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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做好初高中物理教学衔接
■康定中学 贺俊

【摘要】长期以来，初高中物理由于教
材、教法、中考难度等多方面原因，导致初高
中物理衔接困难，初中到高中知识与能力跨
度过大、台阶过高，造成高中物理难教、难学
的困难局面，这种现象在教育欠发达地区尤
为突出。本文结合本人在实际物理教学的一
些体会，谈谈对初高中物理教学衔接的一些
认识。
【关键词】初高中衔接 核心素养 跨度
初高中教学方法
一、认识初高中衔接困难的原因
1.初高中对能力的培养不对等
物理学是一门基础自然科学，它培养学
生的严密思考、逻辑分析、推理、想像、抽象、
计算等能力，这也是在新课程改革过程中提
出的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但在初中阶段，
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常常忽视了这些能力
培养，甚至有的教育者为了取得“高分”，不
惜纵容学生使用“背书”这一手段去学习物
理，这也许在现阶段中考可以取得较好的成
绩，但却不能培养学生对学科的兴趣，而且
扼杀了学生的核心素养，对高中物理学习造
成障碍。
2.初高中知识层次不对等
初中物理知识直观、简单，如密度、同
一直线二力的合成、二力平衡、蒸发、沸腾、
压强、浮力、杠杆等，都是生活中常见且容易
理解的，对物理概念的引入一般比较直接形
象，叙述简单，要求理解的程度低，有的物理
量的定义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而不是十分严

密，如在运动学中位移与路程混淆，速度与
速率混淆，物理规律和表达式简单，最多三
个字母，所以计算要求低。
高中物理知识系统、抽象，前后联系紧
密；经常需要对物理现象是做模型抽象、定
量说明、数学化描述等。如：质点、单摆、理想
气体、电磁场，物理概念抽象、复杂，对思维
能力的要求高。例如：从“标量”到“矢量”的
跨度，从“速度”到“加速度”，
“ 加速度的大
小、方向的变化与速度的大小、方向的变化
的关系”，物理规律往往牵涉到多变量的过
程状态，数字表达式较复杂，还经常要用图
象来描述，因而对数学运用、数学结合、抽象
思维能力等方面的要求突然提高了。
二、引导学生掌握方法、
训练思维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论高中
知识多么的深奥与抽象，让学生从初中固有
定向思维中抽离出来，掌握正确的学习方
法，也许才是最快速与高效的衔接。
首先要讲清讲透概念和规律。对每一
个概念和规律要弄清它的内涵和外延，弄
清来龙去脉，弄清规律的性质、单位、适用
条件及注意事项。如：静力学中的合成和分
解、运动学中速度的变化量和变化率，要强
调从形象中抽象出来的理想化的物理模型
的方法，学习弹力时，对弹力的产生、大小、
方向、作用点等方面认真分析，为以后不同
性质的力做示范，通过比较学习能较好地
掌握弹力、摩擦力。讲解习题时，要把重点
放在物理过程的分析上，让学生建立正确

的物理模型，形成清晰的物理过程，并逐步
介绍中学物理中常用的类比法、等效法、对
称法、估算法、假设法、设值法等解题方法。
解题过程中，要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
答物理问题的能力。
三．
初中教学中的适当改变
教材是物理教学和学习中最具权威的
指导性书籍，是基本要求。要做好初高中物
理更好的衔接，就需在教学过程中作出适当
的改变。
1.在日常的教学中涉及到初高中知识
概念混淆的地方，应该适当提出，比如初中
在学习运动学时，路程这个标量时需要提出
位移这个矢量。
2.对于除了完成教材和配套资料上的
题目之外，还应增加培养学生能力的题目，
如学习运动学时，对追及相遇问题研究应该
更深入一点，不能只是简单的公式套用，这
是一个很好的对逻辑分析和理解能力培养
的“机会”。学习电学时也不能拘泥于教材上
的简单电路，应适当补充较为复杂的电路分
析。
3.对于解答题书写格式上的要求应与
高中一致，例如初中要求“已知、求、解、答”，
而高中只要求一个“解”字，并通过设未知
数、表达式、作图等方式，把解题过程表达清
楚，
合乎逻辑。
4.适当提升中考难度，倒逼初中教师提
升能力，并在教学中适增加少量高中物理知
识，
提升学生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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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8 日，国庆收
小伙是一位“90 后”，乐山市井
假上班第一天，早晨泸定县即
研县人，刚毕业的大学生，国庆
开票户外销售站点向分中心传
假期到甘孜州旅游，走完红军
来喜讯：
“刮刮乐‘点球大战’出
桥在泸定广场休息时，看见广
一等奖啦！中奖金额二十万！”
场户外销售点，也凑凑热闹，在
10 月 8 日下午，一位年轻
站点畅销票种宣传海报上选择
帅气的小伙到甘孜分中心办公
了一款“点球大战”游戏，不料
室询问：
“请问福彩刮刮乐在这
幸福来得如此突然，二十万元
里兑奖吗？”经分中心工作人员
大奖随之而出。
核对，原来帅气小伙就是那位
方先生谈到中奖感受说：
喜获二十万大奖的幸运者。
“自己开始上班就一直爱买福

甘孜福彩视窗

■康定市宋玉小学 景冬梅

怎样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这是每个教
师在教学中，都会遇到的问题。本人根据教
学实践，总结了以下经验：
首先，要营造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教
师应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要以学生为中
心，要以平等的关系对待学生。要多与学生
交心，理解学生的困难，要乐于帮助学生。在
课堂教学中，要千方百计消除学生对教师的
畏惧感。无论是讲授知识还是与学生交谈，
教师都应充分尊重和热爱每一位学生，努力
成为学生学习的引路人，使学生感到教师是
和蔼可亲的、平等相待的。
其次，要营造和谐的课堂教学气氛，教
学过程是一个多向的互动的过程。要实现这
一目的我们就应该开放课堂教学，形成师生

积极互动的局面，要创设宽松和谐的教学氛
围。教师应与学生一起玩、一起学，以学生同
样的好奇、同样的兴趣、同样的激情、同样的
行为参与活动，让课堂成为师生心灵交融、
情感呼应的园地，
完成教学的和谐共创。
再次，
要善于抓住学生的
“闪光点”
，
及时
表扬鼓励，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课堂教学中教
师要注意学生的每一个想法。学生提出的想
法不要简单判断，要认真倾听，仔细分析。即
使有错也要分析其中对的成分，并引导到正
确的想法上来。
同时要加以鼓励。
尤其是学困
生，
教师更应注意到其获得的微小的成功。
同
时，
要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给学生一些
活动的空间，
让学生真正参与。
教学中教师要
坚持问题尽量让学生自己去揭示，知识让学

生自己去探究，
学法让学生自己去创造。
给学
生交流、
展示的机会，
提出问题让他们多在小
组内、班上与同学、老师一起互评互议，充分
发表自己的意见，
登台讲解等，
以逐步完善学
生的思维，
培养学生的素质。
提高学生的积极性的意义在于学生在
课堂的参与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学习效率
的高低，影响着教师课堂教学效率的高低。
因此，教师应采用多种灵活的教学方法和教
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
生全面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去。

论文园地

利彩票，双色球、刮刮乐都是我
比较喜欢的，真没想到福彩刮
刮乐，越刮越快乐，以后更要继
续支持福彩事业，为公益事业
多做贡献。”在此，我们也祝愿
这位“90 后”小伙工作顺利，心
想事成！
福彩与公益同在，爱心与
幸 运 相 连 。天 天 福 彩 ，添 福 添
彩。中大奖开心，中小奖舒心，
不中奖献爱心。

双色球 2019115 期开奖号码：
04 10 11 14 15 29 05
3D 2019267 期开奖号码：
8 9 8
七乐彩 2019114 期开奖号码：
01 08 11 13 16 20 28 09

中奖号码以中彩中心当期开奖结果为准
公益投注 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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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喜白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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