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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科学规律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具体措施为 :获得足够的感性认识、掌握

建立规律的思维方法、排除学习规律的思维障碍、理解应用、形成结构。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225308 (2004) 0620035204 　　[中图分类号 ] G63317

科学规律 (包括定律、定理、原理、法则、公式等) 反映了科学现象、科学过程在一定条件下

必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 ,反映了物质运动变化的各个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 ,揭示了科学

事物本质属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是科学学科结构的核心。科学规律的教学是科学知识教学的

核心内容 ,同时也是科学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本文介绍科学规律的教学过程中思维能

力的培养。

一、获得足够的感性认识

科学规律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 ,科学规律是观察、实验、思维相结合的产物 ;第二 ,科学

规律反映了有关科学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任何科学规律 ,都是由一些概念组成的 ,通过语言

逻辑或数学逻辑表达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关系 ;第三 ,任何科学规律具有近似性和局限性。由此

可见 ,科学规律的建立 ,离不开观察实验和数学推理 ,也离不开科学思维 ,是三者相结合的产

物。丰富的感性认识是建立科学规律的基础。

在科学教学中 ,教师要指导学生通过观察实验 ,分析学生生活中熟知的典型事例 ,或从对

学生已有知识的逻辑展开中提出问题 ,激发学习兴趣 ,创造便于探索规律的良好的环境 ,提供

探索科学规律所必须的感性材料 ,提供进一步思考问题的线索和依据 ,为研究科学规律提供必

要的感性认识。

二、掌握建立规律的思维方法

在获得足够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 ,教师要指导学生探索科学规律 ,根据建立科学规律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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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过程和学生的认知特点 ,选择适当的途径 ,对感性材料进行思维加工 ,认识研究对象、现象之

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概括出科学规律。这是在科学规律教学中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关

键。中学生在建立科学规律时 ,常用的思维方法有四种。

11 实验归纳 　实验归纳即直接从观察实验结果中分析、归纳、概括而总结出科学规律的

方法。具体的做法有 :第一 ,由对日常生活经验或实验现象的分析归纳得出结论。如掌握蒸发

快慢的条件、电磁感应定律等 ;第二 ,由大量的实验数据 ,经归纳和必要的数学处理得出结论。

如掌握力矩的平衡条件、胡克定律、光的反射定律、气体的实验定律等 ;第三 ,先从实验现象或

对事例的分析中得出定性结论 ,再进一步通过实验寻求严格的定量关系 ,得出定量的结论 ,如

掌握液体内部的压强、牛顿第三定律、光的折射定律等 ;第四 ,在通过实验研究几个量的关系

时 ,先分别固定某些量 ,研究其中两个量的关系 ;然后加以综合 ,得出几个量的关系。如掌握欧

姆定律、牛顿第二定律、焦耳定律等等 ;第五 ,限于条件 ,无法直接做实验时 ,可通过分析前人的

实验结果 ,归纳出结论。如掌握光电效应公式。

21 理论分析 　理论分析就是利用已有的科学概念和科学规律 ,通过科学思维或数学推

理 ,得出新的科学规律的方法。常见的有理论归纳和理论演绎两种。例如 ,能量的转化和守恒

定律的学习和掌握 ,就可利用理论归纳的方法 ,在学习了能量的转化和守恒定律后 ,可以推断

出判定感应电流方向的规律 ———楞次定律。

31 类比 　类比是根据两个 (或两类) 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相似而推出它们在另一属性上也

可能相似的一种推理形式。其具体过程是 :通过对两个不同的对象进行比较 ,找出它们的相似

点 ,然后以此为依据 ,把其中某一对象的有关知识或结论推移到另一对象中去。类比方法在科

学学习中获得了广泛的运用。学生在学习科学规律时 ,可以遵循建立科学规律的程序和原则 ,

通过类比的思维方法 ,加深对科学规律的理解 ,同时提高思维能力。

41 臻美 　所谓臻美的方法 ,就是在研究科学问题的过程中 ,按照美学规律 ,对尚不完美的

东西进行加工、修改以至重组的思维方法。科学中蕴含着美的本质 ,本质要通过形式来反映。

利用臻美的思维方法 ,通过对美的追求提出假说 ,然后利用实验直接或间接验证 ,从而建立科

学规律 ,是科学规律建立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学生在学习某些科学规律时 ,要掌握这一思维方

法。

三、排除学习规律的思维障碍

学生在学习科学规律时 ,存在着思维障碍 ,在进行科学规律教学时 ,要注意排除。思维障

碍大体上有如下几种。

11 感性认识不足 　科学规律是观察、实验和思维相结合的产物 ,通过观察实验获得的对

自然界物质的存在、构成、运动及其转化的感受性认识 ,不仅是科学思维的材料、建立规律的条

件 ,而且也是用来检验各种科学理论真伪、是非的标准 ,是理解科学规律的基础。如果没有足

够的、能够把有关的现象及其之间的联系鲜明地展示出来的实验或学生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

曾经亲身感受过的事例作为基础 ,学生就很难理解科学规律的来龙去脉、基本含义、适用条件

等 ,从而影响对科学规律的掌握和运用 ,造成学习科学规律的思维障碍。

21 相关知识干扰　由于概念不清而影响科学规律的掌握是学习科学规律时相关知识干

扰的表现之一。学习科学规律时相关知识干扰的表现之二是前科学观念的干扰。学生在学习

科学规律之前 ,从日常生活中已积累了一定的生活经验 ,对一些问题形成了某些观念 ,称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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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观念。在这些观念中 ,有的虽比较正确 ,但往往有一定的表面性和片面性 ;另外 ,学生在生

活中还形成了某些错误的观念。这些“先入为主”的、错误的前科学观念 ,对学生正确地理解科

学规律往往起着严重的干扰作用。例如 ,学生在运动和力的关系上 ,往往认为力是物体运动的

原因 ,物体受力才能运动 ,不受外力的物体是根本不能运动的 ;对物体的下落问题 ,常常认为重

物比轻物下落快。学习科学规律时相关知识干扰的表现之三是用纯数学的观念理解科学规

律、思考和处理科学问题 ,而忽视了它们的本质 ,结果从纯数学推导中引出错误的结论 ,造成对

科学规律的错误理解。例如 ,欧姆定律的数学表达式为 I = U/ R ,学生常常将其变形为 R =

U/ I ,并从纯数学的角度考虑 ,由此得出导体的电阻与加在它两端的电压成正比 ,与通过它的

电流成反比等一类错误的理解。

31 负迁移和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　在中学生学习科学规律时 ,负迁移会影响规律的理解

和应用。积极的思维定势有利于学生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学习和理解新的科学规律 ,但消极

的思维定势却干扰着学生对新的科学规律的理解和掌握 ,限制着学生思维灵活性的发展。

41 不懂得研究和应用科学规律的思路和方法 　在学习科学规律时 ,如果不了解建立科学

规律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过程 ,只被动地接受 ,就不可能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真正掌握科学规

律 ,以致在理解和运用科学规律时出现各种问题 ,产生种种错误。学生在应用科学规律解决实

际问题时 ,常常束手无策 ,这种情况的出现 ,除前面论及的原因外 ,最主要的是不了解和没掌握

运用科学规律去分析、处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四、理解应用、形成结构

首先 ,使学生理解科学规律的真正含义、适用条件和范围。科学规律一般可以用文字表

述 ,对于科学规律的文字表述 ,要在学生对有关现象和过程深入研究 ,并对它的本质有相当认

识的基础上 ,认真加以分析 ,特别要分析关键的字、词 ,使学生真正理解它的含义。切不可不加

分析地“灌”给学生 ,让他们死记硬背。这样 ,离开了认识的基础 ,背得再熟也不能真正理解和

灵活运用。科学规律有时也可用数学方法 (公式或图象) 表达。只有引入了数学 ,才能使自然

科学成为定量的、精密的科学。对于科学规律的数学表达式 ,要使学生明确其真正含义 ,而不

应从纯数学的角度去理解 ,而且应使学生明确规律的成立条件和适用范围。

其次 ,使学生形成科学规律的结构 ,从而在整体上把握科学规律。

再次 ,加强应用科学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和指导。学习科学规律的目的就在于能够

运用科学规律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 ,通过运用 ,还能检验学生对科学规律的掌握情况 ,加深对科

学规律的理解。在规律教学中 ,教师要选择恰当的科学问题 ,有计划、有目标、由简到繁、循序

渐进、反复多次地进行训练 ,使学生逐步掌握应用科学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过程、思维策

略和思维方法 ,从而发展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思维能力、应用数学解决科学问题的

能力等。

最后要指出 ,由于科学规律的复杂性 ,必须注意规律教学的阶段性 ,科学规律的教学 ,大体

上也可分为领会、运用、完善、扩展四个阶段。领会阶段侧重了解建立科学规律的事实依据和

思维方法、理解科学规律的内容、含义 ,以及公式中各量的单位、成立条件和适用范围等。运用

阶段侧重强化所研究的过程与对应科学规律中的因果关系 ,熟练掌握规律的直接应用。完善

阶段需让学生理解规律的全部内涵及规律的具体外延。扩展阶段是对规律应用的深化和活

化 ,侧重于综合应用及对所研究的过程的分析。注意到如上几方面 ,将会比较有效地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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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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