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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

课程与教材融合发展促进一流本科教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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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先分析了课程与教材的内在关系，提出了作者对于课程与教材融合发展的内涵、类型和途径的思考，然后介绍了

作者及其教学团队在吉林大学物理类课程教学过程中促进课程与教材融合发展的实践与经验，及取得的教学成果．
关键词: 课程层次理论; 新形态教材; 在线开放课

中图分类号: O 4－1; G 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712( 2018) 10-0038-03
【DOI】10．16854 / j．cnki．1000-0712．180292

新时代的一流大学本科教学建设任务对课程与

教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程与教材是联系教师与

学生的主要载体，是教师实现教学理念、展开教学过

程的基本依据．优质的课程其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

教学资源形式等各方面都应该能够满足新时代一流

本科教学建设的需求，与课程相应的教材应该能够

及时、完整地呈现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源，并适应新时

代教学模式要求与学生心理特点．

1 课程与教材的内在关系思考

关于课程与教材的关系，不同的教育者理解不尽

相同．如有的观点认为课程包含了教学计划、教材及

教学活动; 而也有人认为课程即是对教材内容的传

递．美国著名教育家古德莱德( Goodlad J I，1920－
2014) 把课程概念分为 5 个层次，即，理想的、正式的、
领悟的、运作的及体验的课程［1］．其中理想的课程是

指由学术团体与学术专家提出的应该开设的课程; 正

式的课程是指由教育行政部门所规定的课程，也即列

入学校课表中的课程，包含有课程大纲、课程标准和

教材等相关内容; 领悟的课程指的是任课教师对正式

课程所领悟而形成的课程，由于不同教师对课程的理

解与解释方式存在差距，所以领悟的课程和正式的课

程之间也存在差距; 运作的课程是教师对所领悟课程

的实际实施过程; 体验的课程是学生在运作课程中真

正学习到、体验到的部分，也即课程的实际效果．从古

德莱德课程层次理论可以看出，尽管在制定课程大纲

或标准的时候可能会指定课程的教材，但如何理解、

使用及取舍教材的内容，则依赖于教师对课程的领

悟．一方面，教师根据自己对课程标准、教材内容的领

悟，以及在课程运作中观察到学生的反应、获得的教

学经验，形成对教材内容的重新理解; 另一方面，随着

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课程的运作已不仅

限于在实体课堂中教师与学生面对面的形式，而是出

现了公开课、在线课等多种课程形式，与之相应的教

材也不再仅仅是指印刷的纸质教材，而是可能以电子

文档、视频录像等多种方式呈现，这就为教师主动完

善、更新教材内容提供了可能．可见，由于课程包含教

师领悟、师生运作及学生体验这些层次，课程与教材

并非是分立的、静态的关系，而是联系的、动态的关

系，教材既是课程的依据，也是课程的成果，课程建设

与教材改革是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

2 课程与教材融合发展的内涵、类型和途径

课程的质量、特色和效果依赖于教师对课程的

领悟．如果教师把课程理解为仅仅是对教材文字的

复述和学生对教材内容的记忆，那么课程往往是生

硬的、缺少活力的，也往往是低效的; 如果教师对课

程的目标、课程的逻辑体系、发展脉络及应用领域具

备清晰完整的领悟，那么他就能够以动态的、发展的

角度理解和处理教材，及时删减其中陈旧的内容，增

进新的前沿的内容，以及根据实际教学的需求不断

丰富、完善教材．这样的课程一定是智慧的、充满活

力的，也是高效率的．可见，要实现课程与教材的融

合发展，应注重教师在课程中的作用，促进教师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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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形成清晰完整的理解，并赋予教师选择、修改及完

善教材的权限．
课程与教材的融合发展模式包含以下几种类型．

2．1 对教材内容的持续更新

首先，教材应该能够反映教师对课程逻辑体系、
发展脉络及应用领域的理解; 其次，教材应该随着课

程所属学科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及时反应学科的最

新研究成果，并剔除陈旧落后的知识．
2．2 录制课堂教学录像

优秀教师的课堂教学活动除了具有教学法意义

上的示范作用之外，还应该涉及课程知识体系和应

用领域的最新进展，因为课程的学期教学周期往往

短于教材出版周期，所以如果能够实时发布优秀教

师的课堂教学录像，则可形成对教材内容的及时补

充和延展．因而，借助多媒体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优

势，优秀教师、名师的课堂教学录像具有很强的示范

作用，能够带动课程与教材的发展．
2．3 制作电子教案

将展示课程框架的 powerpoint 演示文稿、重要

例题习题的讲解以及其他课程参考资料制作成电子

教案，通过适当的途径发布，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

促进课程发展，并为教材更新提供素材．
2．4 创建演示化资源

演示化资源的建设和应用对提升理科课程、尤
其是物理课程的教学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
为物理规律往往是深奥的抽象的，而当代学生的特

点是思维活跃、处于丰富的信息技术包围中，仅靠教

师讲授书本内容很难为学生所接受．新时代的教师

应该充分利用电脑、多媒体、互联网等新技术，借助

信息化手段，丰富课程内容的表现形式，激发学生兴

趣，提高教学效率．演示化资源内容包含: 设计演示

实验演示物理原理、制作动画软件显示物理过程、引
入虚拟现实( VＲ) 、增强现实( AＲ) 等最新技术等等．

上述对课程内容的更新、课程教学录像、电子教

案及其他演示化资源可通过出版新形态教材和创建

在线课两种途径得以发展．新形态教材是为了适应

新时代的课程内容信息容量庞大、表现形式多样、快
速更新的特点而发展起来的创新教材形式．由出版

社建立与教材对应的数字化网站，把针对教材的讲

课视频、电子教案、演示动画等数字文件形式存放在

网站上，再把相应的地址链接、二维码等印刷于纸质

教材，即形成“教材+数字网站+二维码”的新形态教

材．学生在阅读教材的过程中，通过用手机扫描教材

上相应章节的二维码，即可观看教师的课堂教学录

像、演示动画或获得电子教案．
在线开放课程也称慕课，是近年兴起的新型课

程模式，这种模式为实现课程与教材融合发展，提高

教学质量提供了崭新的思维和有利的途径［2］．在线

开放课的主要特点是以在线的方式运行传统课堂教

学的几乎全部环节，包含教师对于课程知识点的讲

解视频、推荐教材、课程参考资料的电子文档、课程

相关问题的在线讨论、教师在线答疑及学生在线提

交课程作业等．在线开放课程的运行过程中，平台会

收集整理反映学生学习状态的各项统计数据，并反

馈给教师，以便于教师及时调整课程设计方案，采取

措施完善课程，获取更好的教学效果．在线开放课是

以课程的知识点为单元进行教学活动的，因此需要

教师对传统教材及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以满足在线

发布的时长要求．教师也可以依据课程数据及自己

的运行经验，重新编写适于新模式的课程教材，以促

进课程与教材的融合发展．

3 吉林大学物理类课程与教材融合发展的实践

在本科物理教学实践中我们感受到，初入大学

的学生对物理这样理科课程的学习存在诸多困惑．
例如，学生往往因袭他们在中学阶段的习惯，侧重于

记忆物理公式和演算习题，而在对知识体系的逻辑

性、历史性和实用性方面的思考不足．后者又是培养

一个人的能力所需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记忆

的知识内容本身或许成为陈旧落后的，而在教学过

程中所获取的逻辑思维能力、独立探索解决问题能

力会使人受益终生．从学科的特点角度，物理学所形

成的规律是近 2 000 年来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规

律形成的过程中，会经历现象的自然观测、实验探

究、理论总结、指导实践、理论与实验的矛盾、理论再

次升华等过程，最终形成了目前的物理知识理论体

系．对于物理类本科生，我们以梳理物理规律的逻

辑、发展历程、应用性为建设主线，以增加学生学习

物理学的信心和兴趣，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物理科学思维能力为目标，构建了

“物理学导论”，以及“力学”两门课程．对于非物理

类大学生，以物理学教育培养大学生科学文化素质

为目标，构建了“物理与人类生活”课程．三门课程均

制作了课堂教学录像、电子教案及其他演示化资源，

并以出版新形态教材、运行在线开放课程的途径获

得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
3．1 “物理学导论”、“力学”、“物理与人类生活”的

内容与数字化资源建设

“物理学导论”侧重以物理的逻辑体系、历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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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进程和实际应用为内容建设的主线，分别概述了

机械运动、热运动、电磁运动、光现象、微观结构与微

观粒子的运动、相对论、宇宙与天体等领域的知识逻

辑体系、发展简史及应用实例．以思维导图的形式介

绍该领域的知识逻辑体系、概括其知识逻辑体系构

建的历史进程、给出利用物理学相关原理解释人们

日常生活中常见现象的实例．给出相关的科学家传

记，以及物理学原理应用实例视频，以满足想进一步

了解历史的学生的需要，以及展示物理与人类生活

和科技进步的密切关系，增强读者学习物理的兴趣．
“力学”侧重以梳理经典力学规律及发展历程

的逻辑关系，精选典型案例体现力学规律的应用性

为内容建设的主线．具体的按照质点的基本运动规

律、质点与质点系的运动定理与守恒定律、典型的力

学问题、近代时空结构等逻辑体系来组织，体现循序

渐进的认知过程．其中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宇

宙学与天体物理等内容，重在其物理思想的系统性

与逻辑性的阐述，目的是培养学生接受新事物的能

力，为后继课程的学习打下思想基础．
“物理与人类生活”侧重以物理的逻辑性与应

用性相结合为内容建设主线．本课程的前身是“物理

与人类生活”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该体系针对机械

运动、热运动、电磁运动、光现象、微观结构与微观粒

子的运动、相对论、宇宙与天体等领域，以逻辑思维

导图的方式系统地阐述了物理学的原理与人类生活

的关系，然后重点演示相关物理学规律在人类生活

中的应用实例，并按照物理相关知识领域对其进行

科学分类，直观展示物理在解释自然界及人类生活

中的现象、指导人类的科学活动、促进科学技术的进

步等方面的作用．
精选了 164 个涉及物理学六大基本知识领域的

物理原理的应用实例．将其编排在课程体系的相关

知识点处，通过应用性案例的讲授，培养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应用能力．制作了 3 门课

的课堂教学录像、powerpoint 演示文稿，制作了“力

学”习题解答的电子教案，以及 253 个实物演示、33
个 AＲ 演示、47 个动画演示、42 个视频演示等 375
个多类型的演示化资源．
3．2 《物理学导论》、《力学》、《物理与人类生活》的

新型态教材与在线开放课建设

出版了《物理学导论》、《力学》两部“纸质教材+
套数字网站+二维码”的新形态教材［3，4］．其中《力学》
为国家“十二五”教材．已完成《物理与人类生活》新形

态教材初稿，计划 2018 年末正式出版发行．

在爱课程网、吉林大学在线学堂等平台开设

“物理学导论”、“力学”慕课各 5 轮次; 开设“物理与

人类生活“慕课 15 轮次，其中的“力学”课程被评为

2017 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3 门在线课的累计

学员 8 万余人．
上述 3 门课程在线开放课运行取得了显著效果，

以爱课程网学员的讨论区留言举例如下( 摘自爱课程

网“物理与人类生活”中国大学 MOOC 讨论区) :

“高中上物理课的时候面对枯燥的公式我经常

问自己学物理到底有什么用，我想我大学一定不学

物理了，然而命运无常，高考后我恰恰被调剂到了物

理专业，所以我一直在潜意识里排斥物理，大学已经

过去两年了，我却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学到，或许我一

直采取的漫不经心的态度仅是为了通过各门考试而

已，考完之后我就把所有知识都抛在脑后了，直到今

天我才发现物理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是我潜意识里

一直在对自己催眠说物理很枯燥，我决定从今天开

始重新了解物理，爱上物理，希望一切都还不算晚．”
“能在短短几十分钟内把物理的基本知识，基

本脉络梳理得井井有条，感叹张教授的知识渊博．物
理现象每时每刻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平时只会

看到现象而不会深究本质，这门课能很好地帮助我

们更深层次地了解基本的物理知识，我觉得很有趣，

很生动，受益匪浅．原来这种理论性很强的课程也能

讲得这么浅显易懂，赞一个!”
“我是一名高中物理教师，长期囿于高考的内

容，竟然忘记了物理的广阔和有趣．一看，豁然开朗，

觉得下一次教高一的第一节课的绪论可以使之多么

的丰富多彩和兴趣盎然．真是要多多学习啊．”
“物理确实很奇妙，有时候简单的几个公式定

理即可解释复杂的自然现象．我还记得当时看到科

学家用万用引力推算出海王星、冥王星存在的惊讶．
物理学确实是很多学科的基础，值得去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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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mplified method for lifetime measurement of cosmic ray muons
TIAN Yi，HU Lu-guo，SUN Bao-hua

( School of Physics Science and Nuclear Energy Engineering，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 The muon is the main part of cosmic rays which can be detected on the Earth’s surface and an ele-
mentary particle of standard model． The muon decays to an electron and neutrinos． The lifetime measurement of mu-
on can help students to know the decay properties of muon and also the time dilation effect of special relativity． In
this paper，a NaI( Tl) detector is used to detect the signals of stopped muon and its decay electron． A simplified ex-
perimental method is introduced to measure the mean lifetime of muon in the laboratory．

Key words: muon lifetime; simplified experimental method; NaI( Tl)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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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 class undergraduate teaching

WANG Lei，NI Mu-cui，ZHANG Han-zhuang
( College of Physic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1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aterials，puts forward the
author＇s thinking about the connotation，types and way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aterials． The
practice，experience，and teaching achievements of the author and his team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teaching of physics courses in jilin university are introduced．

Key words: curriculum hierarchy theory; new form teaching materials; online open cla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