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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物理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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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素质教育中，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义务教育物理课程作为义务教育阶段重要的学科，其中

蕴藏着许多素材可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教师将物理学科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进行有机的结合，既能使

物理教学取得积极效果，又能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本文分别以物理学史、物理学家生平事迹以及 ＳＴＳ 三

个方面为例，介绍了初中物理教学中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期为广大物理教师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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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初中物理课程标准中可知，初中物理课程作

为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注重学生的全面

发展，关注学生应对未来社会挑战的需求，是以提

高全体学生科学素养为目标的自然科学基础课程．
课程目标还提出让学生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有振兴中华、将科学服务于人类的

使命感与责任感．
爱国主义教育是指树立热爱祖国并为之献身

的思想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随着现

代教育的发展，传统单一的学校学科教学模式将不

再满足学生的需求．作为一名初中物理教师，在课

堂中进行学科教学的同时，还必须适时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让学生在学习物理学史和科学技术的过程

中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强学生的爱

国主义热情，增强实现中国梦的使命感．

１　 通过介绍中国古代物理学史，激发学生
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作为一名初中物理教师，在传授学科知识的同

时，应该让学生了解中国物理学史的发展与成就．
如在学习《声的利用》时，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学习：
驰名中外的北京天坛中的回音壁、三音石、圜丘三

处建筑产生非常美妙的声音现象的原因，从而反映

出我国古代高水平的建筑声学．在学习“原子的结

构”时，我们可以给学生讲述：孔子之孙子思（公元

前 ４８３—前 ４０２ 年）所著的《中庸》写道：“语大，天
下莫能载焉；语下，天下莫能破焉”，其中的“莫能

破”就是今天的“不可分” ．由此，子思与古希腊德

谟克利特（公元前 ４６０—前 ３７１ 年）几乎同时提出

了“原子”的思想．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是要从学习历史入手，

通过对中国古代物理学史的穿插学习，不仅让学生

学习了学科知识，还让学生了解的我们国家辉煌的

历史，激发了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２　 通过介绍物理学家生平事迹，增强学生
的爱国主义热情

在教学中，介绍一些著名物理学家为国家富强

和民族振兴不懈奋斗的先进事迹．如钱学森，于
１９１１ 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市．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在此期间，获得了航空工程硕士学位以及航空、数
学双博士学位．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
火箭和导弹等领域研究，在 ２８ 岁就成为了世界知

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当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

消息后，钱学森便打算着早日回国，为国效力．１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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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钱学森准备乘船回国时，美国当局为阻拦其回

国将其关进监狱，从此，钱学森在受到了美国政府

长达 ５ 年迫害．而时任美国海军次长的丹尼·金布

尔声称：钱学森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 ５ 个师．经
过党和国家及社会各界的多方努力，１９５５ 年钱学

森终获美国当局批准．并于同年 ９ 月 １７ 日携带妻

儿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归国的旅途，
１０ 月 １ 日清晨，钱学森一家终于回到了自己魂牵

梦绕的祖国，回到自己的故乡．归国之后，一直致力

于应用力学、航天工程、喷气推进技术、工程控制论

等领域的研究，成为中国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

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誉

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

王”和“人民科学家”等．
像这样的科学家还有很多，如周培源、钱三强、

赵九章、周光召、于敏等一大批科学家，我们就是要

引导学生深切缅怀他们为我国科学事业和现代化

建设做出的卓越奉献，学习他们为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而不懈奋斗的革命精神，激励学生好好学习、
开拓进取，为推进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爱国主义

热情．

３　 通过介绍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增强实现
中国梦的使命感

在学习《浮力》时，可以给学生讲述：我国科技

部 ２００２ 年列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 计

划）重大专项的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制———“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的设计与研制，其具备深海探矿、
海底高精度地形测量、可疑物探测与捕获、深海生

物考察等功能．“蛟龙号”在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２ 年接连

取得 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 ｍ 和 ７ ０００ ｍ 级海试的成

功，其中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在世界大洋最深处———马里

亚纳海沟创造了下潜 ７ ０６２ ｍ 的中国载人深潜纪

录，同时也刷新了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最大下潜

深度的纪录．这标志着我国具备了载人到达全球

９９．８％以上海洋深处进行调查与研究的能力．“蛟

龙号”载人潜水器的研制与海试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江苏无锡通过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从
２０１３ 年起，“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进入试验性应用

阶段．
虽然“蛟龙号”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地球

村这个大家庭里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如 １９６０
年，美国就利用载人探险型潜水器“的里雅斯特

号”首次潜入世界大洋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
下潜深度 １０ ９１６ ｍ．早在 １９８９ 年日本建成的“深海

６５００”载人作业型潜水器就已经下潜了 １ ０００ 多

次，最大下潜深度为 ６ ５２７ ｍ 的海底，并已对 ６ ５００
深的海洋斜坡、大断层、地震和海啸等进行了调查

与研究．
通过对科学技术成就的介绍，让学生在学习物

理知识的同时了解我国在物理学方面取得的辉煌

成就，以及世界科学发展中的领先与不足，引导学

生确立远大的目标，增强实现中国梦的使命感．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在物理学科教学

中适时的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使初中物理教学与爱

国主义教育实现有机的结合，既能使初中物理教学

取得积极效果，又能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达
到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强学生的爱

国主义热情，增强实现中国梦的使命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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