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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面对我校由培养专业技术生长军官为 主转变为以 培养指 挥生长 军官为 主的形 势, 数理类 基础
课程教学必须改变传统教学方法。改革的指导思想 是: 以学员 发展为 本, 科学素 质与人 文素质 并重, 调动 学员
学习的主动性。改革的基本思路是: 以思想方法教育为主线, 从由 / 知识传授0 为主 转变为 / 科 学探究0 为 主,
加强应用性、实践性教学环节, 注重信息技术与数理学科的整合教学, 结合军校学员特点探 索教学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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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in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Courses
in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TAN Jin- feng, YAO Ze- qing, XU Ren-wu, JIANG L in-hui, SUN Ying
(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 the PL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Nanj ing 210007,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military academies, we must refor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courses.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reform are: It should serve the students. all- round development,
wel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ies, and arouse the students. studying enthusiasm. The major measures of
reform include: teaching mainly curriculum ideas and methods, laying stress on / exploring project0 , strengthening curricular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emphas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conten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tudent. s characters as a cadet and so on.
Key words: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courses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teaching methods; reform
根据军 委、总部 关于 军队 院校体 系调 整的部 署, 我校
由培养专业技术生长军 官为主 转变 为以培 养初 级指 挥生长

一、教学方法改革的指导思想

军官为主, 承担了初级指挥生长军官的学 历教育合训 任务。
近几年来, 学校招 收培 养的初 级指 挥生长 军官 人数 占在校

经过长期积 淀, 我们 形成 了一 整套适 应专 业技术 人才

本科生总数的比例, 从 2003 年的 21% 逐年上升到 2006 年的
60% , 今后四年将 达 到总 部规 定 的 801 2% 。当 前, 抓 住军

培养的教学方法 体系, 而 培养 初级 指挥生 长军 官势必 要求
对此进行调 整改 革。我校 培养的 初级 指挥生 长军 官, 他们

队院校 创新 发 展的 重大 战 略机 遇, 适 应 转型, 推 进转 型,
以转型建设 带动课程 教学 体系的 改革 与发展 , 是我 们必须

将来从事的 是指 挥工作, 而不是 从事 专门的 技术 工作。因
此, 大学本科 教育的 主体 目标, 必 须鲜明 地突 出合训 阶段

迈过的历史 关口。为 此, 我们 申报 了大学 重点 教育 研究课
题 / 转型时期工科数理类基础课程教学改 革0, 以期从教学

本科学历教育的 指挥 职业指 向, 全 期不断 线地 筑牢学 员扎
根基 层、建功 立业的思想基础, 突出培养学 员的战略 眼光、

内容、教学方法、教学 评价和 师资 建设等 方面 提出 系统的
改革构想, 以厘清 思路, 统 一认 识, 争取 转型变 革成 效的

科学 思维、信 息素养 和战 斗精神, 使学员 打下 扎实的 科学
文化 基础, 接 受良好的军事素养与人文 思想的教育。 另外,

最大化。本文仅论 及数 理类基 础课 教学方 法改 革的 研究与
思考, 希望根据院 校转 型对人 才培 养的新 要求 和教 学对象

学员的构成也发 生了 很大的 变化, 本科学 历教 育的生 源从
原来全部地方生 ( 由地 方高 考录取 ) 到现 在地 方生和 部队

的新变化, 对数理 类课 程的教 学方 法提供 一份 基础 性的改
革设想和建议。

生 ( 部 队选 拔) 基本 持平, 未来 部 队生 的比 例 还会 增 大。
应该 承认, 部 队生的 文化 基础普 遍薄 弱, 若死 抱着固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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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不放, 只 能是 施教者 苦、受教 者累。教 学实 践表
明, 改革教学方法是教学双方的共同期盼。

自己的知识能 力, 提升 思想情感, 发展 创新精神 。
0 [ 4] 因 此,
好的教学方法必 须高 度重视 学员 学习 的主动 性, 把调 动学

教育改革, 观念先 行。我们 认为 , 适应 教育 转型 需要
的新型教学观念主要体 现在 以下 三个方 面 ( 这 也就 是教学

员参 与学习的主动性视为搞好教学的关键。

方法改革应遵循的指导思想) :
( 一) 以学员发展为本
传统的数 理 类课 程教 学 的主 要特 征 是以 知 识 为本 位。

二、教学方法改革的基本思路
基于上 述分 析, 结合 教学改 革的 实践探 索, 我们 提出

在以学科知识为核心的 教学计 划和 以知识 管理 为目 标的教
育体制下, 教员以制度化知 识和 各种 技能 为基 本标 准 ( 大

如下 教学方法改革的基本思路。
( 一) 以思想方法教育为主线

纲或标准及考纲所规定的知识和技能) , 向学员 传递大量的
教学内容, 其目的是为学员的后续专业课 程学习打牢 根基。

在知识大爆炸、提 倡终身 学习 的今天, 面对 新型 军事
人才培养目标 , 学校教 育不应致力于让学员 获得多少 知识,

这种以传授知识技能为 价值取 向的 教学观 显然 不能 适应高
素质新型军 事指挥人 才培 养的需 要。未来 战场 上的 指挥员

而应让学员 获 得 终 身 发 展 的 愿望 和 能 力。 科 南特 ( Jmaes
B1 Conant) 说过: / 什么是 教育? 教育 是当你 忘却了 你所学

需要具有 宽广 的视野、 广博的 知识、睿 智的 才干、创 新的
意识、果敢的胆魄, 这 就要求 数理 类基础 课程 教学 应把能

的所有东 西 的 时候 的 那 一 部分 依 然 留 在你 内 心 深 处的 东

力素质的培 养放在首 位, 以促 进学 员的各 项基 本素 质的培
养为价值取 向, 在 完成 使学 员 掌握 知识 技 能任 务 的同 时,

西。
0 [ 5] 所谓 / 留在你内心深处的 东西0 , 正是所学课 程的思
想方法。闻名于世 的美国 西点 军校 规定学 员必 修许多 高深

/ 以尽可能大的效果来促进学生 的一般发 展。
0 [ 1] 所谓一般发

的数学课程, / 其目的并不在于未来的 实战指挥中 要以数学
知识作为工 具, 而主 要是 出于如 下原 则: 那就 是只有 经过

展, 包括智 力、情感、意 志、性格 和集 体主 义思 想等 方面
的发展。也只有始终 把学 员的 发展问 题置 于中心 地位, 才

严格的数学 训练, 才 能使 学员在 军事 行动中, 把那种 特殊
的活力与灵活的 快速 性互相 结合 起来, 才 能使 学员们 具有

能满足学员全面发展的要求, 给学员提供 全面发展的 空间,
从而构建出 丰富的知 识体 系, 并借 以提高 学员 的综 合素质

把握军事行动的 能力 和适应 性, 从 而为他 们驰 骋疆场 打下
坚实的基础。
0 [ 6] 可 以想 象, 学员 在毕 业后 临敌 作战 时, 实

和创新精神。
( 二) 科学与人文相融合

际上 早把学生时代所学的 许多 非实 用性的 数学 知识忘 得一

长期以来, 工科院校 的数 理类基 础课 程教 学过分 重视
数理课 程的 工具 品性, 强调 / 为专 业服务0 的一 面, 而忽

干二 净了, 但 他们在 当年 所受的 数学 训练, 却 深刻地 影响
着他 们的事业、生存方式和思维方法。

视了数理科学作为一个 理性思 辩系 统在人 类文 明中 的独特

在学科教学 中以 思维方 法教 育为主 线, 将掌 握知 识结
构、培养思维 能力和 提高 科学素 质贯 穿起来, 是实施 素质

作用, 及其对学员全 面素 质培 养的特 殊作 用, 这不 仅违背
了当前转型 教育对人 才全 面素质 的要 求, 也违 背了 数理科

教育的有 效方法 之一, 可 称之 为主 线法。例如 , 磁学 以类
比方法为主 线, 波动 光学 以光程 差方 法为主 线, 量子 物理

学本质及其 自身 价值 的要求。 其实, 数理 科学 不仅 具有科
学价值, 即 传授科 学知 识, 发展 认识能 力, 培养 科学 精神

以微观粒子的 根本 特性 ) ) ) 波 粒二象 性和 微观 物理量 的基
本特性 ) ) ) 不 确定关系 为主 线等 等。学习 相对 论时, 将爱

的价值, 更 具有培 植人 文精神, 促进心 灵成 长, 使学 员获
得完满人格的人文价 值。杨 叔子 院士 说 / 科 学与 人文 不可

因斯坦从 思想 实验出 发, 将形 象思 维、抽象 思维 ( 逻 辑思
维与数学推导) 与直觉 思维 相结 合, 创 立了 相对 论的 科学

分割, 分割对立则两 弊, 互 补交 融则 两利。
0 [ 2] 也 只有 科学
与人文比翼齐飞, 才能培养 出爱 因斯 坦所 欣赏 的 / 一 个和

方法贯穿于知 识结构教学中, 就是相对论教 学中的主 线法。
又如, 5 数值分析6 包含数值微积分、 数值代数和 微分方程

谐发展的人0。[ 3] 因此, 只有充 分发 挥这 两种 价值, 才 能培

数值 解等内容, 公 式多, 符 号多, 十 分繁 杂。但 若抓 住松

养出既具扎 实的 数理 知识, 又 具有健 全的 人格, 既 具有科
学精神, 又具有人文 精神 的完 整的人, 从 而实 现数 理基础

弛方法、递推 方法、分 解方 法、校正 方法等 为数 不多 的几
根主 线, 就可 以做到杂而不乱, 从无序中看到有序。

课程教学既 传递数理 科学 知识, 又 传递人 类文 化的 价值观
念和道德规范的价值功能。

笔者通过理 论和 教学实 践探 索, 深切 地体会 到在 科学
知识教学中实 施方法教育的作用。以思想方 法教育为 主线,

( 三) 调动学员学习的主动性
大学教育界近年来逐渐重视教学方 法的改革, 启 发式、

能够向学员展现 / 活 生生0 的思 维活 动过 程, 而 不是 死的
数理 知识, 从 而激发 学员 的学习 兴趣; 可 以帮 助学员 真正

案例式、课 题式、学导 式、研讨 式等 各种 名目的 教学 法如
雨后春笋出 现, 但多 数情 况下, 这 些改革 方案 要么 停留在

理解有关 的教学 内容, 使 学员 知其 然, 也知其 所以 然, 而
非囫 囵吞枣, 死记硬 背; 不但 使学 员掌握 了具 体的数 理知

理论探讨上, 要么在实际教 学中 没有 收到 预期 的效 果 ( 许
多教员感到还是灌输式管用、好用) 。究 其原因, 主 要在于

识, 而且帮助 学员学 会领 会内在 的思 维方法, 从而达 到培
养思 维能力, 提高科 学素 质的目 的。因此 科学 方法教 育可

教学改革 仅重 视 / 教0 的活 动而忽 视 / 学0 的活 动, 由于
未能充分调 动学 习的 主体 ) ) ) 学员 的学 习主 动性, 教 学方

以作为贯穿素质 教育 的一条 主线。 在主线 下再 实施具 体的
启发式、研究 式、渗透 法等 教学方 法, 以达 到教 学方 法的

法的改革也只能是一种 / 虚伪的美丽0 , 没有理 想的教学效

最优 化。

果也在情理之中。而 / 新 教学 力图 汲取 传统 教学 中的 可取
之处, 摒弃其中的错 误之 处, 主张 充分调 动学 生学 习的主

( 二) 由/ 知识传授0 为主转变为以/ 科学探究0 为主
传统数理学科教学总 是过 分强 调单纯 地接 受教材 中现

动性, 让学生主动地 获取 前人 的基本 文化 成果, 从 而增长

成的 结论, 教 员的职 责是 忠实地 传递 知识, 学 员则是 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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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接受知识 。这种以 / 知识 传授0 为主 要特 征的 教学 方法
不可避免地 导致 机械 学习、被 动学习, 从 而不 利于 培养学

增长实践才 干的 目的。理 论与实 践相 结合, 也 是院校 转型
的必然 要求。 新型 军事 指 挥人 才, 不 仅 要掌 握 书本 知 识,

员的探究能 力和 创新 精神。为 此, 教学方 法必 须实 现由传
统的 / 注 入式 知 识传 授0 向 / 研 究 式素 质教 育0 的转 变,

而且要会在理论 指导 下进行 各种 实践 活动, 特 别是在 各种
社会 实践中, 比较自 觉地 运用数 理知 识和能 力, 增强 应用

着力引导 学员 主动学 习、自主 探究。具 体说 来, 授课 方式

意识 。

应由 / 连续型细节式授课0 转变为 / 启发式 专题授 课0, 重
视如何探究 知识发生 过程 和自主 建构 认知结 构; 教 学形式

加强应用性、实践 性教学 环节, 首 先要 尽可 能模 拟客
观实 际情况, 即尽可 能从 学员所 熟悉 的生活、 生产和 其他

应由 / 单一的课堂教学0 转变为 / 多形式的 互动交 流0, 构
建 / 以学员为主体、以 教员 为主 导0 的 基于 探索 和研 究的

学科的实际 问题 出发进 行分 析、综合、抽 象和 必要的 逻辑
推理 , 从而得 出数理 概念 和规律, 使学员 受到 把实际 问题

教学模式, 激发每个 学员 的特 长和潜 能, 鼓励 并引 导他们
的求知欲、想象力、创新欲和探索精神。

抽象成数理 问题 的训练。 就是说, 提供给 他们 以所学 概念
的丰富直观背景 材料, 让 他们 亲自 体验一 下获 得结果 的思

以 / 科学探 究0 为 主的教 学方 法充分 体现 了学 员是学
习的主体, 但由于认 知发 展水 平的限 制, 学员 的学 习需要

维加工过 程。这样 做, 不仅 有利于 他们 理解概 念, 特 别是
数理 思想、数 理方法 的来 龙去脉, 而且有 利于 提高把 实际

教员的指导, 即使是 学员 自主 取向的 研究 探索性 学习, 教
员的正确引导作 用也 是不可 或缺 的。2006 年 6 月, 胡 锦涛

问题化为数理 问题并使用数理方法加以 解决的本领。 其次,

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 话指出: / 在尊重 教师主导作
用的同时, 更加注重 培养 学生 的主动 精神, 鼓 励学 生的创

应创造多种多样 的实 践形式, 引导 学员把 数理 知识运 用到
生活 、生产和 相邻学科的实际。在学完相关 章节的内 容后,

造性思 维。
0 胡总 书 记不 但正 面 提出 / 教 师的 主 导作 用0 ,

可适当选编一些 实际 应用问 题, 让 学生进 行解 决专题 作业
的尝 试。 比 如, 在 高 等 数 学 教 学 中, 利 用 / 导 数0 解 决

也为在新时期如何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指明了方 向。当然,
教员的指导应当 / 适度0, 即是要求教 员在自己 的教学实践

/ 水塔水流量测定0 问题, 利用 / 极值0 解 决 / 后勤 装备管
理0 问题, 利 用 / 梯 度0 确 定导 弹 的热 寻 器 的运 动 方 程、

中, 应针对 学员 学 习过 程中 的 思维 多样 性 和个 体 差异 性,
进行恰 当的 指导。总 的来说 , 以 / 科学 探究0 为主的 教学

提高热寻器的效 率等。这 样可 以让 学员在 解决 问题的 过程
中体会理论 与实 践间的 相互 作用, 体 会到数 学的 价值, 为

方法要求教员 / 应 该更 多地关 注学 生在掌 握新 知识 中独立
前行的深度 与广度, 改 变以往 课前 准备缠 绵于 知识 的微观

学生今后应 用数 学于实 践打 下良好 的基 础。又如, 结 合大
学物理教学给学 员提 供一些 理论 运用 于实际 的范 例, 诸如

结构为活跃 在课程结 构的 组合中, 倾心于 教育 情境 的设计
和教学的资源组织等。
0 [ 7]

/ 电磁波的发射和接收0 、/ 巴克豪森 效应0 实验 等, 既帮助
学员深化理解 物理理论本身, 还起到了启迪 学员的想 象力、

在当前院校 转型 期间, 教 员中形 成了 不少 积极引 导学

创造 性思维的作用。

员 / 科学探究0 的教学 方法, 兹 举两 例。一是 实施 / 计划
导控0 的教 学 方式。 计划 导控 的 基本 流程 是 / 任 务驱 动、

当然, 要在教 学中 恰如其 分地 开展应 用性 、实践 性教
学活动, 必须 要有 精心设 计。第一, 数理基 础课 程的 性质

方向定位、自主 研究、反 馈审核0 。 / 任务驱 动0 是 根据学
习内容提出明确的研究任务, / 方向 定位0 是圈 定学员的学

决定了其 首 要目 的还 是 理解 和掌 握 知识, 不能 本末 倒 置,
甚至舍 本逐 末, 以免 坠入 / 实 用主 义工具 论0 的泥 塘。第

习范围, 定位学员的学习方式, 防止学员偏离方 向。/ 自主
研究0 指学 员带 着问题, 独立 地查阅 资料、 搜集 素材、分

二, 不能事事 要学员 去实 践。为了 使学员 真正 达到自 觉地
而不是形式 主义 地掌握 知识, 让 学员 了解实 际背 景、来龙

析问题症结、形成解决问题方案。/ 反馈审核0 是指通过对
学习任务 的审 核, 确认 任务完 成情 况, 及时 调控。通 过上

去脉 , 参与知 识的形 成过 程是重 要的。但 是学 习过程 又是
一个特殊的 认识 过程, 学 习的主 要是 间接知 识, 有教 员的

述四个流程的合理配置就为学员自主学习 提供了切实 保证,

主导, 所以不 可能 也不必 要事 事从 实践开 始。第三 , 不宜

这就在 组 织 形 式上 保 证 自 主学 习 的 效 果。二 是 师 生共 用
/ 讲学稿0 。/ 讲学稿0 是师生教学中 的共用文 本, 它既是教

利用学员不熟悉 的实 际问题。 如果 学习使 用的 问题源 自学
员不熟悉的 生产 实际, 充 斥着学 员不 熟悉的 专业 术语, 不

员的教案也 是学 员的 学案。由 于教案 与学 案互为 一体, 学
员课前 在 / 讲 学稿0 上 标记 疑难问 题, 并与 同学 交流, 从

但无 助于加深对数学问题的理解, 反而增加了学习困难。
( 四) 加强信息技术与数理学科的整合教学

而提高课堂 教学的针 对性, 也 为学 员课堂 上积 极参 与质疑
和讨论提供 了客 观条 件。如此, 课 堂上就 不单 单是 教员向

随着信息技 术日 新月异 的发 展, 以多 媒体计 算机 技术
和网 络通信技术为主要标 志的 信息 技术为 数理 学科的 教学

学员传 输知 识, 而 成 为师 生探 讨 问题、 交流 观 点 的场 所。
教学的真正 意义就在 这种 师生之 间基 于相互 尊重、 信任和

提供了更 有效的 方法 与手 段。但是, 应 该看到 , 目前 我国
各级 各类学校使用现代教 育技 术的 主要形 式仍 然是教 员演

平等的双向沟通中得以实现, 而学员独立 思考习惯的 形成、
解决问题能力的增强、学习成绩的提高也就在情理之中。

示, 其价值主 要定位 在教 员教学 手段 这一层 面, 虽然 在一
定的意义上影响 着教 员的教 学行 为, 但并 未真 正转变 学员

( 三) 加强应用性、实践性教学环节
加强应用性、实践 性教 学, 本质 上就是 理论 与实 践相

被动学习的方 式, 尚未 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 术的独特 价值。
为此 , 必须加 强信息 技术 与数理 学科 的整合 教学, 具 体地

结合的问题。理论 与实 践相结 合是 马克思 主义 认识 论的基

说, 信息技术 与数理学科的整合教学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

本原理, 也 是 一条 重 要的 教学 原 则。它 的重 要 意 义在 于,
在教学过程 中要 求 教员 理论 联 系实 际, 给 学员 传 授知 识、

第一, 信息技 术作 为演示 工具。这 是目 前信 息技 术用
于数理教学 的普 遍表现 形式, 一 般适 用于介 绍背 景、引入

训练技巧、培养能力, 学以致用, 达到深 刻理解理论 实质、

情境 、再现场 景、揭示重 点难 点和 展示动 态的 变化过 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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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之中。对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 拓展学员的 视野,
促进教学过 程的 优化, 提 高课 堂教学 的整 体效率, 都起到

能促使学 员 学习 本学 科 知识, 而且 提升 了 学员 人际 交 往、
组织 协调等多方面素养, 有利于学员全面、和谐发展。

了一定的 推动 作用。但 要精心 设计、恰 当运 用, 不是 用得
越多越好。

针对军校学员团 结友 爱、互帮 互助的 特点 , 可开 展小
组学习、让学 员取 长补短。 比如, 利 用班会 时间 对学 习中

第二, 信息技 术作 为信 息加 工与 知识 建 构的 工具。由
演示型向认知加工的工具转化是深化整合 教学的必然 要求。

的问题开展交流 讨论 就是一 种有 益的 做法。把 问题研 讨作
为班会的一项固 定内 容, 每次 班会 时抽出 约半 个小时 就近

将信息技术 作为 获取 信息、探 索问题、协 作解 决问 题的认
知工具, 利用这些工 具进 行 观察、 实验、分 析、综 合、归

期学习 中的 重点、 难点、 疑点 和 感兴 趣 的问 题 进行 交 流、
讨论、总结、评 价, 使学 习内 容得到 进一 步强 化。为 了提

纳、类比等 思维活 动, 抽象、 概括出 数理 概 念和 规律, 以
更好地丰富原有的认知结构。

高活动的效 益, 每次 可选 定一名 主发 言人, 提 前与小 组成
员沟 通, 以大 致框定 主要 议题, 必 要时教 员应 给予适 当指

第三, 运用多 媒体 网络 优化学 习环 境。信息 技术 的高
速发展, 已悄然突 破并 扩展了 以教 科书及 其它 参考 资料为

导。另外, 结对 帮扶, 即 将不 同性格 特点、 不同 知识 结构
的学员相搭配, 也 被实践 证明 是一 种促进 学员 共同发 展的

主要来源的 信息 源, 拓宽 了学 员获取 知识 的渠道, 扩充了
知识容量。计算机 网络 提供的 丰富 信息满 足了 不同 认知水

好做 法。
针对军校管 理严 格, 学员 校内课 外活 动时间 充裕 的特

平和认知风 格学员的 需求, 为 个性 化教学 的实 现提 供了可
能; 也可营造协作式 的学 习氛 围, 为学员 提供 对相 同问题

点, 应充分发 掘课外 活动 的潜力, 这不但 与学 员的学 习自
主性无矛 盾, 相反 还可以 提高 学员 的学习 质量。因 为, 课

的不同观点 进行 比较、分 析和 思考的 条件; 还 可以 使学员
方便地从网上获得教员的指导和帮助。

外活动在时间和 空间 方面具 有一 定的 伸缩性, 学员可 自由
研读, 一些不 便于 课堂教 学中 进行 的应用 性、探索 性、开

第四, 信息技 术作 为情 境探究 和发 现学 习的 工具。计
算机模拟软件特别是一 些开放 的工 具型软 件为 数理 学科开

放性问题 也 会因 此而 能 够进 行, 思 维活 动 也会 变得 自 然,
富有 创造力。其次, 现阶 段我 国大 学课程 还是 以单科 形式

展情境探究 和发现学 习提 供了良 好的 支持, 既 可先 提出数
理假设与推 断, 然后 用计 算机 软件进 行验 证; 也可 运用信

存在 , 这种做 法有助 于学 生系统 地学 习各科 知识, 但 同时
容易出现各 科之 间相互 脱节、缺 少联 系的问 题。开展 课外

息技术做实验以发现、总结数理规律和数理现象。
( 五) 结合军校学员特点探索教学新路

活动, 正好弥 补这 方面的 缺陷, 便 于加 强数学 、物理 等各
科的 联系。

教员的一切 教学 措施 都要从 学员 的实际 出发, 这 是教
育科学中一 条亘 古不 变的命 题。院校 教学 转型以 来, 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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