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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physics, which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all growth officers of higher education professional of military school, has a unique position in cultivation system of talents of military school.
Military school which cultivates military personnel should enhance morality and cultivate cadets
for warfare. Merging college physics teaching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combining physics knowledge imparting and the fundamental objective which cultivates a new
type of military personnel who are competent, professional and possess both integrity and ability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college physics is the new requirement to college physics course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urse of college
phys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physics
course and provides measur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physics course of milit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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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物理是军队院校生长军官高等教育各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在军队院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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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军队院校是培养军事人才的，要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过程中，将大学
物理课程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融合，将物理知识的传授与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
才这个根本目标相结合是新时代赋予大学物理课程新的要求。本文通过当前军队院校大学物理课程思政
教育现状入手分析了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并给出了军队院校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实施途径。

关键词
军队院校，大学物理，课程思政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2016 年 12 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
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
2019 年 11 月习总书记在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上指出“发展教育，必须有一个管总的方针，解决好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为强国兴军服务，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2]。
军队院校不同于地方高校，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全面实施人才强军战略，全面深化军事院校
改革创新，把培养人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新时代军队院校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大学物理是军队院校
生长军官高等教育各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在军队院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物理学内容具有很
强的逻辑性、思想性和方法性，蕴含着朴素但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物理知识构建过程也是人类认知发
展过程的缩影，物理学史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思考和方法论[3]。在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如何有效融入思
政元素，将大学物理课程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融合，将物理知识的传授与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
新型军事人才这个根本目标相结合是每一名军队院校大学物理教员都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2. 当前军队院校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育现状分析
2.1. 教学过程中对思政教育认识不足，思政意识不够强烈
与地方院校相比，军队院校学员面临繁重的学习和训练任务，学员在校不仅要进行各种基础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学习，同时每天还要进行一定强度的军事体能训练，加之近年来，很多军队
院校对大学物理课程的课时一减再减，少数军队院校物理教员着眼于在有限的教学课时内向学员进行传
统知识点的讲授，对大学物理课程在军队院校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解不到位，认为思政教育
只是思想政治类课程所承担的任务。归根结底就是对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认识不足，思政意识不够
强烈，从而导致了在教学过程中忽视了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

2.2. 教学过程中对思政教育的切入点把握不清，思政方法不够丰富
大多数军队院校物理教员对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进行思政教育有着强烈的渴望，但是由于长期的教
学习惯以及自身的一些限制，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往往不清楚应该在何时进行思政教育，如何进行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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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归根到底就是对思政教育的切入点把握不清。同时，大部分物理教员在教学过程中只是采用简单
的介绍科学家的一些耳熟能详的事迹来进行思政教育，对物理学史研究不够深入，思政方法不够丰富，
这就大大影响了思政教学的效果。

3. 军队院校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3.1.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是新时代赋予的新的要求
2019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上指出的新时代教育方针为军队院校改革指明
了方向，对铸魂育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军队院校是培养军事人才的，要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在
大学物理课程教学过程中，如何有效融入思政元素，将大学物理课程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融合，将
物理知识的传授与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这个根本目标相结合是新时代赋予大学物
理课程新的要求。

3.2.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是课程本身的要求
大学物理是军队院校生长军官高等教育各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在军队院校人才培养体系具有重要
地位，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承担着培养学员的科学素养、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和利用物
理思想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重任，从课程教学目标和功能方面可以促进学员形成良好的世界观、
价值观和人生观。物理学研究的内容是物质运动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从实际中出来，又回归于实际的
一门基础学科，它研究的内容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物质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反映，所以通过教
学内容能加强学员哲学思想的培养，尤其是对物质观、运动观和世界观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4]。大学物
理课程思政在学员思想政治教育中属于隐形课程，侧重于在专业知识传授的过程中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
对学员的思想进行教育和升华，相比较单纯的理论说教和思想教育，这种知识传播形式能够在课堂上把
思政内容和物理知识兼容并蓄，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利于潜移默化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5]。

4. 军队院校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实施途径
课程思政不是课程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简单堆叠，而是将两者和谐的融合在一起，在课程中恰当
的融入思政教育，以专业课程为载体，向学员传达正确的政治思想。不同的课程具有不同的特色和背景，
思政教育的融合也必然要采取不同的方式[3]。只有将理性的知识学习和感性的思政教育有机结合才能实
现知识传授和思政教育的双赢局面。

4.1. 挖掘物理学史典型案例，实现价值引领
物理学史中包涵丰富的蕴涵人生哲理的典型案例，在授课过程中可以穿插对典型案例的介绍。比如
在讲授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时，可以穿插法拉第的故事。出身贫寒的法拉第通过自身的勤奋和努力成为
戴维实验室助手后，才有了游历欧洲近距离接触物理前沿的机会，同时法拉第有着自然界各种现象普遍
联系的坚强信念，深信电和磁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经过十年坚持不懈地实验，终于发现了电磁感应
定律。法拉第的成功不是巧合，离不开自身的不懈努力，这种坚持不懈的科学精神是值得学员学习的；
又比如在讲授爱因斯坦质能公式在原子核裂变和聚变的应用时，可以穿插钱学森的故事。虽然他被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有着光明的前途，但当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义无反顾的决定回国参与
到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建设之中。即使在回国的过程中遭到了美国千方百计的阻挠，甚至将他扣留五年，
但钱学森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归国梦，最终回到祖国并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5 年归国
路，10 年两弹成，这种精神尤其是值得军队学员学习的，鼓励学员把握现在，追逐未来，树立为祖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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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而努力奋斗的雄心壮志[6]。通过这些经典案例的介绍，可以向学员传递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
对学员的价值引领。

4.2. 衔接物理军事发展前沿，坚定理想信念
大学物理课程作为一门不断发展的基础课程，在授课过程中可以穿插介绍我国物理军事前沿的发展。
比如在讲授光学仪器的分辨本领时可以穿插中国“天眼”(FAST)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发展历程。
南仁东，FAST 的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为了这项举世瞩目的工程，他倾注了自己 23 年的心血，为我
国的天文观测做出了突出贡献，FAST 成为世界上最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我们在缅怀南仁东先生的同
时，更应当学习其为我国科研事业奋斗的执着和工匠精神；又比如在讲授衍射光栅时可以介绍相控阵雷
达的工作原理，进而介绍我国最新的战机歼-20 的发展。通过对这些我国物理军事发展前沿的介绍，有利
于增强学员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从而进一步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和伟大的爱国热情，使学员坚定矢
志报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力量的理想信念。

4.3. 强化物理思想和研究方法，培养科学精神
大学物理知识的每一部分都是研究一种特定的运动形式，而每一种运动形式都由满足自身规律的基
本物理理论所约束，这些理论由一条主线所串联，用严谨的逻辑链接形成自身的框架体系和结构[7]。因
此每一部分物理知识的传授其实也是研究问题方式方法的展示，是培养学员辩证思维和正确方法论的最
佳素材[8]。在大学物理授课过程中，应当加强对物理思想和研究方法的介绍。比如在麦克斯韦方程组的
讲授过程中，要将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建立背景、建立过程、建立后饱受的质疑以及最终理论成功的
实验验证介绍给学员，让学员体会物理理论建立过程中自然和谐统一的物理思想、类比以及假设的研究
方法，在增进学员对相应内容高度认同感和明显方向感的同时，使学员了解科学理论的建立过程，提高
学员的科学素养，培养学员的科学精神。

4.4.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很多学员在大学物理学习过程中觉得物理学大厦所有的知识体系，似乎都是由牛顿、麦克斯韦、爱
因斯坦等西方人所构建的。实际上物理学在我国有着悠久而光辉的历史，是值得我们自信的优秀传统文
化。例如，《墨经》对光的直线传播、反射等的描述记载，比西方对光学的系统研究早了两千余年[9]。
东汉经学家郑玄在英国人胡克发现弹性定律的 1500 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一规律；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指南
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不仅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的标志，同时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中国人在物理学发展史上的贡献不仅不比西方人少，而且在世界文明的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在课程的相应部分，将这些中国古代物理学的知识介绍给学员，对提升学员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
豪感，是非常有帮助的[10]。

5. 结语
对于军队院校来说，大学物理课程不仅仅用是来传递物理学知识的，将大学物理课程教育与思想政
治教育有效融合，在物理学知识的传授过程中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对学员的思想进行教育和升华，对帮
助学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是新时代赋予大学物理课程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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