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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分析了影响中学科学实验教学效果的心理因素, 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教学的具体要求: 第

一, 明确实验目的, 激发学习动机; 第二, 现象明显直观, 突出观察重点; 第三, 培养观察思路, 揭示现象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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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实验在中学科学教学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而且是一种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学形式, 它给

学生提供了形象和动态的现象及图景, 能够化枯燥为生动, 化抽象为具体。演示实验的内容和

方法有很大的灵活性, 为教师施展教学艺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一课题, 教师可选用不同的

仪器和设备; 同一演示实验, 教师可用于不同的目的, 既可用于引入新课, 也可用于巩固旧课。

在学生观察演示实验的过程中, 感知、思维、动机、注意、兴趣等心理活动同时参与, 这些心理活

动反过来影响着观察效果。为有效地发挥演示实验的功能, 必须分析影响观察效果的心理因

素, 研究演示实验教学的基本要求, 合理设计演示实验, 恰当进行观察指导。下面就从心理学的

角度来分析一下演示实验教学的要求。

一、明确实验目的, 激发学习动机

动机是直接推动一个人进行活动的内部动因或动力。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机, 以便

选择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在演示实验中, 学生的学习动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1 学习的目的性

当一个人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学习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与意义, 并以它来推动自己的学

习时, 这种学习的目的就成为一种有力的动机。在演示实验中, 明确实验目的有两层含义。一

是教师要有明确的实验目的。演示实验运用于课堂教学的不同环节, 有不同的目的。有无必要

演示, 选择什么样的演示, 怎样进行演示, 都必须根据实验目的来决定。例如, 在平抛和斜抛内

容的教学中, 既可采用“抛出粉笔头”这一简单的演示, 也可采用“三球相碰”的演示, 还可以利

用闪光照相等等。在运用演示实验引入新课或巩固知识时, 可选用抛粉笔头的实验。这一实验

虽然简单, 但可以有效地引导学生通过观察, 定性描述平抛运动的特征。如果需要让学生认识

到“平抛运动可以看成是水平匀速运动和自由落体运动的合成”, 可利用“三球相碰”实验。若配

合使用闪光照相图片 (或投影) , 则效果更好。由此可见, 演示实验只有和一定的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教学过程等相结合, 才能发挥它的功能和作用。二是要使学生明确观察目的。在演示之

前, 一定要让学生明确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 怎样做这个实验, 说明仪器的结构及作用, 指出要

观察的现象, 使学生明确观察目的, 这对观察效果有很大影响。例如, 演示“氢气还原氧化铜”的

实验, 要使学生认识氢气具有还原性, 并帮助学生形成还原反应和还原剂的概念, 使学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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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操作要领, 指导学生重点观察实验的主要现象并得出结论。我们曾在两个班中做了简单

的调查, 一个班在实验前明确了观察目的, 正确记录观察现象的约 85% , 另一个班观察目的不

明确, 正确记录观察现象的只有 75%。可见, 观察的目的性对于观察效果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21 认识兴趣

兴趣是人的认识需要的情绪表现, 是在过去的知识经验、尤其在愉快体验积累的基础上形

成的使人乐于积极而持久地去接触、认识某一类新事物的一种意识倾向。当人的兴趣表现为力

求更深入地认识世界时, 就成为认识兴趣。根据起因不同, 可将认识兴趣分为直接兴趣和间接

兴趣两种。直接兴趣是由于事物或活动本身所引起的; 间接兴趣是由于事物的或活动所导致的

结果所引起的。两种兴趣对于演示实验教学的效果都有影响。中学生 (特别是初中生)对事物

有浓厚的直接兴趣, 教学要适应学生的这一特点, 使演示实验生动有趣、引人入胜、有声有色,

提高学生观察的积极性。同时, 中学生正是由直接兴趣向间接兴趣过渡的时期, 在进行演示实

验时, 要对学生说明演示的作用、目的, 观察的现象等等, 使他们认识到认真观察实验现象对学

习科学知识、发展科学能力的重要性, 激发他们的间接兴趣。

二、现象明显直观, 突出观察重点

从心理学上讲, 观察是有目的、有计划、比较持久的知觉。在观察的时候, 观察者要预先提

出一定的目的任务, 拟出一定的计划, 按计划仔细地察看知觉对象, 提出问题并寻求答案。知觉

是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事物的整体属性在人脑中的反映。为了提高演示实验的效果, 必须注

意三条感知规律。一是感知对于刺激强度依存性的规律, 即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刺激物必须达到

一定的强度, 才能被人们清楚地感知到; 二是对比规律, 即在性质或强度上对比的刺激物同时

或相继地作用于感觉器官时, 往往能使一个人对它们的差异感知变得特别清晰; 三是知觉中对

象和背景的相关规律, 即对象和背景在颜色、形态和强度等方面的差异愈大, 知觉的对象就越

容易被清晰地感知到。根据这三条规律, 我们在进行演示实验时, 要做到如下三点。

11 装置简单, 现象明显

实验仪器力求简单, 现象明显, 以便突出所要观察的实验现象, 降低无关因素的干扰, 提高

演示效果。特别是对一些定性实验, 不必要用精密复杂的仪器, 但为使现象明显, 仪器的尺寸要

足够大, 测量仪器的刻度要适当粗些, 声、光及观察物体的对比度要足够强, 过程中的变化要显

著。必要时, 可以借助投影、机械放大、光杠杆、放大电路等手段增强现象的明显性。仪器放置

的位置要足够高, 把实验用品按事先考虑好的顺序放好, 演示桌面上一切不用的物品都要拿

开, 运动体所在的平面应与黑板面平行, 必要时, 可借助演示小桌、演示垫凳、演示板、演示支架

和磁性黑板等。例如, 自感现象的演示, 一定要让学生能够看到两种情况下超过“差别阈限”的

物理强度变化。如果实验装置不能满足R S (小灯泡电阻值) µ R L (自感线圈电阻值) 的条件, 被

刺激变化量小于或接近于“差别阈限”, 那么, 可能造成对自感现象的错误理解。又如, 在显示气

体 (如氯气、二氧化氮) 或溶液的颜色时, 可在装有气体或溶液的容器后面衬托白纸板, 白色沉

淀则用黑纸板作衬托。总之, 在设计和进行演示实验的过程中, 要遵循知觉的三条规律, 做到仪

器简单, 现象明显。

21 多种感官并用

有关研究表明:“在接受知识方面, 单靠听觉一般只能记住 15% 左右; 单靠视觉, 从图像获

得知识, 只能记住 25% 左右; 如果两者结合起来可记住 65% 左右”。因此, 调动学生各种感官的

协同作用, 比用单一渠道要好得多。例如, 在一辆沿斜面向下运动的小车后面, 拖一条长约 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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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磁带, 磁带上录有一段不变的音乐 (如风琴的C 调) , 把录音机的放音磁头用导线接出来, 装

在斜面的一定位置上, 用贴有细毡的薄弹性金属片将磁带轻轻压在磁头上, 当小车沿斜面向下

运动时, 小车拖着磁带运动, 使录音机发声。这样就可使学生视听觉并用, 更好地建立起变化率

的概念。

31 突出观察重点

人们在进行观察时, 对复杂的事物不可能全部感知到, 往往只能清晰地知觉到少数事物,

对其他事物的知觉比较模糊, 这是因为知觉具有选择性。根据知觉的这一特性, 在引导学生进

行观察时, 必须确定观察的重点。例如, 镁条在空气中燃烧这一实验, 目的是要导出化学变化这

一概念, 而化学变化的本质是生成新的物质, 因此在实验前要引导学生把观察的重点放在点燃

前镁条的颜色、状态和硬度; 点燃后产物的颜色、状态和硬度。以防止学生只注意燃烧时的现象

而忽视了观察重点。

三、培养观察思路, 揭示现象本质

观察过程包含着积极的思维活动、稳定的有意注意, 并借助过去经验来组织知觉, 是一种

系统的、较持久的知觉, 在演示实验教学中, 要教给观察方法、培养观察思路、揭示现象本质。

11 教给学生观察方法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是演示实验的目的之一。在培养学生观察力的时候, 要教给他们观察

的方法。要教育学生在观察之前做好必要的知识准备; 要指导学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观察,

养成良好的观察习惯, 要引导学生观察时善辨多思; 要指导学生做好观察总结。

21 启发引导, 培养观察思路

观察的全面性是客观反映事物属性的前提, 应当利用演示实验培养学生正确的观察思路。

例如, 在演示小麦种子含有水分的实验时, 学生看清试管内壁从干燥变为有水雾后, 教师应启

发学生思考干燥试管内壁水珠的来源, 从而得出:“水分是组成小麦种子的一种成分”的结论,

这种把从实验中得出的特殊的结论推广到一般的方法是实验归纳法。又如, 对化学实验的观察

一般是按反应顺序进行的。先观察实验所用仪器, 了解它们的名称、用途及方法; 再观察反应物

的颜色、状态等; 实验时要注意反应发生的条件和现象; 反应后要观察生成物的颜色、状态等。

按照这一程序观察就能保证全面性。

31 揭示现象本质

观察的深刻性在于透过表面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 教师要引导学生透过现象, 揭露本质,

得出结论。例如,《植物学》中“种子的成分”一节, 可通过实验演示全过程得出结论, 即每讲到一

种成分, 先进行演示实验, 然后由学生根据实验结果来回答, 并在教师的引导下得出结论。

为了使学生对观察的现象有更深入的理解, 可采用对比的方法, 一般有纵向对比、横向对

比和正反对比。纵向对比是用同样的实验仪器对在前后不同的实验条件下所产生的现象进行

比较的方法。例如, 用验电器和锌板 (或铝板)等演示光电效应的现象时可用纵向对比。横向对

比是对两套实验仪器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同时实验所产生的现象进行比较的方法。例如, 在接

通电路的自感现象的演示中, 可采用电感支路和电阻支路同时横向对比的方法, 从而使难于观

察的暂态差异显示出来。正反对比是通过对比条件满足与不满足时, 是否产生某一现象, 从而

使学生对产生现象的条件有更清晰的认识。例如, 为了说明振动产生的条件之一是物体必须受

到回复力的作用, 可以在弹簧振子和用保险丝绕成的弹簧下面分别挂上小球, 然后把小球拉伸

后释放, 观察小球是否做往复运动, 从而使学生加深对振动条件的认识。 (下转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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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在演示实验教学中, 一定要使学生的观察和思维活动结合起来, 教给学生观察方法,

培养观察思路, 使学生逐渐认识科学概念、科学规律, 并发展观察和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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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is essay analyses the p sycho logica l facto rs w h ich influence the teach ing

resu lts of experim en t show. O n the basis of that, w e pu t fo rw ard the requ irem en ts of

teach ing. F irst, m ake the studen ts know the pu rpo ses of experim en t and st im u la te their

studying mo tivat ion; Second, the experim en t phenom ena m u st be clear, percep t ib le, and the

key phenom ena m u st be h igh ligh ted. T h ird, t ra in the studen ts ob serving m ethods and b ring

the phenom ena’s t rue natu re to lig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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