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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实验 学物理
师：讲台上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皮

球，一个装有水，一个装有空气，我请

一位同学上讲台与老师做一个游戏。

（玩实验，学物理，执教者用意很

明确，把本章的知识要点融入实验

中。）

学生A走上讲台。

师：游戏的规则是：分别将两个

球放在讲台的同一位置，生A先用手

指堵住左耳朵，再将右耳贴在球的最

上方，老师的中指用相同的力度敲击

桌面，请你根据听到的声音强弱判断

哪个球中装有水，并说明理由。

实验后，生A迅速正确判断哪个

球装了水。

生A：因为声音的传播效果与声

音传播的介质有关，声音在水中传声

速度比空气大，所以听到声音响度大

的球一定装有水。

老师打出学生的实验报告后，要

求学生们在各小组讨论后回答：这个

实验还包含哪些物理知识？

声音传播实验

提出问题：

声 音 的 传 播 效 果 与 什 么 因 素

有关？

猜想与假设：

声音的传播效果与声音传播的

介质有关。

实验器材：

两个皮球，一个针筒，一个气筒，

适量的水。

实验过程：

1. 一个皮球（蓝花），用气筒打

满气。

2. 另一个皮球（绿花），用针筒灌

满水。

3. 将两个皮球放在桌面上，先把

一只耳朵贴在打满气的皮球上，用手

堵住另一只耳朵，同时用另一只手敲

击桌面，听其发出的声音；在灌满水

的皮球上重复以上实验。

实验现象：

耳朵贴在打满气的皮球上听到

的声音很小，很模糊；耳朵贴在灌满

水 的 皮 球 上 听 到 的 声 音 较 大 ，较

清晰。

分析与结论：

1. 声音的传播效果与声音传播

的介质有关。

2. 水的传声效果比空气好。

生 B：声 音 是 由 物 体 振 动 产

生的。

生C：声音可以通过固体、液体

和气体传播。

……

师：实验中用手二次敲击桌面，

显 然 力 度 必 须 控 制 相 等 ，怎 样 控

制呢？

（这个实验比教材中把声音源放

在水中效果要好，且取材方便，实验中

两次用手敲击桌面的力度要相等，人不

是机器，怎样才能做到呢？对于教师提

出的这样一个有难度的问题，曾经一位

男同学很机智地作了回答：可以利用同

物体的重力势能相等来敲击桌面。有

不少同学设计出基于控制变量法的铁

架台发声器。这些答案非常出彩，成为

课堂中的一大亮点。如果学生想不到

改进方案，教师可以用从学生笔袋中拿

铅笔这个动作进行暗示。）

学生小组讨论，教师拿出预先设

计的一个实验装置：铁架台放在讲台

上，铁架台预先固定短管，让一支铅

笔从管中穿过落到桌面，这样可以认

为每次铅笔发出的声音相同。

师：请再思考一个问题，实验时

铅笔下落高度相同的情况下，一定要

让笔落到桌面同一点吗？

生D：不需要，只要保持落到桌

面的点与皮球球心距离相同。

（这个问题有一定难度，思维定式

往往让学生错误地认为，只有笔落到

桌面同一点才能保证实验成功。）

……

看实验视频，听小刘同学讲她

“弹钢琴的实验”。

第一组弦的长短一样，但从左到

右是由粗变细的；第二组弦的粗细相

同，但从左到右是由长变短的。

当榔锤敲击较粗的琴弦时，我们

听到音调较低，而当榔锤敲击较细的

琴弦时，音调较高。于是可以得出结

论：较粗的琴弦由于振动慢音调较

低 ，较 细 的 琴 弦 由 于 振 动 快 音 调

较高。

再看第二组，榔锤敲击较长琴弦

时，音调较低；敲击较短琴弦时，音调

较高。于是，可以得出结论：较长琴

弦由于振动慢音调较低，较短琴弦由

于振动快音调较高。

（“抄”钢琴进复习课堂，这里营

造了快乐的学习气氛。）

师：如果刚才我们把眼睛闭起来

听，你能不能根据小刘同学的实验判

断出她用什么乐器发出声音呢？

生A：能！

师：请问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生B：根据不同的乐器发出声音

的音色不同。

师：我们知道影响琴弦发声的音

调与哪些因素有关？

生C：与琴弦粗细和长短有关。

师：只有这两个因素吗？

生 D：还 与 琴 弦 的 松 紧 程 度

有关。

师：因为小刘同学在实验过程中

交待了一句话：“在琴弦松紧程度相

同时”，说明她在实验前研究了这个

因素。

（学生观看视频时，教师用肢体语

言提醒学生注意听。这里通过细节提

醒学生，不能忽视实验中的每个细微

环节。在应用学生创新实验时，还不

忘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值得肯定。）

师：还有没有其他影响琴弦发声

音调的因素？

生E：还有琴弦材料。

师：很好！根据上面的分析，显

然小刘同学总结时语言欠准确，请用

科学的语言总结出实验结论。

学生愣住了！

（教师在学生愣住的情况下，指出

学生平常实验时常常存在类似问题，

对实验结论的准确性表达关注不够。）

生F：能不能再看一遍。

师：大家想一想，我们在写实验

结论时需要注意前提条件，而许多同

学在答题时往往会漏掉这个条件。

生 G：我选择第一组实验来研

究，当琴弦的松紧、材料、长短相同

时，琴弦越粗，发出声音的音调越低。

师：非常棒！

（展示钢琴内部结构，结合学生

的旁白，让学生知道影响弦乐器发声

音调的因素，这个实验本身很有创

意，再通过学生找旁白学生的错误，

直击初中生的思维软肋，培养了学生

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思辨能力和

语言表达能力。）

师：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类

似琴弦一样的东西发声呢？

生G：风铃。

师：非常好！再比如学校楼梯一

角的图片，大家发现了什么？

生 H：我 们 看 到 栏 杆 的 长 短

不同。

师：很好！感兴趣的同学课后可

以去敲一敲、听一听声音是不是与我

们理论分析出来的一致。

（这样的建议从教师口里说出

来，学生一定很快乐。在分析琴弦发

声实验后，教师又引导学生从身边发

现与琴弦发声原理一样的事例，不仅

教会学生如何跳出课本认识创新实

验，而且把动手实验延伸到身边常见

物品中。）

师：大家在看视频时，除了看到

琴弦被击打发声，还看到了什么？

生I：我们看到踩下了消音踏板，

可能是怕影响到邻居。

师：有同学知道踩下消音踏板后

是如何减小对邻居影响的？

生J：在击弦机上有一长条毛毡

帘挡在击弦榔锤和琴弦之间，使击弦

榔锤不能直接敲打琴弦，而大大减弱

音量，起到弱音的效果。

师：这是用什么方法减弱噪声？

生K：在声源处减弱噪声。

师：除了这种方法我们还有什么

方法减小自己练琴时对邻居的影响？

生L：可以在练琴时关好门窗，装

修时选好隔音材料，在传播过程中减

弱噪声……

师：大家知道得很多，讲得也比

较专业，这也提醒我们以后研究问题

时要多维度思考。

（教师由一个问题引导学生联想

相关知识，能够让知识技能在学生身

上生成，甚至使学生从一个认知层次

上升到更高层次。教育的最高境界是

育人，智慧教师是会教育的教师。教

师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

要培养学生成为具有优良的道德品

质、学习品质等各种优秀素养的人。

课堂上，教师追问钢琴为什么要设计

消音踏板，让课堂境界得以升华。）

……

（当下课铃声响起后，教师与善

于回答问题的学生一起合影留念，在

合影过程中，教师还会用赞赏的语气

鼓励所有学生。这让学生不仅记住

了这节课，还会对物理学科产生更大

兴趣，有更高追求。）

（文字实录 杜素峰）

好课实录·特级好课堂①

看过汤金波老师的物理复习

课，我感受颇多。分析这节课的同

时，也让我对好的初中物理课有了

新认识，并总结了“四字诀”：

首先，课堂实验，新。一节《声

现象》复习课，平时复习“声”这个章

节时，教师很少做实验，一是觉得实

验简单学生没问题，二是怕麻烦不

想深挖。然而，汤老师的课设计了

许多新颖的小实验，这些精心设计

的实验让人耳目一新，总会让人惊

叹——因为每个实验一开始时在场

的师生都觉得是不可能做到的，但

通过巧妙的设计都一一完成了。例

如，汤老师提出如何利用掌声测声

速？教室内能否测？书上的方案可

行吗？与学生讨论后，在教室里做

了听声举旗实验，随后又播放测声

速的视频……学生通过两个实验的

对比，得出结论。

其次，知识整合，妙。汤老师的

课需要品。细细听来，他对知识点

和实验的整合都十分恰当，体现了

新颖独特的教学风格。有的环节从

生活应用中引出规律，有的是从探

究中得出规律，有的又联系生活激

趣引疑，有的则像是在表演魔术一

样振奋人心。例如，汤老师提出“人

的听力和年龄有关吗？”学生利用几

个高频声音、扬声器和米粒，完成探

究实验并得出结论：随着人的年龄

增长，听觉频率范围会缩小——这

是书本上没有的实验，整个过程体

现了学生主体，每个学生都是探索

者和发现者，物理实验让学生自己

设计完成，体验实验的成功与失

败。同时，汤老师还自创教具紧扣

课题，课堂上学生相当活跃，智慧的

火花不断迸发，通过实验和知识点

的整合，新颖、有趣、创新、实效的实

验帮助学生理解问题。

再次，环节过渡，精。各教学环节

虽形式各异，似无法，却有定法在其

间。课堂上每个教学环节都处理得环

环相扣，过渡自然，引人思考。这堂课

所有的实验都围绕“声的产生和声的

三个基本特性”展开，先是通过手掌发

声小游戏，说明了声的产生本质是物

体的振动，然后通过判断两个皮球有

水实验、钢琴实验等，都是在复习声音

的三个主要特性。

最后，启发质疑，实。在物理实

验中，学生会出现不同的疑问，汤老

师总能灵活处理和点拨。他的语言

具有启发性、引导性，能启迪学生的

智慧，没有暗示，又十分恰当。而每

个研究问题的过程和结论都不是汤

老师讲出来的，而是学生在点拨中

“悟”出来的。真正用真问题串起一

节课，让学生的思维产生激荡。

汤老师根据所教内容，积极引

导学生自主探究实验、边学边实验，

对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在师生的共

同探究下，逐步对现象或数据进行

分析，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形成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自身改进实

验设计的能力。汤老师的创新实验

让在场听课教师为之震撼，也颇受

启发。我们将坚持自己的创新实验

之路，不断学习、不断践行。

（作者单位系江苏无锡市侨谊

实验中学）

物理好课的“四字诀”
□杨 贤

特级档案
特级简介：汤金波，江苏省中学物理特级教师，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树人学校原教科室副主任，曾出版专著《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剖析与案

例》《汤老师创新物理实验室》。

好课主张：学生自主创新实验。随时抄起身边随手可取的“家伙”，舞出

新意的课堂是他的座右铭；复习课尽量不出现裸题是他的特色；打通学好物

理的“任督二脉”是他的目标，动手、思考、感悟和创新是他的教育理念。

评 课

执教内容：《声现象》复习课 执教教师：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汤金波

在物理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始

终以学生为本，将他们置于课堂的

正中央，引领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

习、合作学习，促进学生动手、动脑

学物理，提升他们的物理学科核心

素养。这些理念在汤金波老师的物

理教学中，可以概括为十个字：人在

课中央，实验玩得嗨。

“人在课中央”彰显一种教学理

念：教师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引导学生放开思维，通过玩实验、团队

协作来解决问题、掌握知识。教学活

动的中心是学生的“学”；倡导一种教

学行为：教师创设情境，让学生自主实

验动手体验、交流分享、合作共赢；实

现一种教学追求：通过课堂创新实验

的开展，让学生能够动心——有兴趣，

动手——有体验，动脑——有思维，动

情——有创造。

亲历实验体验。探究学习是把

物理知识、实验与思维有机整合在

一起，获取新知识的过程。通过学

生亲历实验探究，领会实验的基本

思路，提升探究的意识和实验技能，

发现规律，形成结论。

引导学生思维。科学思维的价

值在于达成对客观世界本真的认

识，是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内

容之一。汤老师有意识引导学生研

究、思考概念中的问题，教给学生思

考的方法，彰显思维智慧的魅力。

回归学生生活。注重学生生活、

关注学生经验和个体差异性，充分利

用学生身边熟悉的物品开展实验，在

学生生活世界中进行知识构建，让学

生树立物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意识，

能产生学好物理的动力。这种“生活

即物理”的理念，在课堂中有很好的

体现。例如，大部分学生的家中都配

置了钢琴，那么钢琴的校音与我们所

学的声现象有什么关系？能否自己

尝试对钢琴校音？

结束时，由学生进行课堂学习

总结，并谈感悟。汤老师用雨花石

等小礼品不停地“忽悠”学生，给予

学生及时的肯定、鼓励，让他们获得

学习的成就感。

重视实验是科学探究中最重要

的观念和思想方法，改变学习方式的

核心是让学生不做被动“受教育者”，

而做主动“探索者”。这节课是复习

课，但课上研究了5个实验，而且都是

此前学生对“声”学习研究的“产品”，

让学生在实验中主动产生疑问、进行

思考、相互讨论、动手操作。

汤老师在本节课把知识要点

融入5个实验中，通过实验的呈现，

学生动手、思考等过程的体验，帮

助学生实现每个知识点的深化和

巩固，不仅圆满完成了复习任务，

更在学生学习习惯、思维方式、学

科兴趣等层面实现了超越，“玩”出

了新境界。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教师培训中心）

“玩”出物理教学新境界
□王 高

以实验撬动
物理学习创新

□汤金波

新学期开始了，物理课上的实验

逐渐多起来。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

现：许多一线教师往往比较重视新授

课中的物理实验，但在复习课中忽略

了实验，而以单一讲题、做题为主；过

多的作业使学生成了解题的“熟练

工”，思维定式带来学生遇到新问题往

往束手无策的后果，长此以往学生创

新的天性被湮没。

为了让实验探究贯穿物理学习的

始终，成为撬动物理学科深度学习的

有效“支点”，引导学生利用身边生活

用品开展物理创新实验，教师在课堂

以学生的创新实验作为情境并设计有

阶梯的问题，有效提高了学生的思维

能力和创新能力。

6 年多的实践，我们取得了一些

成绩，总结起来其优点如下：

首先是学生思维被激活，学习状

态更好。创新实验的课堂，创新是目

的，实验是手段，提升学生素养是根

本。课堂上，教师改变了传统的复习

课讲题、做题和学生被动无兴趣的窘

境；学生在动手实验和系统思维中创

新能力得到培养，创新实验案例为课

堂学习设置了新情境，学生主动解决

新问题的习惯逐渐养成。

值得一提的是，学生创新实验案例

不可能是最优化的，这又为学生进一步

优化、创新方案提供了动力。近年来，

我每到一地一校上课，坚持课前不安排

预习作业，更不会为公开课预先试上，

课堂学习进入状态后，全班学生踊跃研

讨、发言。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无锡

上课，课后任课教师与我私聊时表示，

平时上物理课该班学生并不活跃，而当

天却一反常态，异常活跃。我表示，这

是学生创新实验的力量。

其次是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被激发出来，学生的思维自然开

启。课前备课，教师必须根据生源、时

间等因素全面考量，设计有驱动力的

问题。这对年轻教师要求较高，需要

多从学生视角提出问题，让学习真实

发生。例如，对于人耳的听声范围，教

材上只是简单介绍一下，绝大多数教

师并没有重视，往往让学生死记硬

背。我在教学中设计了一个“父母听

高音”的实验，通过实验不仅让学生知

道大部分人听不到 20kHz 这一频率，

还引领学生归纳出女性比男性听音频

率高这一有趣的规律。归纳总结后，

我的课并没有结束，而是话锋一转，让

学生用逆向思维的方法在家里创设一

个实验。课堂上，学生马上想出，在家

做一个“父母听低音”的实验，这就是

创新实验生成的魅力。

最后，创新能力是核心素养下的

关键能力，也是课堂改革的关键词，我

们的复习课选取的实验本身就是创新

实验。课堂教学中，教师一直有意识

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证明，

只要常态课教师用好学生的创新实验

案例，学生的分数和能力自然会打通，

实验与考试高分并不矛盾。

不可否认，随着课改向纵深推进，

物理教师普遍能在新授课上完成大纲

规定的学生实验和演示实验，有的教

师在教学时，还能改进和自制实验。

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教师的改进和

自制实验，便少了一点教育的本真。

物理学科的本质决定物理教学应该以

实验为基础，物理复习课亦不例外。

当教师自主创新实验的新思路面向课

改难题，与学生一起在课堂上开展有

深度的探究，学生在个体创新和小组

协作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如果把物理复习课比作粥，教师

总让学生“刷题”的复习课就是白粥，

一个个学生自主创新实验的案例好比

粥里的青菜、花生米、红枣，教师的功

夫在于把加了创新实验案例的课“熬”

好，这样一堂堂课就像百粥坊里各式

让人喜爱的“粥”。

总之，学生物理核心素养的培养

必须依赖于课堂，而解决物理课堂的

问题不能靠专家，要靠一线有思考、有

行动的教师。一节成功的物理课离不

开实验，尤其是师生共同进行的创新

实验值得研究与践行。

（作者单位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树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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