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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理论指导下的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精品课程建设

谢国秋，刘仁臣，程和平
(黄山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安徽黄山245021)

摘 要：结合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探讨了新升本院校在现代教育理论指导下。打造

高素质的教学团队、构建优秀的教学内容、制作先进的教育技术平台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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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工业化程度日益加剧，高等

学校在社会中的定位也在发生相应的转换。这种转

变要求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是“善于思

考、富于创见、能敏锐发现问题。能应用所学知识、

实验、技术灵活机动地解决问题”。因此。为适应21

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对高素质刨新人才的要求，教育

界提出了一些新的教育理念，例如终生教育和学习

型社会两大教育理念。终生教育是指学校教育不是

人生教育的终结，而是一个阶段。学习型社会是指

全体公民在一生中不断学习，由单一的在校学习向

终生学习转变。【l】为适应这一形势，我校一切以教学

工作为中心，把人‘才培养作为学校的立校之本。不

断深化教学改革、探索和实践多途径的人才培养模

式。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加快推进精品课程建

设，充分发挥精品课程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于2006年确立为黄山学院

校级精品课程。在该课程建设的实践中，积极倡导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和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

运用，鼓励使用优秀教材，提高实践教学质量，最大

限度的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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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以现

代教育理念为指导，五个一流(即一流师资队伍、一

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

理)为目标，探索出一条适合新升本院校实际情况

的精品课程建设道路。

2打造一流的教学团队

为将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建设成品牌课程，全面

推进教学改革，首先必须有一个具有较高业务水平

和较强凝聚力的教学团队。黄山学院这所新升本院

校。其师资的主体为原先的专科教师以及近年来大

量引进的研究生。部分老师学历偏低，知识更新滞

后，而新引进的研究生虽然学历达标，但大多数缺

乏实践经验，尤其是非9币范专业的毕业生教学经验

更是欠缺。这种情况造成了师资队伍结构(学历结

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的不合理，教学水平参差

不齐等。师资状况成为制约课程建设和改革的瓶

颈。因此，课程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前提就是着力打

造一流的师资队伍。

为组建一支优秀的教学团队．首先遴选了师德

良好、学术造诣高、教学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的两

位学科带头人作为团队的领军人物，一位是谢国秋

万方数据



第5期 谢国秋，等：现代教育理论指导下的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精品课程建设 ．119．

教授，另一位就是破格晋升为教授的吕海江博士。

尽可能为他们营造重教学质量，重学术研究的浓厚

氛围，创造条件，鼓励学科带头人多申报高级别科

研项目，多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以及出国进修。这有

利于增加团队的威望和声誉。也为课程建设中双语

教学的开展奠定基础。其次，从知识结构、年龄结

构、职称结构、地缘结构出发，挑选了四名富有潜力

的中青年教师作为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老中

青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加大对年轻教师的培养，鼓

励他们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短期脱产深造、参加

各级研讨班等。不断更新和拓展教师知识结构。最

后，加强教学团队内部的合作，对课程建设中的具

体工作即分工明确又相互配合。采取集体备课、定

期讨论和交流等多项措施，提高团队的整体水平。

实践证明，我们打造的教学团队是成功的，无论是

科研还是教学都已成为黄山学院最有影响力和最

具实力的团队之一。在科研上。学科带头人成功申

报了多项国家和省级的科研项目。发表多篇高质量

的科研论文。在教学上，团队的年轻教师多次在各

类教学大赛中获奖。这些都为团队赢得了声誉。教

学团队的形成，有效的促进了热力学与统计物理教

学内容的优化和教学方式的转变。

3教学内容的优化和选取

现代教育理论指出，21世纪需要的人才不仅需

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还应有创新开拓意识。因

此，热力学与统计物理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必须充

分体现“基础性、探索性和前沿性”。

由于当前使用的绝大多数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教材内容都以19世纪中叶的科学结构和体系为

主，20世纪以来科技发展的巨大成就很少涉及。咧
如，分子速度分布律是麦克斯韦于1860年第一次

用概率思想导出的。受其启发。玻耳兹曼在1868—

1871年把麦克斯韦的结果推广到有外力场作用的

情况，得到麦克斯韦一玻耳兹曼分布律。1902年吉布

斯出版了《统计力学的基本理论》，建立了完整的系

流理论。导致课程内容明显老化和陈旧，缺乏现代

高科技发展蓬勃发展的气息。这与现阶段“立足基

础、注重应用、培养具有较强创新能力。能适应科

技、经济飞速发展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严重

脱节。为此，必须在稳定知识结构的前提下，对热力

学与统计物理课程内容进行优化和选取，把科学前

沿引进课堂。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同

时拓宽学生知识面，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完善学生

的知识结构等。

经仔细斟酌和深入研讨，我们将热力学与统计

物理授课内容分为11章，前5章为热力学部分(绪

论一热力学基础一热力学第一定律一热力学第二定

律一热力学基本函数一相变理论)，后6章为统计物

理部分(近独立粒子的描述一玻耳兹曼统计一玻色统

计和费米统计一系综理论一涨落理论一非平衡态初

步)。这种编排是在我校选用的教材和参照文献的

基础上，结合我校的实际进一步加工的结果。口t‘q它

体现了知识结构的完整性、逻辑性和科学性，以及

教学内容的连续性。另外，开设专题讲座，增加学生

对前沿科学的了解。由于教学学时紧张，每学期安

排3次专题讲座，请外校或本系的资深教授介绍学

科的最新进展．如玻色一爱因斯坦凝聚、低温的获

取、超流的形成、熵在信息和生命科学的应用等。通

过这种方式将前沿科学与课堂教学内容相结合，使

“现代化”贯彻整个教学过程．这不仅使学生对课程

内容有更深的理解，而且让学生身临其境的体会到

科学家正在向大自然探索的问题，以及解答这些问

题经常使用的方法．这样既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

新意识、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又为今后学生进一

步深造奠定扎实的基础。

4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精品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看。高水平的教师只是传

播者。优化的教学内容只是讯息。讯息要传达到学

生，就必须有媒介，这个媒介就是教学过程。在教学

过程中，使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合理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等手段。

全程采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结合板书、板

画和演示实验等。由于多媒体能扩大课堂信息容

量．使教学过程更科学紧凑，使学生更好地接受知

识提高课堂效率，因此．多媒体辅助教学是缓解当

前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内容多、课时少”矛盾的重要

途径。采用多媒体能够把描述热力学与统计物理教

学的文本、图片、图形、图像、动画、视频进行集成处

理，从各个方面、多角度讲述授课内容。把抽象难懂

的内容转化为直观、看得见的东西，以生动的画面、

形象演示来提高学生兴趣和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外。多媒体仅仅是教学的一

种手段，不能靠多媒体来保证教学质量。传统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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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方法不能抛弃．讲课艺术和板书仍十分重要。要

提倡启发式教学，以实际问题的提出与求解为线

索，将基本内容模块化，注重基本概念与规律建立

的历史进程。对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在科研领域的最

新进展激光冷却、超导材料、超流现象等以小论文

的形式在课堂上展开讨论，激发学生的兴趣，切实

提高学生的认识和能力。

教学团队的全体教师积极从事网络教学资源

的开发，制作了电子版的教学大纲、考试大纲、电子

教案、多媒体教学课件、标准试题库等。制作动态教

学网站，为学生提供完善的动态学习环境。根据学

习需求，学生可以在课程网站上阅读各种学习资

源，评估学习活动，在学习过程中，充分运用在线测

试检查自己的学习效果。动态网站为学生的学习提

供了互动平台。学生在学习热力学与统计物理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可以通过课程网络与教师交流，教

师可以通过教学平台考试结果的数据分析跟踪学

生的学习情况。以及通过对课程内容进行选择性发

布，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实践表明，丰富的网络学习

资源，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满足了学生的要求，

方便了学生课后学习，使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掌握更

多的本专业知识。

5结论

精品课程建设是高校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提高教学质最的关键环节。它以现代的

教育思想为先导、以高素质的教学团队为前提、以

优秀的教学内容为基础、以先进的教育技术为平台

的课程体系，其“一流性”与“示范性”的高水平定

位，对新升本院校而言既是机遇也是一种挑战。

本文在借鉴国内部分高校精品课程建设成功

经验的基础上。从黄山学院这所新升本院校的实际

出发，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将热力学与统计物理这

门物理学专业的4大主干课程之一打造成我校高

质量的精品课程。但是精品课程建设是一项长期的

系统工程，精品课程的形成更是一个不断完善、与

时俱进、精益求精的过程。不论是教学团队的形成、

课程内容的选择构建、还是现代教育平台的制作等

我们都还要进～步的去探索和尝试，真正走出一条

有特色的精品课程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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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excelsior cou．r$e for thermal and statistical Physic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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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and the creation of advanced teaching platform under the guidance of modem educational theory

ax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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