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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信息技术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贵州遵义市第九中学 李肖

摘要：信息化技术是我国教育
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初中物理
的教学中，应该充分利用计算机技
术，以情景仿真、知识增强等手段，
建立起多元化立体的教学方式，调
节课堂的学习态度，从而达到改善
课堂教学的目的。为此，应该加大
对计算机技术的研究与学习，运用
信息技术来构筑物理学科的学习
方式，创造具有吸引力的物理课堂
环境，从而使物理学科的整体素质
得到全面提升，并在实践中逐步培
养出核心能力，为培养学生的自主
性和终身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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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以往的初中物理教学中，老

师将会在教学中花费很多的教学
时间来教授理论。学生对课本、老
师的依赖性特别强，这不但会阻碍
他们的自主性，也会阻碍学生对所
学的东西的理解与吸纳。利用信息
技术，解决上述问题，由于新技术
具有图像、文字、声音、视频等多种
特性，使得老师和同学的选择变得
更为丰富，从而使得物理课变得更
具有科学性和娱乐性，并能够在视
觉环境下高效地进行学习。

一、信息技术在初中物理教学
中应用的重要性
在新课改中，必须切实贯彻素

质教育的根本需求。将信息化技术
与物理学科相融合，不断推动教学
改革，提高教学效果，促进优质物
理课程的发展。利用现代科技手
段，使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课堂优
势，从而使自己得到更好的发展。
计算机技术在物理课堂的运用，使
抽象的物理概念更能被直观地展
现出来，使学生在课堂上的思维能
力得到增强，达到更好的教学效
果。所以，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实行
信息技术教育，对于培养和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养有着十分关键的作
用。

二、信息技术在初中物理教学
中应用的具体策略

2.1. 利用信息技术重现物理学
历史，充实知识

物理学的知识来源是人们的
日常生活，但是教科书的内容比较
单一。而课程内容的编排选择，重
点在于训练学生的举一反三，使学
生能够从点到面的学习中不断拓
展自己的知识面，从而建立起一套
完整的知识库。课堂上，老师利用
各种多媒体手段，将生动活泼的物
理学故事引入课堂，让学生“穿越
时空”，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了解
各种物理现象。比如，在教学中，老
师会给学生们播放“电话”各个时
期的发展历程录像，使他们能够真
实地感受到交流工具的发展与改
变。通过录像，学生会对课堂充满
兴趣，老师会播放“广播电视”的发
展历程，让学生对其在课堂上的传
播与发展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在此
期间，老师们可以通过讲述有趣的
故事来让同学们认识到，让同学们
认识到信息技术也从“青涩走向成
熟”，进而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

2.2.主动运用资讯科技建立物
理模式，培养高层次的物理思维

传统的课程教学使学生难以
对抽象知识进行迅速的理解和吸
收，从而影响到课程的效果。在此
基础上，教师在教学中运用了信息
技术，为学生构建了一个具有实际
意义的立体物理教学模式，为学生
提供更好的教学与辅助，为物理教
学提供理论依据。利用信息技术，
使平面的知识转化为具体的教学
环境，使平面的教学方法变为立体
的，使学生在立体的环境中进行观
察，获得丰富的经验。通过对物理
教学的指导，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掌
握物理知识，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
效果。学生能够从教学模式中探究
物理知识的具体来源和成因，并引
导学生自主学习，独立观察，深入
思考，形成高层次的物理学习思

维，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对其它领
域的研究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比
如，在“声音现象”课的教学中，可
以把声音当作物体来构造物理课
程的学习模式，包含基础知识、原
理分析和实际应用。从声音的产生
和传播、声音的特性、噪声的危害
和控制、声音的使用等几个方面，
指导学生根据课本的知识，建立一
个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完整的
教学网络，了解声音的特点、传播
机制和具体运用，进一步增强学生
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能力，体会
学以致用的价值。

2.3.充分应用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指导学生在课后展开自主学习

教师要在课堂上，充分运用信
息技术，建立“翻转课堂”，使学生
在“线上”与“线下”的互动中，积极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探索。比如，可
以记录一些相似的微型教室录像
来预览，回顾，扩展和解释重点困
难。通过远程教学，强化了学生在
课堂上的自主性，巩固了重点知
识，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还可以通过互动作用加强与同学
的交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从
而进一步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兴趣，
培养学生的自主性，这不仅有利于
巩固预习，而且可以使复习和扩
展。例如，在《光的反射》课上，很多
同学还不能很好地掌握这一章的
反射与扩散。通过录像教学，对知
识点进行深入的讲解，以及通过教
学实例来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认识，
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2.4.运用信息化手段，构建课
堂教学环境，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在信息技术普及的今天，PPT
是一种常见的教学方式。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要把教室变成一个有具
体的教学环境，使学生能够从不同
的视角去认识了解物理学的体系，
从而使学生的学习过程变得更加
充实。例如，在实验课上运用 PPT，
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与记忆。结合课堂教学内容，设计
实验课，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增
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同时，我们也
可以利用教学视频，营造出一种真
实的感觉，并将其最大程度的创造
出来。为学生在实践中的应用提供
了大量的参考材料，使学生能够不
断地拓宽思维的方向和视角，从而
使课堂教学更加规范化。以初中物
理《物态变化》为例，单纯对课本知
识进行整理，难以对知识点进行有
效的理解。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
运用信息技术、了解重要知识、向

同学推荐其它辅助性学习材料，帮

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的认识，提高学

习效率。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物理学是一种以物

质运动的普遍法则和物质的基本

构造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通过对物

理学的研究，使学生能够运用等价

的物理学知识，从而增强他们对现

实世界的认识，从而解决生活中遇

到的问题。在物理教学中，应充分

运用信息技术，不断优化教学手

段，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观念，

将理论联系实际，促进思维的发

展，为以后的物理学习奠定良好的

基础。为此，教师要加强对信息技

术的研究，并运用相关的技术和方
法，强化与课程的衔接，从而达到
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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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
贵州省余庆县城关一小
二年级（1）班 李智辉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彭水———重
庆市彭水县阿依河。那里被人们称
为：“爱情治愈圣地”，一年四季景色
如画！
春天，是家乡最美的时候。“清明

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彭水
的春天最常下雨，烟雨迷蒙，树木抽
出新的枝条，散发出一股清香。乘着
小舟欣赏着高低错落、玲珑婉约的阿
依河小镇，宛如进入仙境一般，真是
令人心旷神怡。

夏天，树木葱葱茏茏，让婉约的
阿依河小镇也变得热闹起来。晚上，
暑气稍退，和家人在大树下，一边聊
天一边吃这又香又甜的大西瓜，别提
有多开心了。
秋天，枫叶似火。落叶飘下来，像

一只只翩翩飞舞的小蝴蝶，更像一个
个可爱的小精灵。农民们的果实成熟
了，硕果累累，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

冬天，大地一片雪白，银装素裹，
玉树琼枝。我们几个小伙伴堆雪人、
打雪仗，雪地里到处是我们的欢声笑
语！

这就是我的家乡，不管是烟雨迷
蒙的春天，还是烈日炎炎的夏天，也
不管是红叶似火的秋天，还是银装素
裹的冬天，我的家乡都是那么迷人，
那么美丽。我爱我的家乡！

（指导教师：高蝶飞)

阅读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城关一小 陈丽

阅读教学在于培养学生
独立阅读的能力和认真阅读
的习惯。教师要在阅读教学中
激励学生全身心地、自觉主动
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去，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一、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很

多，如：创设情境、开展竞赛、巧设问
题、电教手段等等。如我在教学《一
夜的工作》一课前，翻阅了大量资
料，找了一篇体现总理一生鞠躬尽
瘁、大公无私精神的短文。当我声情
并茂地读完短文时，自己都感动得
流泪了。学生也受到了老师的感染，
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深刻地体会

总理精神的伟大，学生体会和感悟
词句的那种精细是以前从没有过
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
学生学习积极性激发起来了，就能
积极主动地学习。

二、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良好的阅读习惯对形成阅读能

力、提高阅读效率，顺利地达到目的
有着重要的作用。我注重培养学生
以下几个方面的阅读习惯：（1）认真
预习的习惯；（2）一边读，一边想的
习惯；（3）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

（4）使用工具书的习惯及勤于阅读
的习惯等等。

我在教《海底世界》一课时，由
于学生生活在乡村，很少有学生到
海边去，更没看到过海底的样子，所
以我在讲课之前，让学生从报刊上
收集有关的资料和图片，在课堂上
让学生充分展示自己收集到的资
料，学生都乐于参与到学习中来。学
生有了这种习惯，对于学习其他课
文，就会主动查找相关资料，这不仅
有利于学生学好课文，也为将来收

集，整理信息资料打下了基
础。

三、注意学生的个体差异
由于每个学生家庭环境

的不同、经历也不相同、学习基础不
同，学生在认知、情感、思维等方面
存在差异。在阅读过程中，我注意做
到因材施教，设计的教学目标适度
灵活，课堂提问层次分明，练习设计
难易有别，针对不同学生进行反馈
评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四、创设民主和谐的学习氛围
在阅读教学中，我营造了民主

和谐的学习氛围，我与学生一起进
行读书、讨论、研究、争论。在教学中
我还注意倾听同学们的意见，让学

生在课上敢说爱说。如在教学《动物
王国开大会》一课后，我说：“狗熊通
知一件事情进行了四次，是什么原
因呢？”这时，一位男同学举起手，大
声而认真地说：“是因为大伙帮助了
他。”老师听后，马上笑着说：“你读
得真认真，那大家都帮助了他哪些
地方呢？”课堂气氛活跃了。通过阅
读、合作探究，同学们总结出：写好
通知要注意时间、地点、参加人和事
情。最后老师又出示了写通知的六
要素，学生知道了写通知的小知识。

在宽松、民主、和谐的学习氛围
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和合作精神充分地发挥出来
了。阅读，让学生充满了快乐。

浅谈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策略
山东省诸城市文化路小学 杨艳丽

在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明

确指出了增加学生阅读量的重要

性，阅读不仅可以帮助学生积累文

化知识，也可以拓宽学生的眼界，发

散学生的思维，也可以为之后学生

的写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不过，

我们对于阅读的教学，不应该只是

要求学生进行大量阅读，而是要找

出适合小学生阅读的素材，并引导

学生学会正确的阅读方法，用较少

的时间捕捉更多的知识，并能够从

阅读中有所收获、有所感悟，从而获

得思想上的启迪。本文将简要提出

有关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几个策

略。

一、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动力，也许

枯燥的课本难以让学生产生阅读的

兴趣，这就需要教师来为学生提供

一个激发兴趣的学习环境，教师可

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引起学生的阅读

兴趣以及学习动力。比如，教师可以

使用电教的手段，利用幻灯片、视频

等多种多媒体工具，将文章内容通

过视觉、听觉多种不同感官的感知

方式展示出来，给学生创造一个身

临其境的感觉，让学生可以沉浸在

阅读的乐趣之中，从而获得更好的

教学效果。另外，教师还可以采取让

学生朗读、分角色扮演等方法来提

高学生的参与度，从而培养学生的

学习热情。

二、挖掘教材内涵

小学语文课本中的阅读素材可

谓经过了精挑细选，每一篇都有它

学习的意义，因此，教师应该充分利

用教材内容，从文章内容、句法结

构、中心思想等多个角度展开教学，

具体方法如下：

1. 找中心句、主旨句。每篇文

章都有它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因

此通过找出文章的中心句或主旨句

可以锻炼学生的快速阅读能力，分

析文章结构的能力，也可以锻炼学

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助于帮助学

生理解文章所表达的主旨大意。教

师可以让学生用一句话来概括文章

内容，这样既能检验学生的阅

读成果，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归

纳总结能力。

2.注重细节理解。在明白文章

的主旨大意之后，就需要对文章进

行精读，找出作者重点描写的部分，

理解作者的写作思路和写作用意。

比如，教师可以找出文中的几处内

容，让学生思考，作者在这里的描写

是想要寄托怎样的情感，作者在此

处又运用了怎样的表达方式和表现

手法。这样不仅有助于加深学生对

文章内容的理解，也可以让学生在

写作中进行一定的借鉴。

3.重视感情升华。教材中的文

章一般都渗透了人文内涵，教师在

带领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应重视人文

内涵的体现，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精

神境界，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

目标，养成良好的习惯，形成健全的

人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比如在学习《游子吟》这首诗时，教

师不仅要让学生明白诗句的含义，

还要让学生谈一谈在学习完这首诗

之后的内心感受，以及他们对母爱

的理解。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感

受到母亲对自己的关怀与爱，从而

可以懂得感恩，孝敬父母。

总之，阅读是学习语文的重要

途径，并且要想提高阅读能力，不仅

仅要阅读课本上的文章，还要阅读

一些有意义的课外读物，来开拓学

生的眼界和思维，良好的阅读习惯

将成为学生终身的财富，有利于学

生的成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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