认为，
物理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史高科技发展之动力及

基础，工科学生必须掌握其基本知识，不然就不能

适应高科技的发展；此外，他们还认为，物理学还是

培养和提高学生科学素质、科学思维方法和科学研

究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也就是说，为培养和造就

有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工程技术人才，物理课程只能

加强，根本不能削弱．当然，要像发达国家的工科专

业设置那么多学时的物理课程，在我国的一般工科

院校恐还不行，另外这还涉及到教育体制改革的问

题．在工科物理的课程设置的问题上，我认为改革

是大势所趋，但是教学有关机构一时恐也难提出以

具体的改革方案来．是等那个改革方案出台后，再
去适应性地执行，还是在此之前在某种范围内及一

定程度上做些改革尝试，予以为只能取后者．如消

极等待，届时必因缺乏思想准备及实践经验，而不

能很好贯彻执行改革方案．从另一方面看，如小平

同志所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是前无古人

的，无现成经验可寻，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我想，在
此问题上是否也可摸石头过河，做一教改尝试．可
否在与近代物理关联较大的专业，如材料系的一些

专业增设近代物理课（量子力学、固体物理及激光

物理学等），取得一定经验后做推广．

２　 课程内容及改革

对于仍按现行“课程基本要求和学时”规定的

功课物理课又应如何改革呢？ 关于此，有学者曾做

过教学改革探索［３］，关键之点，在于如何保证经典

物理教学的前提下“加强”近代物理内容的讲授．坦
率说就是在不影响经典物理基本内容的讲授之前

提下，节约一些经典物理的讲授学时，用来增加近

代物理内容的讲授学时．能不能办到，改革的尝试

经验告诉我们是完全能做到的．主要是要删去与中

学物理重复的内容，突出大学物理的特点，即用高

等数学去描述物理概念、物理规律以及处理具体的

物理问题．把一些繁杂的细节内容作自学处理，扎
堆基本原理及概念的理解和应用，不要在难题、偏
题上绕圈子．这样，就能以较少的学时确保讲点物

理学的讲授而将节余下来的学时用于加强近代物

理学的讲授及物理前沿研究成果的介绍（此对开

阔学生眼界和激发创造热情有益处） ．近代物理学

的内容颇多，有的内容又较艰深．因此在讲授内容

上应根据多数工科院校专业特点，而有所侧重．我
认为应以量子力学为近代物理的主要理论方面的

讲授内容．在此基础上讲授如 “量子点”、 “石墨

烯”、“碳纳米管”、“量子纠缠”、“激光物理学”、
“超导”及“半导体物理”等内容．鉴于工科专业学

生的水平，不宜讲授与“数学物理方法”、“群论”等
相关的理论物理内容．理论分析不一定从最根本的

原理出发，而可从数学上较简单的特例入手，然后

指明结论的普遍性．推广到普遍性的结论时刻通过

例子示范．此外，在讲授经典物理学时也可穿插一

些近、现代物理的内容及概念，如在讲授经典电磁

学时可讲授点超导、等离子体的知识，在讲授热学

时可讲些非平衡态及低温物理的内容．在讲授力学

的单摆运动时，可扩展小摆角度，进一步讲授非线

性科学的内容（单摆运动中的孤子及混沌现象问

题） ．这既传播了新知识，又使学生对经典物理的局

限性有所认识，从而对经典物理作高屋建瓴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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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３　 传授方式之改革

对工科物理教学改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必须

改革其传统的授课方式．“老师讲，学生听”的古板、
单一的传授方式，是极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的．
关于“启发式”和“注入式”的优劣早有定论，都说

启发式好．然迄今为止，仍是“注入式”为主体．这里

有个问题，就是老师唯恐学生考不好，会影响自己

教学业绩的考核，所以就“抱着学生走”，学生也就

依赖于老师．此风不改，教改实难推进，对于教师的

考核应从培养学生能力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定，不
应以其学生考试成绩为唯一“准则”的考核标准．为
适应工程技术的飞跃发展，此一单纯传授知识、桎
木告学生创造性思维发展的陈旧的教学方式，同样到

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其实物理学特别是近代物

理学本身就是创造性思维的结晶，物理课也理应是

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的最好的学科．只要改革目前的

注入式为启发式，物理课是能“承担”此任的．我认

为，首先要改变目前只注重讲清基本概念和规律的

状况（所谓“三基”教学），而还应讲述物理学家是

如何建立这些物理理论的，也就是要结合课程内容

进行“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教育［４］ ．要讲述如何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分析物理现象认识其本质，如
何进而归纳，提炼为物理规律的．如在讲普朗克量

子假说时，就应讲为解决“紫外灾难”，先分析了维

利理论在低频区与实验相符而瑞利理论在“高频

区”（紫外区）与实验不符的情况，继而拟合一个与

实验曲线相和的公式，再探求如何导出此公式，为
导出公式他最后提出了量子假说．这一研究过程，
对启发学生逆向思维，想必是有裨益的．在讲麦克

斯韦方程和他的“光是电磁波”的假说时，就需强

调数学工具将实验规律总结归纳为系统的重要性

及理性思维对无力发展的重要性．此外，还得多开

展课堂讨论，鼓励学生提问、敢于怀疑教科书上那

些“定论”，引导学生们进行学术问题的争论．高斯

说得好“没有大胆的怀疑猜测就做不出伟大的发

现”，就是要培养学生这种探索真理的精神．为适应

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必须改革陈旧的注入式教学

方式，而应将“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统一在统一教

学过程中” ［５］ ．而对学生科学创造能力（除上述科

学思维能力外，还有观察能力，想象能力等）的培

养之研究，乃是现代教育学的重大课题，本应多加

阐述，但有限于篇幅，本文暂论及此．顺便说一点，
教学方式的现代化改革，还需加强演示实验，电化

教学及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在此方面，随着教学

设备的改善，我校也逐年有所改进，但还不够，今后

还需加强．

４　 工科物理之习题，试题及考试方式之改
革

在教学改革中常忽略习题、试题及考试方式之

改革．笔者认为习题、试题及考试方式对培养创新

型人才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和内容．教科书上之

习题多是为对课文内容的理解而设的，极少为培养

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及对一些实际向往和一些

“佯谬”问题的分析．如笔者在讲力学中的单摆问

题，我就出了一个思考题：一在重力场中之单摆如

其初速不为 ０，其初始位置与铅直方向所成夹角甚

大时，有阻力及无阻力、有强迫力及无强迫力摆将

如何运动．此问题属非线性动力学问题，我出此问

题的就是要学生不要被教材的框框束缚，敢于大胆

地去思考一些问题．找出了一让学生感到奇怪的佯

谬问题，其题为：无限长圆直导线，电流为 Ｉ，圆导

线的半径为 Ｒ，求单位长电流的磁能．（原题为求单

位长圆直导线内的磁能，我有意少写导线内几个

字） ．学生就将积分限，取为 ０→Ｒ 作一积分，再由 Ｒ
→∞又作一积分，答案为单位长电流的磁能为无限

大．这无限大磁能的答案，同学们都感觉奇怪．我就

让他们思考为什么会得这样一个“不合理”的答案

呢？ 诸如此类看似佯谬的问题，可引起学生的“好
奇心”，增加些趣味性，提高其独立思考能力．又如

我在讲授了黑体辐射内容后，出了一题：黑体发射

的光子密度 ρ 与光子的能量 Ｅ 的关系为 ρ ＝ ｅｘｐ（－
Ｅ ／ ＫＴ） ／ Ｅ２，求发射光子的最可几能量 Ｅ．如人的眼

睛对太阳光最敏感，即可见光是太阳光的最可几频

段，那么太阳的表面温度为何？ 这样问题贴近生

活，是极有意义的．
在试题方面可出一点类似上述所列问题那样

灵活的、不死套教科书上的老式的考题，最好是贴

近生活的，例子甚多，不一一列举了．
考试方式和考试成绩问题方面的改革，笔者认

为除在卷面考试后可增加小论文等方式外，考试成

绩除卷面考试分数后还可参考与课程内容相关的

小论文及小发明（包括方案）予综合评价，重在培

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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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语

“陈旧的”工科物理教学必须改革，才能培养

出能适应未来高科技迅速发展的创新性人才．但如

何进行工科物理改革，才能取得好的改革效果，是
一较难的系统工程．本文所提的一些改革方案和改

革内容，乃笔者的初步设想，鉴于笔者学识及教学

经验之不足，谬陋之处不少，在此提出以资抛砖引

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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