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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养 什 么 人 ？  

——引自高教社 高建 20190421教育部物理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东北地区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 



    结合疫情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爱国主义与家国情怀、珍爱和敬重生命等的观

念融入物理实验教学，将抗击疫情的战役中 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作

为三全育人的好教材。 



         尽管我们不能像医务工作者那样去挽救生命，但争当疫情防控志愿者，给生病

的退休老师送医送药，利用网络普及新冠病毒防疫知识，为抗疫前线英雄们的孩子

们义务辅导功课，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完善自我。 



治学严谨，爱生如子的容先生，在风雪交加的寒夜，到我们宿舍，给没回家过年

的学生嘘寒问暖、指导功课、答疑解惑。 

 学识渊博的张院士，备课极其认真，板书行云流水，讲解由浅入深，广征博引。

课后还给我们讲述科大校史和科学家们励志故事，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勇攀科学高峰。 

 80年代初，年近7旬的葛庭燧院士还熬夜指导我们研制实验装置、搭建葛氏摆。用

亲身经历讲述家国情怀（1940年曾任西南联大教员，1949年放弃国外高薪，毅然回到

祖国），告诫我们要努力学习，刻苦专研，艰苦奋斗，为国家作贡献。 

张家铝院士 葛庭燧院士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师要心系学生，精通自己所教的

学科，有开阔的视野和高尚的情怀；在传授知识的同时，

传授做人的道理。这使我想起了我的老师和前辈。 

启功先生攥写的北师大校训：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郭沫若填写的中科大校歌

“永恒的东风”都是教书育人的核心元素。 



中国物理学家葛庭燧于1947年利用扭摆原理，发明了测量金属内耗的装置--低频扭摆

(葛氏扭摆)，发现了金属晶粒间界内耗峰(葛峰)，奠定了金属滞弹性研究的实验基础，

是国际上公认的金属内耗的奠基人之一。 

1、自主设计，搭建一个“扭摆” 系统。 

2、学习手机“物理工坊”中传感器的应用。 

3、用扭摆法测量悬丝的扭转系数C 和切变模量G。 

4、更换不同形状的摆锤，测量摆锤的转动惯量。 

5、改变摆杆的质量分布，验证平行轴定理。 

6、观测磁性扭摆的拍频现象，计算拍频周期，分析产生拍频的物理因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1%9B%E5%BA%AD%E7%87%A7


  物理实验教学的重点应是实验物理的基础知识、方法、技术和技能等。 

 将实证求真的科学精神融入教材，将与实验内容密切相关的科学家们巧妙的设计

和研究思路巧妙穿插于物理实验教学，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探究热情。 

关键是切入点和融合度，要把握一个度，根据教学的需求适当取舍。 

科学精神是科学研究的不竭动力，表达的是一种敢于坚持科学思想的勇气和不断探

求真理的意识，自始至终蕴藏于科学研究之中的。实事求是是科学精神的内在表现，

实证与求是精神、怀疑与批判精神、宽容与合作精神等是科学精神的外在表现。 

        让学生了解，实证精神是一种尊重事实的精神，只有重观察、重实验、重分析、

重实证，才能求得有系统的真知识，认真做好每一个实验。         



   霍尔效应中蕴涵的科学素养元素：大胆质疑、小心

求证、勤于思辨、反复实践。 

历史回顾  --  发现问题 

霍尔在 霍普金斯大学读研时注意到： 

麦克斯韦在《电磁学》一书中写道： 

我们必须记住，…，在导线中， 电流的本身完全 

不受磁铁接近或其它电流的影响。 真的是这样吗？ 

 霍尔（E.H.Hall） 

1855-1938 

重点：重温经典 、领悟思路、勇于探索、关注前沿。 

方法：控制变量法、综合比较法、对称消除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C%8D%E6%99%AE%E9%87%91%E6%96%AF%E5%A4%A7%E5%AD%A6/5412771


    改成薄金箔， 有电流产生！ 未观察到任何现象 

   霍尔带着问题请教导师罗兰教授, 在导师的支持下，以此作为研究生课

题，开始实验 研究。   

爱德朗（瑞典）在1878年发表在《Phi.Mag（哲学杂志）》上的论文

“单极感应”中明确指出: 

  磁铁作用在固态导体中的电流上，恰如作用在 

自由运动的导体上一样… 难道是这样吗？ 



插曲：       英国物理学家洛奇也独立地提出过与霍尔实验类似的想法。由于惧慑于

麦克斯韦在电磁学方面的权威，没完成实验，错失良机，看到霍尔的论文后深

表遗憾。可见，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仅要有细致入微的洞察力，还要有敢

于挑战权威的勇气！ 开尔文高度评价霍尔的发现可与法拉第相比拟。 

启迪： 英雄出少年！ 1879 年24岁的霍尔发现了霍尔效应，26岁（1905奇迹之年）

的爱因斯坦发表4篇著名论文，涉及光量子和相对论。 鼓励学生珍惜学习和创

造的黄金期！ 

https://baike.so.com/doc/5616109-582872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16109-5828722.html
https://baike.so.com/doc/4977128-5200068.html
https://baike.so.com/doc/3918535-4112596.html
https://baike.so.com/doc/3055490-3220853.html
https://baike.so.com/doc/9538913-988332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7222-5572661.html


冯克利青 苏克林 崔  琦 施特默  

中国科学家和学者张首晟、薛其坤、方忠、

曹原等在量子自旋霍尔效应、量子反常霍

尔效应、石墨烯中的异常量子霍尔效应等

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迈克尔逊干涉实验中蕴涵的科学素养元素：实证与求是精神，追求卓越的

科学态度。 

历史回顾  --  寻找以太 
20多种干涉仪，反复实验，不断提高仪器的灵敏度。1887

为了证明以太的存在，迈克尔逊与莫雷合作，先后设计了
年，他们用新改进的干涉仪，花了整整5天时间，仔细地
观察地球沿轨道与静止以太之间的相对运动，结果仍然是
否定的。最终宣布了这个最伟大的以太否定性实验，为
狭义相对论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迈干仪 



思政重点：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 

测量方法：干涉法、放大法、补偿法 

 迈克尔逊因发明精密光学仪器、光谱学和度量学

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获190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

奖。爱因斯坦赞誉他为“科学界的艺术家”。 



以迈克尔逊干涉仪为原型，科学家设计出了具有超高灵

敏度（10-22）的引力波探测器LIGO。 三位科学家因LIGO 

的关键技术和引力波测量，荣获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对物理实验“课程思政”认识的调查问卷（学生版） 

参加答卷人数  1675，      6道单选题统计 

1. 你所处的年级？  大一大二  92.78% 大三以上 7.22% 

3.你认为在物理实验中融入课程思政是否必要？ 有必要：   74.69% 没必要：25.31%   

5.物理实验课程思政是否能让你更好地了解科学
思想和实验方法？  

有帮助：92.54% 没帮助：7.46% 

6、思政元素的引入会提升物理实验教学效果吗？ 有效果：87.9% 没效果:   12.1% 

7、你是否了解物理实验线上教学的各种形式？ 了解： 78.42% 不了解：21.58% 

8.你赞同物理实验课程思政也能采取线上教学的
方式吗？ 

赞同：83.56% 不赞同:  16.44% 

附件： 



对物理实验“课程思政”认识的调查问卷（学生版）3道多选题统计 

2. 你心中物理实验课程思政的样貌应该是？ 

选项 比例 

A.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等思想政治理论分析 

33.99% 

B.传达正确的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 52.87% 

C.开展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爱国主义教
育 

41.2% 

D.挖掘课程中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等人格教育元素 

60.09% 

E.强调和提炼课程中蕴含的科学思想
和物理规律 

74.88% 

F.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的与时俱进 67.85% 

G.教师的引领作用，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 

58.13% 

4.您觉得物理实验中的
思政元素包含哪些？ 

选项 比例 

A.物理规律 78.36% 

B.实验思想 77.93% 

C.科学精神 89.61% 

D.高尚人格 53.61% 

E.教学方法 46.58% 

F.其它 8.31% 

9.你觉得物理实验课的线上教学应重视哪
些方面的讲解？  

选项 比例 

A. 物理实验的原理 80.87% 

B. 物理实验的设计思想 76.41% 

C. 物理实验的背景和发展史 57.89% 

D. 物理实验方法和技巧 74.02% 

E. 实验方法和技术的应用 64.24% 

F. 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理实验 59.9% 

G. 重点讲解实验操作 56.42% 

H. 物理实验与现代前沿科技的联系 55.87% 

I． 你所关心的其它 8.8% 



对物理实验“课程思政”认识的调查问卷（学生版）主观题摘录 

10.   除以上问题以外，你您对物理实验的课程思政有哪些期许？(主观填空题） 

1、与生活或者未来的发展有联系，对现实生活中情景的分析，多一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实验和相关新

闻事件，多与社会联系，并且可以应用于社会。通过一个个有趣的实验，告诉我们身边的物理常识。 

2、加大自主研究与教师讨论，加强自己对科学的严谨态度。 

3、多讲名人示例、物理背景和发展史。多讲一些科学思想。实验背后蕴含物理思想 

4、讲讲中国科学家的传奇，激发民族自豪感；多讲优秀革命历史；能在物理实验规律和科学思想穿入

爱国思想教育 

5、阐述科学精神以及相应的理性内涵，这是实验方法在思想上最能促进人的。 

说明：  摘录问卷主观题的填表学生的不同的认知和意见，不代表作者的意见，

仅供老师们在做课程育人设计，材料选取时参考。 



6、传达一种实验思想，实验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7、从老师的言行中，了解一些先沿的科研方向，教育我们成为由衷的爱国学生，未来的爱国学者；将

前沿知识带过来，讲解下前沿科学工作者面对失败的态度；科普实验前沿技术，提供实验发展创新空间。 

8、对学生三观的形成有所帮助，更好的树立三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与世界观培养，

此乃教书育人。 

9、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创新精神。 

10、与生活或者未来的发展有联系，对现实生活中情景的分析，多一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实验和相关新

闻事件，多与社会联系，并且可以应用于社会。 

11、通过一个个有趣的实验，告诉我们身边的物理常识。 

12、期待能够发现物理的美妙，也期待了解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们因端正的思想客观的立场在自己专长

以外的巨大贡献。 

13、期望介入重大事件，如 疫情，提现中国体制优势。 

14、期望课程比较有趣，容易接受科学知识，然后乐于学习。 

对物理实验“课程思政”认识的调查问卷（学生版）主观题摘录 



对物理实验“课程思政”认识的调查问卷（学生版）主观题摘录 

15、我希望能够在思考、思想、实验方法以及科学精神方面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16、希望可以更清楚的了解有意义的知识；希望可以融入现代物理学的相关知识 和内容；希望可以与

时政紧密联系；希望课程与现代科技更加结合；希望能保留科学的趣味性 

17、希望能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汇总，便于大家更快解决出现的问题；希望能更好的解释生活中遇到的物

理现象，并有应对之策。希望涉及面较广。 

18、希望能够多讲一些实验的设计由来；希望能够讲得更加清楚明白，通俗易懂；希望通过物理实验的

课程思政增加学生对学习和科学探索的热情。 

19、希望能将课程思政有机与物理实验相结合；希望能结合物理学史讲解对物理课程有帮助的知识。 

20、希望思政課能夠帶給同學們實證主義的精神，而不要脫離了物理這個話題！  

21、希望他能扩宽我对物理以及科学的奇思妙想，让我知道其实思想教育在哪儿都非常重要和普遍！ 

22、希望物理实验思政课可以在帮助我们学会知识的同时学习正确的价值观和科研精神，帮助我们完善

技能的同时提高品质。 

23 、  ……。 



1、物理和课程思政没有关联，物理实验就是物理实验，课程思政就是课程思政，不要把那些世俗的东

西带到探索科学未来世界的场所来。做学术需要的是一片净土，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真的非常可笑。 

2、不太了解，希望有点意思。 

3、不要形式主义。 

4、感觉物理实验和思政教学并无太大关系吧，还是纯学术一点比较好吧。 

5、更加详细的讲解实验推导，很多时候老师觉得简单省略的一步，可能我们学生就是想不通。 

6、课程思政在我看来可有可无，只希望老师能把实验操作讲的更加详细一点。 

7、实验都还没掌握完全呢哪有空上思想政治课；物理实验是理科，为什么要为难理科老师讲思政的道

理给我们。这样的话要思修毛概老师干嘛。 

8、希望以与物理实验和物理学科相关的内容为主，其余思政内容交给专门的思政课程。 

对物理实验“课程思政”认识的调查问卷（学生版）主观题摘录 

不同的认知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