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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物理”中悟理

———由“教学”至“教育” ∗

胡剑巧

（云南大学 物理科学技术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针对大学教育功能的弱化，本文就如何将课堂教学转变为教育过程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普通

物理”学科知识与人文教育相融合，在传授物理知识的教学过程中，以自然之规律悟人生之真谛，引导学生建

立正确的科学观、平等观、道德观及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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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物理”是理工科大学生的必修学科基础

课，其结构体系完整，力、热、光、电、磁等各个章节

理论成熟．面对已具备初高中 ５ 年物理学习经历的

大学生，除了教学大纲要求的内容之外，还应该教

给他们什么？
上海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说过，“不能让教育

简化成教学”，这句话令人反思．记得一位大师感

慨，如今的大学只能叫做“高等知识讲习所”，非
“高等教育学府”，因为没了教育．我们的教学过程

重视的是专业知识的传授与技能的培养，缺乏对学

生人格与德性的塑造．经过大学培养之后，仍不懂

孝敬父母，尊重师长，善待同学，仍不辨是非曲直，
荣辱美丑，一句话，不懂如何做人．

回顾 ２０００ 多年前，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

学科目是 ４ 个———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显然，
做人在先，做事在后．如今，我们的教学只剩下后两

者．有做事的能力，但德行丢失了，许多社会问题随

之出现．面对学校教育功能的弱化，如何将单纯的

课堂教学转变为教育过程，是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

者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普通物理”是自然学科课，看似无从与“培养

学生的德性”相结合．然而，物理探究的是自然之规

律，宇宙之真相，而自然与人生是和谐统一的．因
此，本文着重探讨将“普通物理”学科知识与人文

教育相融合，以自然之规律领悟人生之真谛，通过

课堂教学，让学生获得知识与精神层面的双重收

益，实现 “知书并达理”的教学目标．

１　 物理学中的科学观

从经典力学到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科学发展的

规律在物理学中得到充分体现．例如，在“普通物

理”部分，每一位老师讲述牛顿力学的时候，一定

会提出成立的条件和范围———惯性系，宏观物体，
低速运动．那么，对于微观领域呢？ 对于接近光速

的运动呢？ 于是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出现了．任何一

个理论，都是在一定条件、一定范围内成立的．时空

变化，理论就需要修正，甚至被完全颠覆．这一探索

过程，正是向着“自然之道”不断靠近的必经之路．
人类的五官功能是有限的，借助的科学手段也

是有限的，对无限宇宙的探究好似“盲人摸象”，某
一阶段的科学成果并非真谛．科学发展的这一特

征，要求我们必须具备宽阔的心胸与长远的眼光才

能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设想，在认识电磁波谱之

前，若有人谈到一种看不见的物质存在于周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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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是什么？ 在显微镜发明之前，若有人说一杯

纯净的水中有无数生命，你的反应又会怎样？ 不能

轻易接受，因为没有实践证明，但也不能轻易批判，
因为“未知”，因为眼见不到的，或耳闻不到的仍可

能是自然存在．因此，对未知领域，我们应该心存敬

畏．只有这样，才会有不断探索的勇气与动力，才不

会固步自封，成为井底之蛙．

２　 物理学中的平等观

学科的划分，造成了“隔行如隔山”的现象，但
物理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与哲学相濡以沫．有一

个小例子———关于物质结构的探究［１］ ．１ 块 １ ｋｇ 的

黄金，分成两半，每一半都是金子吗？ 毫无疑问，当
然是．设想，若继续分下去，并无限地分下去，结果

会是怎样？ 这时希腊哲学家的问题来了———这些

被分割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小，它们一直都会是金

子吗？ 哲学家认为，这样的分割不可能无止境进

行，于是一个模型被设想出来：当一个再也无法被

分割的微粒产生的时候，这种分割就将结束，这便

是原子的起源．由此设想，若分割的是石头呢？ 结

果仍然得到了相同的“微粒” ．
另一个例子：纳米技术的起源．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提出了一个全新的

想法．他以“由下而上”的思路（ｂｏｔｔｏｍ ｕｐ）出发，提
出从单个分子甚至原子开始进行组装，他说，“一
个接一个原子地制造东西并不违反物理的原则，”
并预言，“当我们能控制东西的排列（小尺寸的，原
子的）时，一切物质的性质范围会大得多，我们能

做的事也会多得多［２］ ．”这一“终极远景”被视为纳

米技术的灵感来源．
从大到小，从小到大，通过这 ２ 种截然相反的

思维探究规律，悟出了同一个“理” ．将完全不同的

２ 种物质———石头与黄金无限分割后，不再是石头

与黄金，得到的是相同的微粒；另一方面，相同的

“微粒”呈现出石头与黄金 ２ 种不同物质仅仅是因

为组装方式不同而已．大的物质是“相”，小的微粒

是 “性” ．表面上看“相”不同，但其根本 “性”却是

完全相同的．通过这 ２ 个例子，可以理解并培养平

等观．

３　 物理学中的道德观

质点的匀速直线运动与刚体的定轴转动，能量

守恒，动量守恒，行星运动，电与磁，电场力与万有

引力等，在学习这些知识的过程中，我们领略到了

物理的和谐之美，这种和谐之美，并非创造，而是自

然存在，只是由科学家用公式和理论揭示出来罢

了．正如孔子说过 “述而不作”，就是指他阐述的

“道”并非创造，只是将它们说出来．规律的本质在

于自然存在，规律的特点在于简单和谐，物理学中

所体现出来的“和谐美”正是规律的本有特征［３］ ．
无论是中国古代道家的“道生万物”，还是物理巨

人爱因斯坦的“宇宙和谐”，无不说明世界万物是

和谐统一体．只有遵循自然规律，遵守自然之道，才
能和谐，这就是“德” ．设想，若天体不遵循轨道运

行，灾难必然发生．人类社会，同样如此．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也是自然存在．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

恭，这是自然之道．顺应，即为德．反之，违背了道，
缺失了德，和谐被破坏，家庭矛盾必然产生，甚至酿

成悲剧．德是和谐之本，健康之源．有德于身，身体

和谐健康；有德于心，心灵和谐健康；有德于自然，
自然和谐，生态平衡；有德于社会，社会和谐，国泰

民安．我们以这样的方式，从根本上帮助学生培养

道德观．

４　 物理学中的价值观

价值取向是世界观的核心．当今社会，名利已

经成为众多人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和成功标志，这必

然引起诸多的社会问题．甚至如王瑶先生所说，学
术成为资本，当年的研究不过是一种投资，名利成

了最大的利息．这无疑是做学问的悲哀．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钱理群在“理想大学”专题

研讨会上，语惊四座：“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

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

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

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

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
从物理学的发展史不难看出，每一位科学巨匠

对事业的热爱与名利无关．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
他们甚至可以牺牲生命．因此，通过讲述科学大师

的成长历程，应该引导当代大学生建立健康的价值

观．爱因斯坦曾说，杰出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

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纯粹的才智成

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
远远超出通常所认为的那样［４］ ．人欲为物，真知为

知，只有放下人的私欲，才能获得宇宙人生之真谛，
这正是“格物致知”的真正内涵所在．放下的欲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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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智慧增长就越多，距离真知也就越近．倘若做学

问是为了名利，那终究无法成为真正的科学大师．
回顾西南联大，工作与生活条件虽极其艰苦，却人

才辈出，原因就在于此吧．
纵观有记载的历史，当今的科学技术可谓是前

所未有的先进和发达，而伦理道德却冲破底线；专
业技术拔尖之人才层出不穷，而道德高尚的贤德之

人却寥寥无几．这样的畸形发展，不得不让教育者

反思．
对于教育的含义，我谨记恩师的教导：“上行

下效”为之教，“救失长善”为之育．教育是以身作

则，做出榜样，来帮助有过失有错误的人，让他们的

善行和善心得以增长，错误与过失得以改正．无论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每一个层次，

每一个方面，都应以此为核心．纯粹的教学只能让

学生“知书”，这仅只是手段，而“达理”才是教育的

终极目标与境界．我想，教书育人是学校教育之本，
若扔掉这一根本，显露在外的枝繁叶茂终将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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