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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two subjects of "teacher" and "stud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improve 

learning interest from multiple angles and all directions. The measures cover teaching materials, classes, homework,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cultivating habits,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and so on. Then it summarizes and forms a 

certain teaching mode from three aspects: before class, in class and after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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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老师”和“学生”两个主体出发，多角度、全方位提出提高学习兴趣的有效策略。措施涵盖

教材、课堂、作业、奖惩、培养习惯、攻克疑难等多个方面。然后从教学实施的课前、课堂、课后三方面总结

形成一定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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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物理在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搞好高中物理

教学十分必要。目前我国高中普遍存在“物理难学，

物理难教”的现象。高中物理教学中普遍凸显了学科

的难而较少突出学科的魅力和趣味性，学生学习物理

普遍缺乏兴趣。新高考最初的 6 选 3 模式下也出现了

弃选物理现象，虽然有物理较难的原因，但也说明学

生学习物理兴趣不足。学习兴趣能激发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所以物理教学更应注重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让

学生主动学、乐于学、善于学。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搞好高中物理教学，定能帮助国家选拔和培养一部分

人才，尤其是在科研和科技方面。 

目前在研究学习兴趣方面，大多数研究都没有综

合考虑影响兴趣的各种因素，没有考虑教学环节的具

体实施和相互联系，提出的措施往往是个别的的不系

统的，例如上课幽默、多做实验等，但没有具体说明

如何做，并且这些措施往往只涉及教学环节的某些环

节，不系统不全面。还有一些措施是理论上的论述，

很难真正实施。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和研究现状，本文从“老师”

和“学生”两个教学主体出发，多角度、全方位提出

提高学习兴趣的有效策略。说明在提高学习兴趣的各

个教学环节上和各项任务上这两者分别应该怎么做。

措施涵盖教材、课堂、作业、奖惩、培养习惯、攻克

疑难等多个方面。然后从教学实施的课前、课堂、课

后三方面总结形成一定的教学模式。 

2. 提高学习兴趣的有效措施 

影响学生学习物理兴趣的因素有很多，学生自

身、教师教学、课堂设计、教学工具、作业设计等都

会对其产生影响，而这些因素间又相互影响，所以在

设计策略时应相辅相成多方面分析。要培养长久的学

习兴趣需要多方措施相互结合并且要坚持较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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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磨合形成，可以说这是一个复杂又艰辛的实践工

程。本文主要有三点指导思想，一是强调在“动”中

培养兴趣；二是策略要尽可能考虑到实际教学的各个

环节；三是提出的策略一定要能够适用于具体教学

中，要具有实用性。 

2.1.让学生“动”起来，在实践中提高学习兴
趣 

新课改理念中提到要以学生为主体，学生是学习

知识的主体，要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水平，就要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有时候不是先有兴趣后学

习，很多时候是先“动”起来，先投入先研究，然后

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培养学习兴趣。 

2.1.1.让学生当老师，每周开展一次物理有趣
小课堂 

物理中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比如生活中的物理现

象、物理学史或者科学家的小故事、物理小实验、有

趣的物理视频、照片等，学生们对这些方面也很感兴

趣，可以让学生自己“动”起来，搜集相关资料，然

后展示到专门预留给学生的物理趣味课堂中。为了让

高中学生能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可趁假期提前安排同

学准备，然后保障每次提前一个月左右告知将要开始

讲的同学，让其有足够多的时间思考和准备。可以多

人合作，形式也可以多样，但要求有趣味并且可以学

到知识。在进行过程中，老师可以给学生提供相关的

帮助和指导，可以帮学生借需要的仪器，给学生提供

搜集信息的方式等。在笔者的教学实践中，有的学生

讲述科学家的有关故事，有的播放或模仿“加油向未

来”、“是真的吗？”等节目中的精彩实验并解释相

关原理。笔者给学生推荐“中科院物理所”微信公众

号，学生可以关注里面的“正经玩”模拟里面的实验，

用身边的器材做小实验小器材，有些学生还把自制的

电动机、水火箭、无线充电宝等带到物理小课堂上带

领大家一起做。 

2.1.2.引导学生画创意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对提升学生能力有很大帮助，但是思维

导图不容易画，这个方法的初衷是为了用有趣的方法

整理知识，所以不能让学生觉得很难很枯燥，因此实

施该方案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①让学生有足够

多的时间完成思维导图，老师提前安排任务，任务要

小而精。②展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是诗歌、图片、

自编的歌词等，也可以画上自己喜欢的画，涂上喜欢

的颜色，甚至是写一些感悟或者将知识点幽默化，鼓

励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展现，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但是不提倡华而不实，重点要放在内容上，形式可以

多样可以美化等。这样可以以长带短，在实际教学中

学生有用英语来表达知识的、有自己画画的、有贴自

己喜欢的贴纸，或者是弄一些漂亮的书签之类的，看

似花花招招，实则学生会珍惜和“经营”这个笔记本。

③老师要有耐心，刚开始有些学生可能积极性不高，

要多鼓励多表扬，每次挑出一些优秀的案例，征得学

生同意后展示给同学们观看学习，让大家觉得很有意

思能有所收获。比如在电场章节，学生形象反应“场”

类比武侠小说中“功力场”画上场源电荷和试探电荷，

配上文字“来试试我的厉害”；还有画简笔画的、把

知识总结成顺口溜的等。很多方法和思想只有学生自

己动手去整理才能有更深的感悟，并且只有学生真正

学会知识才会从根本上解决学习兴趣的问题。这个过

程千万不要有太过死板的要求，因为只有慢慢引导让

学生有记录的欲望、整理的欲望才能慢慢带动他们养

成长期的学习兴趣。 

2.1.3.让学生合作交流，共同成长 

合作交流主要是在习题课中应用，或者是针对某

个难点让学生展开讨论，这种学习方法有助于学生解

决疑难问题，帮助学生攻克疑难，还可以提高学生的

学习投入程度。合作交流可以是课堂上的也可以是课

后的，下面分两点来说明。首先课堂上的合作交流要

想高效且能有条不紊的进行，需要注意以下几点①讨

论前要给学生足够的独立思考的时间。只有学生先独

立思考，才能把自己的困惑或者想法表达出来，才能

提高讨论的效果和效率。②选择适合学生讨论的问

题。讨论的问题难度要适宜，最好是学生经过一定思

考后可以解决的问题。③讨论目标要明确。讨论的时

候给学生具体说明讨论的内容和讨论的大概时间。④

讨论后要有反馈。比如讨论后可以让有结果的小组来

讲解某些题目，然后老师指点；或者学生说明讨论后

仍然不理解的地方，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分析等。课后

合作交流方面：可以给学生留一些具有探讨性的题

目，让学生相互合作完成。课后相互交流的题目要尽

可能有意思，让学生有探究的欲望。比如可以留发散

性作业，可以把实验仪器给学生让他们分小组做实

验，或者让他们用生活化的器材做一个实验，比如可

以让学生课下合作做一个小型电动机、做全反射的实

验等；也可以是让他们讨论一些有意思的问题的原

理，或者是争辩一个问题等。实践证明，“合作交流”

能有效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2.1.4.让学生充分参与课堂 

课堂是教学的主阵营，学生是课堂的主体，要提

高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首先要利用好课堂。课堂中

应坚持“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充分

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多参与课堂，可以提高

课堂氛围有效减少课堂消殆情况，可以帮助提高课堂

效率，从而提升学生学习物理听物理课的兴趣。参与

课堂的方式有很多，笔者主要采用以下几种①小组合

作交流（这一点在前文中有具体讲解）②学生分组实

验。实验是学生比较喜欢的，可以把握住每次做实验

的机会，尽可能让学生多参与。③让学生多表达自己

的想法。如有些疑难地方，可以问问学生哪里不理解，

当时是怎么想的，让学生参与进来。在实践时发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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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其实很喜欢听别的同学讲不会的地方或者错误的

原因，有些还能找到共鸣，然后老师顺着他们的想法

分析他们不理解的地方和错误的原因，学生不仅能找

到自己错的地方，并且印象深刻。但是这个方法需要

老师有一定的带动能力，刚开始实施这个方法时，学

生可能不太愿意表达或者说不明白自己的想法，老师

不要急，要有耐心慢慢引导。等学生适应这种方法后

学生会发现这个方法能有效解决他们困惑，一些积极

的学生甚至会主动表达自己想法。通过这种方法，可

以有效调节课堂氛围，让学生注意力更集中。④可以

鼓励学生当小老师，自己讲题。可以提前安排学生准

备，然后上课的时候学生讲解，老师辅助并点评，多

鼓励多指导，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会更投入物理学习，

也会慢慢克服上课不敢说、说不好的心理障碍，慢慢

学生的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都会得到提升，当

然这样学生也会慢慢喜欢物理课堂。让学生参与课堂

的方式还有很多，如让学生做游戏，提问学生回答某

个问题，安排学生演版，让学生齐声朗诵，让学生总

结等。方法有很多，但笔者更喜欢无拘束的课堂，最

好是老师和学生能互相交流，当然不是所有的“参与”

学生都喜欢，要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找到适合自己

也适合自己学生的参与模式。参与的方法可能每个老

师不尽相同，看法也不尽一致，但是不可否认让学生

有效的参与课堂，可以让学生敢于思考、勤于思考、

善于思考，能让给学生提高课堂效率，提高学习投入

程度，这种方法长期实施可以慢慢培养学生学习物理

的兴趣。 

总之，从学生出发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笔者

认为重点在于一个“动”字，让学生主动学习、主动

参与、主动探究，比老师把知识“塞”给他们，让他

们被动学习效果要好的多。笔者认为“动”或许不能

帮助所有的学生提升物理兴趣，但“不动”、“不参

与”、“不思考”兴趣更无从培养。 

2.2.老师综合把控，全方位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教师在教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知识的传播

者，是方法的实施者，是情感的交流者。在提升学生

学习兴趣方面，老师要做的事情很多，教学的安排、

课堂的设计、教材的处理、奖惩的实施、情感的建设、

作业的安排等等，方方面面老师都要做一个思考。关

于教学的每一个环节老师都要考虑在内，多方面结

合，才能最大限度的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毕竟学习

兴趣的培养不是依赖于某一个教学环节或者某一种

教学方法，更不依赖于某一节课或某一个题。应当承

认的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这件事情是一项工程，需要

全方位考虑，统筹把控。结合教学经验笔者觉得提升

学生学习兴趣老师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1、每节

课提前备好 3~5 个调节点。这些调节点可以是幽默的

语言、可以是故事、也可以是学生的参与，或者是结

合着知识点或者某个题的一个形象化类比，最好能逗

学生乐一乐。不同老师、不同课堂调节点是不一样的，

但是一定要有所准备“有备而讲”。所谓课堂，知识

讲的好是必要的，但是是不够的，不是知识讲的好讲

的清楚学生就会全神贯注，更主要的是要讲的让学生

能听进去，让学生愿意听。2、精备物理知识，让知

识更丰富更有趣。老师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措施丰富物

理知识（1）多做实验，自制物理实验仪器。（2）引

进物理学史，丰富物理课堂。（3）多将物理与生活

联系，列举生活实例。3、注重师生情感建设。老师

可以多和学生谈心，了解学生想法，帮助学生解决学

习问题。老师也可以制定合理的奖惩措施，比如学生

成绩好了可以奖励一个小礼品，或是满足学生一个小

心愿等。4、思考作业的设置，尽力让学生喜欢做作

业。作业要有针对性不要多而杂，最好是挑选些与当

天课堂上所讲的知识有密切联系的，让学生有成就感

和获得感。然后作业设置要有梯度，先易后难，可设

置附加题照顾到不同程度学生。周末可设置开放性作

业，让学生做实验搜资料等。批改作业时可结合奖惩

措施，奖励表现优异的，还可以写评语进行情感交流

等。为降低作业枯燥性，可以安排学生轮流出题，主

要是出已学习的内容，同学们相互直接更能理解自己

不会的地方，并且因为同学关系做题的感觉也会不一

样。5、多角度帮助学生攻克疑难。“疑难”可以说

是影响学生学习物理兴趣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学生

就是因为物理难才不愿学物理，有些甚至产生畏难情

绪对物理学习很抵触，所以要想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某

种程度上来讲需要想办法帮助学生攻克疑难。攻克疑

难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措施①要注重方法的总结，注重

讲练结合。②借助实验或仪器演示。③小组讨论。④

阶梯法，层层递进。⑤注重学生心理上的疏导。 

3. 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教学模式 

本文策略从“学生”和“教师”两大方面说明提

高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策略，为更好的解读有关策

略，特从课前、课堂、课后三方面将策略归纳整理，

形成以下模式。 

课前方面主要从老师和学生入手，说明各自的分

工。要想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教师需要在备课方面做

大量工作以克服课堂疲惫期和低效期。笔者认为好的

课堂绝不是上课的时候才形成的，而更强调运筹帷幄

之中，尤其是想要课堂幽默课堂氛围轻松，更是需要

提前设想好调节点。课前准备教学模式图见图 1. 

 

图 1  课前准备模式图 

课堂环节模式，笔者将课堂分为适应期、投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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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效期和疲惫期。然后分别说明各个时期老师和学生

的状态和任务。课前准备的调节点主要应用在导入、

低效期和疲惫期。这样设计的课堂一方面符合学生心

理状况，有助于提高课堂效率，另一方面融合了多种

元素可以有效应对学生的抵抗低效期和疲惫期，有助

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能有效提高课堂氛围。并且这

种模式笔者写清楚了入手点和注意点，具有可复制性

和推广性。课堂环节方面的模式图见图 2 

 
图 2  课堂环节模式图 

课后笔者从作业和情感建设两个方面说明如何

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作业布置方面为避免千篇一律的

资料和卷子，可以让学生自己出题，同时可以给学生

留一些操作性的作业，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充

分调动学生去发掘物理学科魅力，这部分在前面策略

“每周一次物理小课堂中有具体说明”在这里为了将

策略容纳到一起而将其归为作业设置方面。课后教学

模式见图 3. 

 

图 3  课后模式图 

该部分从课前、课堂、课后三方面将前文中提出

的教师和学生方面的教学策略融合整理起来，形成一

定备课、授课模式，具体说明了如何在一线教学中提

升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4. 结论 

本文根据实际教学情况，结合本人教学经验提出

提高学生高中物理学习兴趣的有效策略。学生方面主

要强调在“动”中培养兴趣，老师方面强调统筹把控，

全方位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文章从多方面考虑，各种

对策相辅相成，并且侧重操作介绍，全面而又具有实

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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