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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我国理科领域问题的研究需要研究范式的聚焦． 材料信息题、原始物理问题以及本原性数学问题是我国历

史上出现的三类理科领域问题． 三类问题体现了鲜明的学科性、思想的发展性，以及实践的针对性． 未来研究应深

化跨学科与比较学科教学研究的范式意识，坚持内生性的理科领域问题教学研究，并强化理科领域问题研究的实

践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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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我国理科领域问题研究的聚焦

何为我国“理科领域问题”? 它又何以进入研

究视野? 这 些 问 题 需 通 过 以 下 路 径 给 予 聚 焦 和

解答．
1. 1 从学科领域知识研究到学科领域问题研究

对我国理科教学的研究无疑需要运用一定的理

论工具并采用恰当的分析方式． 因此，心理学知识与

方法的运用已在较早时期被引入理科教学研究． 在

接受心理学研究成果滋养的同时，理科教学研究也

不免会反映心理学研究范式的转变，甚至受限于其

范式的固有局限． 当前，心理学界“学科领域知识”
的研究已取得重要成果，值得理科教学积极借鉴． 所

谓“学科领域知识”，是指“学生所拥有的关于某个

特定学科范围内的所有知识，是关于某一学科中那

些具有一定相关性、逻辑性、操作性的知识按其知识

属性、认知特性而加以组织形成的知识组块和认知

操作图式”［1］． 学生在学习一定的学科时，不仅会面

对学科领域的知识，还会面对学科领域的问题． 因

此，“学科领域问题”可被界定为: 学生所拥有的关

于某一特定学科范围内的所有问题，此类问题受到

该学科知识、方法与结构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例如

在中小学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教学中，课堂、作

业、考试出现的学科问题，都是“理科领域问题”．
“学科领域问题”概念的提出不仅明确了研究的意

义与价值，而且将研究对象与学科研究意义上的

“学科问题”有效区分． 理科领域问题自然也属于学

科领域问题．
1. 2 从知识贫乏领域问题到知识丰富领域问题

学科领域问题之所以受到重视，还缘于当前心

理学对问题解决的研究已由“知识贫乏领域”转至

“知识丰富领域”． 邓铸指出:“知识丰富领域问题的

研究更具有生态意义与实践价值，因为我们在生活、
工作和学习中遇到的几乎都属于知识丰富领域问

题”．“在学科教学中，我们宜在一定的专业背景中

训练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在问

题解决过程中的自我监控意识与能力． 脱离专门学

科而去解决人工问题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智力游

戏’”［2］． 显然，“学科”作为知识丰富领域，“学科领

域问题”也正是知识丰富领域问题． 此类问题解决

的心理学研究无疑较知识贫乏领域有更高的复杂程

度与实际应用价值． 因为当前中学教学的基本现实

是分科教学，各种学科问题解决及其教学都是长期

以来的难点，尤其是理科领域问题，更有着复杂的解

决机制． 不消说，讲解、练习、考察各种“物理题”“数

学题”甚至成为理科教学的核心，而如何把握这些

问题的解决方案都需要在心理学问题解决研究转向

的背景下深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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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开展跨学科与比较学科的领域问题教学研究

学科教学研究作为我国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重

要传统，曾为我国的教育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当

前，学科教育( 教学) 的研究已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并取得了诸多新的研究成果． 进一步的研究则应

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细致梳理我国学科教学

的思想史［3］． 这意在发掘我国学科教学的微观思

想历程，进而促进当前课程教学改革的稳健性与

理智性． 与此同时，还应开展跨学科与比较学科教

学的研究，即促进不同学科教学思想的比较、沟通

与借鉴． 由此实现对基础教育中各学科更为清晰

的认知，以及对各学科育人功能的有效把握，从而

促进学科间的匹配性． 分科教学是基础教育阶段

的基本现实，而学生往往需要在一天内在多门学

科间频繁切换，这一现实带来的教育影响是什么?

长期以来显然未能得到有效关注． 正是缘此，跨学

科与比较学科的教学研究成为关键性的必举． 这

种研究亦为理科领域问题的教学研究提供了良好

的视角． 在诸多学科中，理科各学科具有现代意义

上最典型的“学科”特征，因此，对理科教学思想的

研究更有可能成为重要的突破口．

正是在以上认识的指导下，我国“理科领域问

题”的教学思想进入了研究视野． 这一课题的聚焦

顺应了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趋势，并被纳入跨学科与

比较学科教学研究的视角下，具有多重研究意义．

2 我国理科领域问题的思想溯源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理科教学中先后出现了材

料信息题、原始物理问题以及本原性数学问题三类

特殊的学科领域问题，反映了我国本土理科教学的

特色与智慧，值得做出系统的梳理与继承． 应该说，

任何理科习题也都能反映学科特色，然而这三类问

题则更多地反映出了我国学科教学的思想内涵，并

且这些问题类型也都是为改进传统习题的缺点而提

出的，具有强烈的实践针对性．
2. 1 材料信息题: 弥补习题的低信息负载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在高考化学、中

考物理等理科考试中相继出现了各类“信息题”，如

有称“材料信息题”“信息给予题”等． 这类问题都表

现出相对一致的特征，即题干中信息容量的扩大． 对

这类问题的教学研究随即产生． 表 1 是理科各学科

教学研究对本学科“信息题”内涵的表述．

表 1 理科学科教学研究对信息题的内涵表述

学科 “信息题”名称 内 涵

数学 信息题 要求学生利用题设中给定的信息来直观判断或者运用题设中规定的运算法则进行求解［4］

物理 材料信息题、信息
给予题

题目先介绍一些学生不知道的信息或者没有学过的知识，让学生用这些信息或知识结合已学过的物理规律和

知识解决题目提出的问题［5］

化学 信息给予题、新信
息题

题干中提供化学新信息，考生利用已掌握的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经过现场阅读和一系列思维活动解决新

问题获得题解的一类试题． 这里的化学新信息包括最新化学科技成果和中学化学教材中未介绍的化学知识［6］

生物 信息题 题目提供一定的新信息，根据新的信息并结合生物学的知识回答有关问题［7］

地理 材料分析题 通过几组文字、图表资料设置情境，让学生去分析材料，结合已有的地理学知识，回答题目所提出的问题［8］

归结起来，“信息题”体现出以下特点: ①各学

科均指出信息题含有“新的信息”②物理、化学学科

强调了信息题中会出现新的学科知识③除数学外，

物理、化学、生物、地理信息题都需要结合已有的学

科知识④数学信息题提供的是新的运算法则，体现

了数学学科鲜明的抽象化、形式化特征．
例如 2016 年北京高考题，就有如下的材料信

息题:

雾霾天气是对大气中各种悬浮颗粒物含量超标

的笼统表述，是特定气候条件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

的结果． 雾霾中，各种悬浮颗粒物形状不规则，但可

视为密度相同、直径不同的球体，并用 PM10、PM2. 5分

别表示直径小于或等于 10 μm、2. 5 μm 的颗粒物

( PM 是颗粒物的英文缩写) ．
某科研机构对北京地区的检测结果表明，在静

稳的雾霾天气中，近地面高度百米的范围内，PM10的

浓度随高度的增加略有减小，大于 PM10的大悬浮颗

粒物的浓度随高度的增加明显减小，且两种浓度分

布基本不随时间变化．
据此材料，以下叙述正确的是( )

A. PM10表示直径小于或等于 1. 0 × 10 －6 m 的悬

浮颗粒物

B. PM10 受到的空气分子作用力的合力始终大

于其受到的重力

C. PM10和大悬浮颗粒物都在做布朗运动

D. PM2. 5浓度随高度的增加逐渐增大

总体而言，各种材料信息题的解决较传统习题

需要更多的分析、理解能力以及很强的模型化能力，

因此对习题教学是较大的突破． 然而缺点是大部分

信息题在各类考试中出现，一旦命题操作不当，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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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难度、区分度失控． 这亦是“材料信息”本身局

限性的反映． 因为适合学科教学领域命题的“信息”
本来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此外，整体而言，材料信

息题研究的自觉性、超越性均显不足．
2. 2 原始物理问题: 矫治习题的片面能力卷入

在物理学科中，世纪之交至今，“原始物理问

题”的提出与系列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不仅在化

学、生物等学科得到了迁移，更成为我国理科领域问

题研究的重要突破．“原始物理问题”的提出始于我

国著名物理教育家赵凯华先生． 邢红军等研究者则

在心理学的研究范式下将其发展为系统的理论与实

践体系． 如今，原始物理问题已在一线教学领域取得

极大影响． 如表 2 所示，“原始物理问题”的内涵表

述经历了一个发展历程．

表 2 对原始物理问题的内涵表述演变

研究者 表 述

赵凯华 在我们的教学中，同一问题，既可以把原始的物理问题提给学生( 有时可以同时给一些提示，或通过一系列小问题引导学生去思
考解决整个问题的途径) ; 也可以由教师把物理问题分解或抽象成一定的数学模型后再提交给学生． 习惯于解后一类问题的学

生，在遇到前一类问题时，往往会不知所措［9］

于克明 自然界及生活、生产、科研中客观存在的，未被加工的物理问题［10］

邢红军 对自然界及社会生活、生产中客观存在、能够反映物理概念、规律本质且尚未加工的物理现象的描述［11］

周武雷 狭义而言，指基于对自然界及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未被加工的物理现象的观察，而产生的对现象背后自然本因的疑问，具有
思辨性特点，其回答可解释物理现象、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

广义而言，泛指社会生活中，人类预期要达到某种目的，要得到想要的某种结果而需要如何应用物理规律的问题，属于实际应用

性问题的范畴，这也即是相对于一般习题而言的实际问题，亦可称为习题的原型问题［12］

分析可见，对原始物理问题的理解经历了从经

验到理论，再到理论分类的进程，表现了研究的深

入． 一种结构关系图最能体现原始物理问题的内涵，

如图 1 所示［11］．

图 1 原始物理问题与习题关系图

传统的习题局限于图中的虚线框内，缺失了从

物理现象出发，聚焦问题、建立模型、设置物理量等

原始问题的特有心理表征，因此教育功能极为有限．
具体而言，习题在能力要素中，明显缺失了抽象概括

思维、直觉思维、判断思维以及运用学科方法能力的

训练，这 都 需 要“生 态 化”的 原 始 物 理 问 题 加 以

弥补．
例如，典型的原始物理问题: 地球周围被一层很

厚的空气包围着，一直延伸到几千千米的高空，这个

空气层叫大气层． 在大气层里，越靠近地面空气越稠

密，越到高空空气越稀薄． 请推导出一个表达地球大

气层重量的表达式．
典型的习题: 地球周围被一层很厚的空气包围

着，范围一直延伸到几千千米的高空，这个空气层叫

大气层． 在大气层里，越靠近地面空气越稠密，越靠

近高空空气越稀薄． 若地面附近大气压强为 1 × 105

Pa，地球的半径为 6 400 km，请计算出地球大气层的

重量［13］．
可以说，对原始物理问题的研究体现了我国理

科领域问题研究者的理论自觉，在原始问题的“透

镜”下，传统习题的弊端被更为确切而深刻地揭示

出来并得以补救．
2. 3 本原性数学问题: 超越习题的意义激活不足

在数学学科教学中，“本原性数学问题”的提出

与研究引人瞩目，并逐渐迁移到了其他理科领域问

题的研究． 如表 3 所示，是“本原性数学问题”概念

表述的变化．“本原性数学问题”的提出极具生成性

与现实针对性，其针对的是国内外数学教学中大量

呈现技巧性问题与“情景包装”问题的状况． 正如顾

泠沅先生指出: “用本原性数学问题驱动教师的课

堂教学，就是要超越技巧、关注情境与数学本质的

联系”［14］．
例如，典型的本原性数学问题: 在直角坐标系

中，为什么把“直线上的一个定点以及它的倾斜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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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确定一条直线的几何要素，而不是沿用平面几

何中“两点确定唯一一条直线．”［17］

“本原性数学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前所未有地

关注了学科内涵本身与学生的心理状态，并且将

这两方面密切联系． 本原性数学问题作为学生对

数学学科原初意义的追问，对其概括和研究具有

重要的价值，代表了我国理科领域问题研究的高

水平．

表 3 本原性数学问题概念流变

研究者 表 述

杨玉东 哲学中对“本原性”的思考表现为一种刨根问底的探询精神，始终把理解世界的“终极存在”“始基”“初限”或构成世界的“元
素”作为哲学研究中的第一问题． 借用于数学教育研究领域，“本原性数学问题”就表现为在数学教学中把某个数学问题的“根

源”或“基本构成”作为思考的第一问题［14］

杨玉 东，
徐文彬

“本原性数学问题”意指在数学教学中把某个数学问题的“要素”或“基本构成”作为思考的第一问题． 这里的“本原性”是教学法
意义下的“本原性”，意味着要考虑对学生而言，什么是某个数学问题最为根本的、本质的、基本的要素或构成． 因此，它不一定是
某一数学分支学科或分支领域发展史上推动该数学分支学科或该数学分支领域进步、发展的“原初性问题”，也不一定是数学科

学哲学家们逻辑建构起来的“数学科学发现的逻辑问题”［15］

徐文彬 “本原性学科问题”是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自然生成的“原发性”问题． 这里的“本原性问题”是教学法意义上的“本原性问

题”———要考虑对师生尤其是学生而言，什么是某学科教学主题中最为原始、朴素、本质的观念、思想和方法［16］

3 三类理科领域问题的比较与反思

在跨学科与比较学科教学研究的视角下，以上

三类理科领域问题的教学思想可以在新的研究平台

上展开探讨．
3. 1 三类理科领域问题体现了鲜明的学科性

以上三类理科领域问题及其教学思想都体现了

鲜明的学科特征． 例如材料信息题往往需要呈现新

的学科知识，而原始物理问题与本原性数学问题更

是时刻没有脱离学科而存在． 具体而言，原始物理问

题教学的提出，强调了“从物理现象出发”，即给学

生生态化的现象描述，并让他们自己建立模型，自助

设置物理量． 如果将物理学理解为“范式”，那么原

始物理问题更能训练与考察学生“鉴别范式”“进入

范式”的能力． 事实上，“范式哲学”的提出正是著名

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对物理学发展史研究后的产

物［18］． 该学说说明，科学革命( 发展) 并非单纯是科

学本身的问题，更是一种心理学问题与社会学问题．
所以，“进入范式”需要的不单纯是逻辑思维能力，

更需要对物理学本身的审美能力、亲和能力、鉴赏能

力的导引． 这些更多是非理性的能力，也可被认为是

某人是否真正“适合”学物理的关键． 毕竟原始物理

问题的解决者从现象中表征出的是物理问题，而非

别的学科问题．
至于本原性数学问题，则深刻地反映了数学学

科严密的逻辑体系以及文化内涵． 在西方国家的学

科体系下，逻辑学甚至是数学的一个下设学科． 数学

不能被认为是运算规则的体系，而是一个四通八达

的文化桥梁． 此外，本原性数学问题之所以唯一的注

重了教学中的生成性，亦存在数学文化的原因． 在希

腊文化中，数学就被认为是“能教能学的学问”，数

学与人性之本连为一体，可以帮助人理性的发展．
3. 2 三类理科领域问题体现了思想的发展性

如前所述，理科领域问题的聚焦与研究均离不

开心理学研究成果与方法的运用，这在原始物理问

题的研究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事实上，在心理学的

视角下，“问题”与“习题”有截然的区别，只有“原

始”的，才能称为“问题”． 然而材料信息题也并非没

有心理学研究思想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材料信息

题的产生可视为心理学信息加工理论与范式下的产

物． 由此，大量呈现信息，并要求解题者对信息进行

有效“加工”，就成为解决此类问题内在的逻辑． 然

而，原始物理问题依托的“心理学生态化”理论背景

则正是对传统信息加工理论的扬弃． 信息加工理论

虽然展现出一定的有效性，然而其基本的理论预设

将人脑类比为计算机处理信息系统，因此该预设存

在固有的局限． 对此，心理学生态化的思潮则要求在

真实的环境下展开研究，拥有更强的效度［19］．
本原性数学问题的研究，则在根源上就超越

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式，从而与人本原的意识体验、
意义追 求 联 系 起 来，彰 显 了 浓 厚 的 现 象 学 意 蕴．
“现象学教育学”以现象学的方法研究教育及其实

践，关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本有的意向性，关注教

育、教学活动中师生体验与意识的发生，其“悬置

先见”“还原”“意识构成”等方法都为教育实践提

供了重要的启示［20］． 本原性数学问题所意在联系

与激活的，正是学习者意识深层的“原初意义”． 所

谓“原初意义”，是整个文化世界的全部形态，是其

“最初据以出现———必然据以出现的”．“正是按照

这种意义”，它们“在过去生成，并且从那时起，在

63



第 4 期 胡扬洋: 我国理科领域问题的教学思想渊源与启示

数千年间作为传统而存在，而且现在对于我们来

说，仍然以生动的继续起作用的形式存在着”．“原

初意义对 于 每 一 认 识 的 发 生 具 有 逻 辑 的 在 先 关

系，认识的获得物据此产生出来而不是相反”［21］，

并且“原初意义”概念，正是现象学家胡塞尔在其

名著《几何学的起源》中提出的． 如是观之，本原性

问题之所以能够在数学学科教学中提出，有着更

为深刻的必然． 总体而言，从材料信息题到本原性

数学问题，我国理科教育研究者从被动应对到主

动建构，再到触及理性文化并寻求人性本原，其研

究经验宝贵且值得继承与发扬．
3. 3 三类理科领域问题体现了实践的针对性

如前所述，三类理科领域问题都较传统习题做

出了不同程度与取向的超越，展现了我国学科教育

研究者的本土意识和理论自觉． 传统习题更多训练

了逻辑思维与分析思维，而信息题则对分析思维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进一步，原始物理问题增加了对直

觉思维、抽象概括思维的卷入． 心理学研究认为，概

括是思维培养的基础［22］． 至于本原性数学问题，如

前所述，则针对的是现实中大量“技巧展示课”和

“情境包装题”．
以上讨论带来的启示在于，只有针对教学现实，

并提出引导性的理论才堪称有历史感的教学思想．
并且教学思想所针对的学科教学问题应当是那些

“老大难”问题，即应具有普遍性与历史穿透力．
若进一步聚焦实践针对性，未来对三种理科领

域问题的研究与应用应及时洞察材料信息题的固有

局限，并进一步发掘与发挥原始物理问题与本原性

数学问题的研究与应用价值． 毕竟材料信息题在理

论设计上存在先天的局限，导致其对分析思维、逻辑

思维着力过多，而缺失了整体思维、非逻辑思维以及

意义激活的考量． 这一举措亦是对时代文化从“信

息文化”向“人本文化”变迁的顺应．

4 研究启示与展望

4. 1 深化跨学科与比较学科教学研究的范式意识

我国跨学科与比较学科教学研究作为一个正在

发展并有极大潜力的领域，进一步探索需保有范式

意识，即坚守学科教学的基本出发点、基本范畴和基

本逻辑． 惟其如此，才能不断深入与聚焦，从而取得

有价值的成果． 我国理科领域问题的研究一度受到

一般心理学“结构不良问题( 劣构问题) ”研究观点

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原始物理问题”“本原性问

题”就是结构不良问题，因此没有专门研究的必要．
然而，即使认为这些问题是结构不良问题，否定它们

的研究价值则在实际上犯了以“一般”否定“特殊”
的错误． 很多情况下，教学中正是过多地强调了“一

般”，才导致了学科特色大量流失． 例如物理教学领

域，还存在一类“费米问题”，与原始物理问题一样，

都体现了鲜明的学科特色，无法被简单地归入“结

构不良问题”． 更进一步说，劣构问题属于初始状

态、目标状态和算子中至少有一个没有明确界定的

问题［23］． 以上讨论的三类理科领域问题貌似都属于

劣构问题，然而判断的前提是坚持劣构问题的认知

心理学研究范式． 然而须知，根据库恩的学说，“范

式”具有“不可通约性”． 所以，理科领域问题应对研

究范式保持足够的反省，实际研究中应运用一种思

想史的研究方法．
4. 2 坚持内生性的理科领域问题教学研究

我国三种理科领域问题的提出与研究，重要的

经验是坚持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即由本学科自身

实际出发，提出针对性的思想． 对理科领域问题的继

续研究就应避免学科间的随意迁移与简单套用． 此

外，还应避免单纯的试图构建各学科“大一统”的问

题分类与包容框架，这会消融各学科教学的特殊性．
应该说，当前我国理科领域问题的丰富性仍然不强，

在以上三类之外，尚未出现更多体现学科特色的问

题类型． 这或许是造成我国理科教学一个时期内徘

徊不进的一种原因．
以上研究历程体现了坚持内生性研究优势． 通

过比较研究可见，理科领域问题不仅包括对信息的

分析和加工，更有对能力的完整卷入，在根本上，则

是整个西方理性文化的反映． 所谓“理科”，正是近

代以来西方理性文化与理性精神的载体． 深化内生

性的理科领域问题研究应在不断激活学科教学思想

智慧的同时，发展三类理科领域问题的理论与应用．
跨学科与比较学科教学的研究为此提供了必要的促

进，未来可在各学科内部细化各理科领域问题的分

类，从而促使研究的深入． 更为重要的是，发展出更

多体现学科特征的新题型．
还需指出，内生性的研究并非排除学科间的迁

移与借鉴． 例如，生物、化学、数学等学科并非不需要

“原始问题”，而物理学科也并非不需要本学科的

“本原性问题”，只是需要明晰特色与主次． 实际上，

通过跨学科与比较学科教学的研究促进研究成果的

借鉴正是这一研究视角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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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强化理科领域问题研究的实践针对性

如前所述，对各学科教学问题的有效针对是三

类理科领域问题生命力的源泉． 当前的教育工作者

不应停留、迷恋“习题教学”的“舒适区”，忘却了“超

越习题”的学术纲领，而是应进一步强化并发展这

种现实针对性． 近来，人民教育出版社数学编审章建

跃指出:“对于‘本原性问题’，我国数学教育界有过

讨论，且有很好的成果． 可惜，这些成果并没有引起

中学数学教学实践的重视． 究其原因，一是有些讨论

过于纠缠‘什么是本原性问题’，以‘希尔伯特 23 个

问题’‘数学的逻辑基础’‘线段的不可公度性’‘几

何的相容性’等为‘本原性问题的标杆’，这是高深

的哲学问题，一线教师不太感兴趣; 二是没有从‘中

学数学内容的实质性理解’的角度进行阐释，因此

一线教师感到‘不解渴’”［17］． 这一论述无疑是对实

践针对性的强调． 而原始物理问题的实践应用也很

难说取得了可观进展． 其实，理科领域问题的研究应

该在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之间取得必要的平衡，而

必要的学科间比较研究也能够成为一种平衡各学科

教学思想的方式．
通过组织多样化的解题竞赛来发挥我国理科领

域问题对理科教学实践的影响是一种较好的方式．

例如可以以地区、学校、年级等为单位，开展“原始

物理问题竞赛”“费米问题竞赛”“数学本原性问题”
等专门的竞赛形式，以拓展师生的视野、活化教学思

想、促进教学行为的改进与课程教学改革． 在理科竞

赛日益功利化的大背景下，开展此类基于教学方式

改革的竞赛有着特殊意义． 应该说，近二十余年来，

学科教学竞赛与学科教学研究领域互动的缺失，是

导致教学功利化的一大原因．
当前的理科教学现实对理科领域问题的研究提

出了新要求． 在“青年物理学家锦标赛”“AP”“IB”
“A-Level”等竞赛和课程的影响下，理科领域问题需

要开拓新的研究视野． 首先，研究应淡化学科领域问

题教学与实验教学、习题教学、知识教学等的区隔，

从而体现研究的开放性与整体性; 其次，还应探索体

现文化品性的理科领域问题教学． 当前，越来越多的

学生会产生“学物理有什么用?”“数学是否应退出

高考?”等令教师“挠头”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有效

回答已然需要对学科文化的深刻理解． 本原性问题

研究已然触及了这一层面，需要被进一步探索． 总

之，应着力开发具有深厚文化品性、思想品性、价值

品性的学科领域问题，它们应综合已有问题所有的

优点并表现得更加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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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Teaching Thought
of the Science Field Problems in Our Country

Hu Yangyang1，2

( 1． College of Education，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2． Department of Physics，Ohio State University，Columbus 43210)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problem of science field in our country needs the focus on research paradigm． Material

information problem，the original physical problem and the primitive mathematics problem are the three kinds of
science field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Three kinds of problems show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the development of ideas，as well as the clear aim for practice． In the future，we should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paradigm consciousness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comparative discipline teaching，adhere to the
inherent nature of science field of teaching research，and strengthen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f the field of science．

Key words: science teaching，teaching thought，material information problem，original physics problem，

primitive mathematics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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