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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结构”教学中引入哲学理念
展树中*
华南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广州 510640
摘要：原子的结构发现与认识是人类认知过程的一个缩影，也是唯物辩证法和方法论的具体实践，蕴涵着极为丰富的辨
证思想。“原子结构”章(节)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在无机化学课程学习中较难理解的内容。将哲学理念引入到这一章(节)
的教学过程中，不仅有助于他们去学习和掌握化学知识，而且还有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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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oduction of Philosophical Idea to the Teaching of “Atomic
Structure”
Shuzhong Zhan *
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P. R. China.
Abstract: The structural discovery and understanding of atoms are a microcosm of the process of human cognition
and a concrete practice of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and methodology, which contains a wealth of dialectical thought. The
“atomic structure” chapter (section) in inorganic chemistry course is a difficult part for the first-year undergraduates to
understand. The introduction of philosophical idea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this chapter (section) will not only help
them learn and master chemistry, but also help them establish a correct world view and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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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而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是
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哲学观点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结合与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适用于一切具体科学普遍意义的方法论，是从整体上把握、揭示包括自然
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它来源于人类的认知，例如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具体科学知识，又能为具体科学的进步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方面的
指导[1]。“原子结构”章(节)在无机化学或大学化学课程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它的认识与理解对
物质性质的理解和预测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原子的结构发现与认知过程还蕴涵着极为
丰富的唯物辨证思想。对大学一年级学生来讲，“原子结构”章(节)包含的内容比较抽象，尤其是量
子数、波函数、原子轨道和电子云等内容的学习，在这一章(节)的教学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
念引入教学过程中，一方面帮助学生学习和掌握该章知识，另一方面有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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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论，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如何通过化学课的教学给学生以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
育，将哲学理念融入专业基础教育中，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是值得探讨的课题。基于“原子
结构”章(节)的内容特点，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于该教学过程中，也符合现代大学生思政教育
的要求。

2

引入哲学理念于教学活动中

鉴于“原子结构”章(节)在无机化学或大学化学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较难理解，以及学生
对新生事物感兴趣，而对传统的教学方法兴趣不高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哲学思想和哲学理念的引
入，来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2.1 原子结构模型形成过程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知活动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和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无
限循环的辨证发展的过程。认识和实践是相互作用的，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认识和发展认识，
而不断发展的认识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不断进步。要想正确地反映一个具体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必须
经过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1,2]。
“原子结构”章(节)的“中心思想”就是原子的结构发现和理论层面上的描述，使二者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基于原子的结构实验发现，人们对此结果进行了理论层面上的探索，使理论与实验结
果相互融合，并建立了原子结构的理论体系，这也是人类认知过程的一个缩影。从汤姆森(Thomson)
的浸入模型、卢瑟福(Rutherford)的行星模型和波尔(Bohr)原子模型的先后提出，到量子化模型(以波
的微粒性为基础的氢原子模型+以微粒的波动性为基础的波动力学模型)的建立，每一个模型的提出
都是以实验的结果为起因，新的发现否定了前面的设想，反复进行，建立更为合理的原子结构理论
体系，这也符合人类认知的习惯和规律，这就是辩证法唯物主义认识论。
“原子结构”章(节)中的知识点，普遍以逻辑性见长，趣味性不足，不能很好地抓住学生的注意
力，对刚刚进入大学的一年级学生来讲有一定的难度 [3]。为了使学生能更容易和更好地学习和理解
该章(节)的内容，主讲教师可以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引导学生敢于实践，运用自己已学到的知
识去理解该章(节)内容。例如，为了从理论层面对电子衍射实验发现的氢原子核外 1s 电子出现的概
率分布图(电子云)进行描述与表征，引入了理论表达式(1)。该表达式是由薛定谔(Schrödinger)方程(2)
解析而来。鉴于薛定谔方程的合理解(1)能绘出和电子云相似的图形，做到了理论和实际的有机结合，
所以原子结构的量子化模型可以用来描述氢原子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所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就是“原子结构”章(节)的“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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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观理念与原子结构模型
唯物辩证法关于世界发展的观点告诉我们，世界是永恒发展着的[1,2]。引导学生用发展的观点去
观察、认识世界，也是对其进行哲学理念教育的任务之一。学生误认为，原子结构模型是灵丹妙药，
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当出现某一模型无法解决的实践问题时，又否定该模型的价值。这种情况下，
任课教师要引导学生用科学发展观理念去理解某一原子结构模型产生的背景和应用的局限性。在没
有建立“理论”和“思想”的情形下，某一种“模型”是根据一些实验结果总结和设计出来的，进
一步用该“模型”从理论层面上认识和描述实验结果。因此，“模型”可以解决某些问题，但不能
解决所有问题。例如，汤姆森模型只是说，原子是由均匀分布在整个原子体积中的正电荷和振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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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电荷之中的电子组成。该原子结构模型过于笼统，无法使人们了解原子结构的真实情况。接下来
卢瑟福模型告诉人们，电子在原子核外像行星绕着太阳旋转一样绕核运动。后来，波尔模型提出了
能级的概念，并说明了原子结构的稳定性。上述模型的局限性促使人们去发展和建立更为合理的模
型，比如，以薛定谔方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原子结构量子化模型[4–6]。因此，发展观理念应该融入人
们的学习和工作中。
2.3 用联系和全面的观点来审视和应用原子结构模型
随着系列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的建立、分门别类的学科界限被打破，某一学科的研究会涉及其
他学科的研究内容。原子结构量子化模型的建立和应用充分体现了用联系和全面的观点看世界的这
一哲学理念。从纯数学角度看，薛定谔方程(式(2))就是一个二阶偏微分方程，和物质结构的探索好
像没有太大关系。从联系和全面的角度看，该方程可用于物质结构的探索与研究，是氢原子结构量
子化模型建立的基础，因为薛定谔方程合理的解(波函数)能描述氢原子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解析
薛定谔方程不仅可以得到氢原子中电子的能量计算公式，而且还导出了三个量子数：主量子数 n，
角量子数 l 和磁量子数 m。教学过程中，学生常常误认为，这三个量子数的引入是人为规定的，缺
乏科学性，解得的“波函数”无法让人信服。为了让学生能真正理解“量子数”引入的背景与意义，
可以让他们判定问题 1 的设计是否正确？从数学角度看，问题 1 中列举的三组“量子数”都是正确
的，所以问题 1 的设计是错误的。
问题 1：下列各组量子数哪些是不正确的，为什么？
1) n = 3 li = 2 mi = −1
2) n = 2 li = 0 mi = −1
3) n = 2 li = 3 mi = +2
薛定谔方程是一个二阶偏微分方程，不同组合三个量子数的引入可以得到无数个解(方程式)。
从化学角度考虑，这些方程式中，有我们不需要的，也有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方程式便是合理
的，因为用这种方程式作的图与电子衍射实验发现的原子核外电子出现的概率分布一致，就是教材
中常出现的物理意义合理，也就有了常见问题 2 的设计。为了获得合理的解，人为地制造出三个量
子数(n, l, m)之间的游戏规则 [4–7]。引入一定规则取值的三个量子数得到的方程式就是我们常说的波
函数，也叫原子轨道。一系列的光谱实验也证明合理 n, l, m 组合的引入与事实相符，是正确的。这
也是不同学科相互联系和相互融合的范例。
问题 2：下列各组量子数哪些是不合理的，为什么？
1) n = 3 li = 2 mi = −1
2) n = 2 li = 0 mi = −1
3) n = 2 li = 3 mi = +2
所以，在化学的教学中，教师应本着这一观点，既要讲授化学特有的专门知识，也要强调化学
与数学及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培养大学生从总体上认识、把握世界的能力，引导他们用联系和全
面的观点学习无机化学或大学化学，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2.4 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观点去理解原子结构模型
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和方法论指出，一切事物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个性和共性、个别和一般的
辩证统一。“+”和“−”号有其普遍意思，这是人们都知道的。然而，原子结构模型中的“+”和
“−”号却有其特殊性，这也是学生经常问的和难以理解的问题。原子轨道角向分布图中的“+”和
“−”号，既不是普遍意义数学概念，也不是正电荷和负电荷，而是其对称性的表示形式。例如，由
原子轨道形成分子轨道要遵循能量近似、对称性匹配和轨道最大重叠三原则。其中对称性匹配原则
要求对称性相同的原子轨道进行重叠，两原子间电子的几率密度增大，才能形成稳定的共价键。原
子轨道的重叠只能发生在“+”与“+”或“−”与“−”(对称性一致)之间，而不能发生在“+”与
“−”之间(对称性不匹配)。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矛盾的特殊性更应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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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原子结构从最初的古希腊的猜想与假设，经过人们不断的实验发现和更新原子结构模型的提出
过程，使人们逐渐清楚事物认识的过程与本质。原子结构模型的修正和不断完善始终伴随着科学技
术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于实验发现又服务于人们的实验过程，使该模型拥有可靠的科学依据。在理
解原子结构模型真正意义的基础上，引入哲学理念于教学过程中，提升教学质量，使学生不仅能比
较容易和有效地掌握有关“原子结构”章(节)的内容与知识，为今后的学习夯实基础，还能培养和
提升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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