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物理 2》课程思政案例

课程代码：13208009

面向专业：理工类本科

思政目标

1、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具体为培养学生为国读书、为社会奉献的思想意

识；

2、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充分的认识到党的领导对于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学科进步的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

3、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充分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4、使学生建立民族自豪感和建设祖国的历史责任感。

思政方法

1、温度教学、温情教学。要去掉批评多的毛病，多引导多鼓励；要去掉枯燥的讲解，多引入生动的

故事和实例提升学生兴趣；要去掉复杂抽象的问题，多引入生产生活模型来加强应用分析能力训练。

强调知识学习的同时不放松精神思想的提升，力求成人成材两不误；

2、润物细无声，将思政内容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在教学中合理穿插思政教育，以点带面，从知识

点中去瓦解思想上的内容，把育人与成材结合起来；

3、以身为范，通过教师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展现的良好的思想道德水平和工作状态，来潜移默化的影

响学生。

思政内容

1、学科典型红色科学家的感人事迹；

2、党对学科建设的关怀和指导；

3、大国工程中的学科知识运用；

4、集中力量办大事取得的重要工程成就。

教学难点

1、关注新时代年轻人的心理特点，要时刻注意年轻人的逆反情绪；

2、案例选择要注重时代性、代表性和逻辑性，要做到顺理成章，不可生搬硬套；

3、教师自身要注意多花时间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和课程思政意识。

具体做法

章节 思政要素嵌入 时间分配及要点

第十一章 真空中的静

电场

1、介绍张海迪的故事，她的人生价值主要在于她自强、自

励，用生生不息的奋斗，创造人生的极致。面对不公的命

运，张海迪选择了抗争，她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坚持不懈

的追求和奋斗，她已自学完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部课程，

在以后的 20 余年时间里，她已了创作和翻译了多部作品；

接着她又考取了吉林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张海迪的人生

历程，对那些至今仍然抱怨命运不公，无处施展才华，对

生活心灰意冷的年轻朋友来说，无疑是一付“清醒剂”：

只要坦然面对人生困境，自强不息，努力奋斗，就能到达

人生理想的彼岸。

2、介绍我国的探月工程、嫦娥四号、嫦娥五号的基本情况，

指出探月工程建设提升了我国深空探测核心能力，培养造

就了一支专业化、年轻化、能打硬仗的人才队伍，完善形

成了组织实施复杂航天工程的系统方法，积淀彰显了“追

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

在坐的各位同学也要学习当代中国航天人的攻坚克难的不

屈精神，努力学习迎接下一棒接力。

1、计划安排约 2分钟

通过图片介绍张海迪，通过人物

和事迹分享，激励同学们努力学

习。推荐阅读张海迪的故事。

2、计划安排约 2分钟

通过图片和短片介绍我国的探

月工程和火星探测工程，彰显当

代中国人的探索精神和文化自

信。推荐网上查询阅读相关资

讯。



3、介绍天问一号、祝融号，了解我国的火星探测情况，以

火神的名字命名中国第一辆火星车，是现代科学与传统文

化的跨时空融合，体现着航天人的科学梦想和浪漫情怀，

彰显着中国人的探索精神和文化自信。

4、介绍国家电网在 2008 年大雪灾时的表现，能集全国之

力迅速解决我国南方大雪带来的巨大灾害，反应社会主义

国家制度的优越性。

第十二章 静电场中的

导体和电介质

1、介绍我国的特高压输电系统建设，尤其是利用静电屏蔽

原理，高压带电作业，可不影响电力的正常传输。我国特

高压输电技术目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它是我国科学家和

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而实现的，具有自

主的知识产权；我们要学习他们不怕困难，勇攀科学高峰

的精神。以此鼓励同学们能抓住大学阶段宝贵的学习时光，

拓展自身的知识面，同时要学会学以致用；

2、在讲电容器及其电容和静电场的能量时，介绍现代超级

电容的发展。为了解决“温室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

响，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降低传统能源的使用，采

用新型能源，这就涉及电能的存储，目前超级电容就是电

能存储的最佳方式之一，我国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

业；通过这个内容的讲授，使同学们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

学习新技术，探索新方法，建立环境友好的国家，保护生

态环境，为子孙后代造福。

1、计划安排约 2分钟

同过图片和短片介绍国家电网

强大的技术能力，弘扬社会主义

优越制度。

2、计划安排约 2分钟

介绍超级电容的发展和我国新

能源汽车及相关产业的先进技

术。

第十三章 真空中恒定

电流的磁场

1、日常生活、工农业生产、科学研究、航空航天、信息技

术等各领域无处不涉及磁现象，从大型发电机的转子，到

日常生活中变压器、电风扇、空调洗衣机的电动机；引导

学生开拓思维，勇于探索，锐意创新，将所学知识灵活应

用于工作实践之中，树立工匠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工作，

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2、介绍法国物理学家毕奥和萨伐尔共同提出。奥斯特的电

流磁效应实验中，长直载流导线对磁极的有横向作用力。

为了揭示电流对磁极作用力的普遍定量规律，毕奥和萨伐

尔通过长直和弯折载流导线对磁极作用力的实验，得出了

作用力与距离和弯折角的关系。在数学家拉普拉斯的帮助

下，经过适当的分析，得到了电流元对磁极作用力的规律。

毕奥曾恪守电与磁无关系的看法，后支持奥斯特。尊重事

实，善于观察和发现问题，并致力于求真。

3、大家熟悉的电流强度单位–安培，是为了纪念法国物理

学家安培而命名的。他在学习和研究问题时，思想高度集

中，专心致志，简直达到了忘我的痴迷程度。他把怀表当

作鹅卵石扔掉，追赶移动“黑板”--马车车厢演算，不认

自家门转身而走，在电磁学领域贡献卓越。麦克斯韦把他

誉为“电学中的牛顿”。学习安培专心研究科学的精神,懂

得做任何事都要认真。

1、计划安排约 2分钟

图片和短片介绍麦克斯韦的重

要贡献。

2、计划安排约 2分钟

图片介绍毕奥和萨伐尔对电磁

学的研究。



第十四章 磁场中的磁

介质

1、介绍中国工程院院士马伟明，创建并发展了十二相发电

机供电系统的基础理论体系，攻克了系统中稳定性预测、

固有振荡抑制、复合故障诊断、短路保护等国内外长期未

解决的关键技术难题，研制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十二相

发电机整流供电系统。提出 M 相/N 相双绕组电力集成新原

理，研制出交直流双绕组电力集成供电系统，为国际首创。

研制成功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潜艇 AIP 发供电系统，在独

立电力系统电磁传导干扰预测理论和抑制技术上取得重大

突破。他是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杰出代表，我们要学习他

独立自主，奋发图强，投身军工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

2、2021 年 7 月 20 日由中国中车承担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在青岛成功下线，

这是世界首套设计时速达 600 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

标志着我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意味

着中国轨交迎来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的高铁里程和速度

能做到世界第一，离不开自主创新和刻苦专研。

1、计划安排约 2分钟

图片和短片介绍马明伟院士及

其研究成果。

2、计划安排约 2分钟

图片介绍我国的磁悬浮列车的

先进技术。

第十五章 变化的电场

和磁场

1、介绍法拉第从事学习和科研严谨的态度，他的实验笔记

达到一万六千多条，他仔细地依次编号，分订成许多卷，

这些笔记以及其他在装订成书以前或以后的几百条笔记，

都已编成书分卷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电学实验研

究》。从法拉第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小没有受过正规

教育，但自学成才成为科学大家的典范，我们要学习他兢

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实验态度。

2、麦克斯韦 1873 年出版的《电学和磁学论》一书是集电

磁学大成的划时代著作，全面地总结了 19 世纪中叶以前对

电磁现象的研究成果，建立了完整的电磁理论体系。麦克

斯韦的成就给我们的启示：（1）他把法拉第的思想翻译成

数学语言，告诉我们学好数学对物理学习的重要性；（2）

他对物理前辈的理论既有继承还有突破，要敢于创新。

1、计划安排约 2分钟

图片和短片介绍法拉第严谨的

治学态度。

2、计划安排约 2分钟

图片介绍麦克斯韦对电磁学的

巨大贡献。

第十七章 光的干涉 1、科学来自于实践：我国古代《墨经》中就已经有了小孔

成像的记载，有人说它是“世界上第一次明确指出光沿直

线传播”，体现我国的古代文明，也反映了古人的智慧。

秦汉以来，中国知识界在“小孔成像”这个问题上，一直

是重复发现、重复研究的状态，北宋的沈括、南宋的陆游

也观察到了“小孔成像”，并以其各自的视角来记载了这

样一些现象。通过上述介绍，告诉同学们两个道理：一是

要善于观察，科学源于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二是现象的

发现，在不断重复，原理的探索，也亦如此。

2、学科本无界：简单介绍科学家托马斯.杨，他既是医生，

又是物理学家，更是光的波动奠基人之一。而他在物理上

的成就，源于他对物理学的热爱。以此鼓励同学们在大学

阶段应该尽可能去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厚积而薄发，而并

非只拘泥于专业。

3、科技应用于生活：增透膜、增反膜的应用，相机镜头镀

膜增强人眼最敏感的黄绿光的透射，这种现象也可推广到

机械波、电磁波等领域，比如隔音玻璃的物理原理、防紫

外辐射眼镜、服装、雨伞，光源反光杯镀膜防热红外线对

胶片的影响，通过对这样一些实例的介绍，既拓宽同学们

的视野，同时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也鼓励他们去思考

1、计划安排约 2分钟

图片和短片介绍我国先人对光

学的研究成果。

2、计划安排约 2分钟

图片和短片介绍干涉在生活中

的应用，拓展同学们的视野。

https://baike.so.com/doc/115051-121398.html
https://baike.so.com/doc/6386942-6600597.html
https://baike.so.com/doc/1581488-1671798.html


物理现象可能的应用。

第十八章 光的衍射 1、通过衍射现象与直线传播看似彼此独立与矛盾的现象，

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而这正是唯物辩证法的重

要思想。菲涅耳半波带是处理次波相干迭加的简化方法，

将波前无限分割的积分计算化为有限分割的求和，从而将

复杂问题简单化，值得学习借鉴。

2、光栅制造技术经历了几次大的改进，每次改进都依赖于

技术上的进步和理论上的突破，以此为切入点，鼓励学生

敢于突破、创新。光栅衍射光谱色分辨力可以达到 0.1 纳

米量级，具有广泛用途，比如辑毒工作者通过对样品的特

征光谱分析，可以判断其成份。

3、由“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院士倡导并于 2016 年建成

的 FAST，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标志着我国的电

磁探测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

情。光学仪器的分辨率与口径尺寸成正比，这就是中国天

眼为什么要做到 500 米口径的原因，总工程师南仁东及其

科研团队奋战 24 载终于完成了这一举世瞩目的伟业。这种

奉献精神值得弘扬和学习。

1、计划安排约 5分钟

视频介绍南仁东和中国天眼，激

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和爱国热

情。

推荐同学们上网查询阅读中国

天眼相关资讯。

第十九章 光的偏振 1、光的偏振在生活中应用十分广泛,结合身边常见的生活

实例,3D 眼镜、车灯、车玻璃贴膜、偏光太阳镜、偏光镜头、

LCD 液晶显示屏等都有偏振的相关技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为了研究光的偏振性，布儒斯特历经艰辛，经过千万

次实验，终于发现了利用反射和折射起偏的规律。鼓励学

生学习这种科学精神。

2、介绍光折变双折射性能已被广泛应用于全息存贮、实时

光学相位补偿、双光束耦合放大、动态微分干涉、实现图

像增强、脉冲整形等。光折变双折射效应内容非常丰富,如

自聚焦、自散焦、倍频混频、光学二极管效应、相位共轭

效应、热透镜效应及快速光折变效应等。当代大学生应该

以基本物理知识在相关科学工程建设的关键应用为结合

点，将其发展建设和重大科学发现融入到课程教学中。激

发从事相关研究和职业的决心和信心，将其今后的学习和

职业生涯链接到国家科技发展的主向上。

1、计划安排约 2分钟

图片和短片及现场演示介绍光

的偏振现象和在生活中的应用，

拓展同学们的视野，激发学习热

情。

第二十章 早期量子论 1、由于中微子携带着暗物质和天体的秘密，与微观世界的

最基本规律、宇宙的起源和演化有关，其相关研究一直都

是国际粒子物理的热点。中微子的探测关键器件光电倍增

管，其原理主要涉及光电效应和二次电子发射。我国大亚

湾中微子实验发现了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打开了理

解反物质消失之谜的大门，获得２０１９年未来科学大奖

—物质科学奖。当代大学生应该以基本物理知识在相关科

学工程建设的关键应用为结合点，将其发展建设和重大科

学发现融入到课程教学中。激发从事相关研究和职业的决

心和信心，将其今后的学习和职业生涯链接到国家科技发

展的主向上。

2、介绍康普顿效应的研究过程,有中国学者参加并作出了

积极贡献.他就是我们的科学前辈吴有训.他以精心的实

验、细致的研究和严密的分析,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普遍

性,驳斥了对康普顿效应的各种否定,发展了 X 射线散射理

1、计划安排约 2分钟

介绍华裔科学家吴有训在康普

顿散射研究中的贡献，激发同学

们的学习热情，提升民族认同

感。



论.当然,吴有训对康普顿效应的研究只是众多科学家集体

工作的一部分,但却是在关键的时候在关键的问题上作出

的涉及全局的一部分.当代大学生应该在掌握所学基础知

识的同时，增强对我国科技水平和科研能力的认识，提升

民族认同感。努力成为具有家国情怀，符合时代要求的创

新人才。

第二十一章 量子力学

基础

量子通信是量子力学原理的应用，是迄今唯一被严格证明

的无条件安全通信模式，可有效解决信息安全问题。潘建

伟是国际量子信息领域的开拓者之一，是中国量子通讯研

究的主导者，经过其近２０年的努力，将中国的量子信息

技术从一穷二白发展到领跑全球。我们将潘建伟和量子通

信带进普通物理的课堂，作为量子力学章节的拓展内容进

行课堂教学。该团队于２０１９年首次在地球引力场领域

中尝试对融合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的理论进行实验检

验。２００１年，潘建伟毅然放弃可以留在欧洲的机会回

国，从零开始筹建实验室，组建研究团队，引领了中国的

量子信息技术研究，这也是当代大学生应该学习的奋斗和

奉献精神。

1、计划安排约 2分钟

图片和短片分享潘建伟及其团

队进行的量子通信实验。

推荐同学们阅读相关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