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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考物理命題中，整合科學‧技術‧社會的觀念，注重聯繫生活、社會實際

問題，注重考查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注意學科滲透，引入物理科學的新成就，

符合建構主義學習觀，能夠促進新的課程標準的實行，推動課堂教學過程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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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 

關鍵字：建構主義學習觀；新課程標準；中考；物理；科學探究 

 

建構主義學習觀有助於培養具有創新思想和創新能力的人才，對傳統的教學模

式產生了極大衝擊，成為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使得新的課程

標準以嶄新的理念出現。中考物理試題對於新的義務教育課程標準的實施具有

較強的導向作用，在中考物理試題中，注重對生活、社會中的物理知識的考查，

注重對學生科學探究能力的考查，注重物理學科和其他學科的融合，對於促進

教育觀念的更新，推動課堂教學過程的改革，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具有十分積

極的作用。 

1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下的新課程標準 

傳統的教學模式基於行為主義學習理論[1]，認為除最簡單的反射外,一切行為都

是通過條件反射過程而後天習得的，學習就是通過條件反射建立牢固的刺激—

反應（S—R）聯結。教師的任務是提供外部刺激，即向學生灌輸知識；學生的

任務是對刺激做出反應，即理解和吸收教師傳授的知識。實踐證明這種教學模

式禁錮了學生的思維，扼殺了學生學習物理的興趣，使學生變成了知識的“容

器”，不利於培養具有創新思想和創新能力的人才，行為主義學習觀逐漸被建

構主義學習觀所取代。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2]認為：學習不應該看成對於教師所授予知識的被動接受，

而是學習者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借助於其他人（包括教師和學習夥伴）

的幫助，利用必要的學習資源，以自身已有的知識和經驗為基礎的主動的建構

活動，這種建構是無法由他人代替的。學習意義的獲得，是每個學習者以自己

原有的知識經驗為基礎，對新資訊重新認識和編碼，建構自己的理解。在這一

過程中，學習者原有的知識結構因為新知識經驗的進入而發生深化、改造或重

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為：“情境”、“協作”、“會話”和“意義建構”

是學習環境中的四大要素，學生是資訊加工的主體、知識意義的主動建構者，

教師則是學生主動建構意義的幫助者、促進者，為學生創設意義建構的學習情

境，引導學生進行協作和會話。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符合創新人才的培養要求，有利於提高全體學生的科學素

養，成為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體現在新的課程標準中。課程

標準要求將科學與現代科技、與社會相結合(STS)，突出人與自然、社會、生活

的密切聯繫，引導學生從生活走向物理，從物理走向社會；要求學生經歷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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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探究過程，在提出問題、猜想與假設、制定計劃與設計實驗、進行實驗

與收集證據、分析與論證、評估等過程中培養學生基本的探究能力；使學生保

持對自然界的好奇，發展對科學的探索興趣[3]。 

2 中考物理命題中體現的新理念 

課程改革、課堂教學改革和評價制度改革三者是一個互動的過程，由於考試

“指揮棒”具有對課程設置和課堂教學的導向作用，中考命題應與課程標準的

內容和平時的教學要求保持一致，以進一步推動課程改革和課堂教學改革的進

程[4]。 

2.1 聯繫生活、社會實際 

新的課程標準基本理念之一是在課程中整合科學‧技術‧社會的觀念。物理學

是實踐性很強的科學，命題應該注意向聯繫實際的方向引導，注重理解和應

用，以培養學生將學到的物理知識及技術與生活、社會密切聯繫的意識。觀察

生活中的物理現象，探索其中隱藏的物理規律，有助於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使學生體驗到探索的樂趣，並培養學生初步的科學實踐能力。 

例 1．（湖北省宜昌市，2003 年）開展物理實踐活動能使我們將課內學

習和課外學習相結合，更好地培養我們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請根據

你開展物理實踐活動的情況，從下列專案中，任意選擇兩個項目作答。

（1）人類的一些活動可以形成城鎮中的熱島效應，請你舉出三個實例。

（2）你家裏使用的主要能源有哪些？請寫出具體能源的名稱，並提出

兩條節能措施。 
（3）你的家庭、學校或社區有哪些不符合安全用電要求的地方，請舉

出三個實例，並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 
（4）自行車在構造和使用方面用到了哪些物理學知識？請舉出三個實

例。 

點評：題目中選用的事實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如家庭所用能源和自行車等都

是與學生生活密切相關的，要求學生能夠從中發現與物理學有關的問題，表述

這些問題，並利用已經學過的物理知識解答這些問題，這同時也是對學生科學

探究能力的要求。從這些熟悉的現象中，可以比較容易得出其中的物理知識，

進一步深化了學生的興趣；熱島效應的形成則使學生瞭解到人類活動對自然帶

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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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考查科學探究能力 

新課程標準強調讓學生通過科學探究活動學習物理課程中的內容。這種學習方

式容易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保持學生學習物理的好奇心，為學生的終身學

習建立基礎。同時，它又是學生的學習目標，要求讓學生經歷基本的科學探究

過程，學習科學探究方法，發展初步的科學探究能力，培養學生的科學態度、

探索精神、實踐能力和創新意識。在學習評價時對應於“過程和方法”的課程

目標，要求考查學生的觀察能力、提出問題的能力、做出猜想與假設的能力、

收集資訊和處理資訊的能力、分析概括能力、交流的能力。對此，不少省市作

了有益的探索。 

例 2．（遼寧省，2003 年）為探究電磁鐵的磁性跟哪些因素有關，小麗

同學作出以下猜想： 

   猜想 A：電磁鐵通電時有磁性，斷電時沒有磁性。 
   猜想 B：通過電磁鐵的電流越大，它的磁性越強。 
   猜想 C：外形相同的螺線管，線圈的匝數越多，它的磁性越強。 

為了檢驗上述猜想是否正確，小麗所在實驗小組通過交流與合作設計了

以下實驗方案：用漆包線（表面塗有絕緣漆的導線）在大鐵釘上繞制若

干圈，製成簡單的電磁鐵。圖 1 所示的 a、b、c、d 為實驗中觀察到的

四種情況。 
根據小麗的猜想和實驗，完成下面填空： 

 

（1）通過觀察電磁鐵吸引大頭針數目多少的不同，來判斷它    

的不同。 
（2）通過比較     兩種情況，可以驗證猜想 A 是正確的。 
（3）通過比較     兩種情況，可以驗證猜想 B 是正確的。 
（4）通過比較 d 中甲、乙兩電磁鐵，發現猜想 C 不全面，應補

充     。 

 

a b c d

甲    乙 

圖 1 

S S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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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評：題目要求學生能從電磁鐵吸引大頭針的實驗現象，提取有關的資訊。根

據三種不同的猜想，確定影響問題的主要因素，選用不同的實驗設計。通過對

實驗現象的觀察和比較，進行因果推理，對猜想進行驗證，得出結論。 

2.3 關心科技發展和社會問題 

將物理科學的新成就及其對人類文明的影響引入試題，重視學生對於科學‧技

術‧社會問題認識的評價，關心科技發展的動態，關注技術應用帶來的社會進

步和問題，使學生認識物理學和社會文明進程的聯繫，促進學生對於科學技術

與社會之間關係的關注。 

例 3．(福州市，2003 年)2002 年 12 月，磁懸浮列車示範線路在上海通

車。全程 30km，運行時間約 8min，平均速度約為        km／h。磁懸浮

列車中有一種是利用同名磁極          的原理，使列車與導軌脫離接觸，

消除了車體與軌道之間的           ，從而突破了以往列車的速度極限。 

 

例 4．（福建省龍岩市，2003 年）在伊拉克戰爭中，美國動用了巨型航

母、坦克、阿帕奇直升機、精確制導導彈等先進武器。交戰期間，巴格

達等城市的夜晚常常火光沖天，爆炸聲震耳欲聾，給伊拉克生態環境、

平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請你根據上述文字提供的資訊，提出兩個

與物理知識有關的不同問題。（只要求提出問題，不要求解答問題。每

個問題的文字不超過 20 個。） 

點評：例 3 引入磁懸浮列車，使學生從先進的科技中找出簡單的物理原理，認

識到物理對人類文明和社會發展的影響。例 4 則說明了科技應用不當時帶來的

負面影響，通過其中的物理問題，瞭解戰爭對環境和人類的危害。 

2.4 注意不同學科間的滲透 

結合國際科學教育的理論和實踐，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物理課程體系，注意不

同學科間知識與研究方法的聯繫和滲透、人文精神和自然科學的交融，有利於

學生整體性思維的培養和科學世界觀的形成。 

例 5．（2003 年，南京市）下列各成語所反映的情景中，能說明光反射

的是（ ） 

A. 鏡花水月                B. 坐井觀天 
C. 海市蜃樓                D. 立竿見影 

 



 

亞太科學教育論壇, 第五期, 第二冊, 文章四，第六頁(二零零四年八月)
呂紅英、吳先球

新課程標準下的中考物理命題探析

 

 
Copyright (C) 2004 HKIEd APFSLT. Volume 5, Issue 2, Article 4 (Aug.,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例 6．（2003 年，南京市）水是一種重要的自然資源，與人類和生物生

存、工農業生產等息息相關。下列有關水的說法中錯誤的是（ ） 

A. 利用電解水可以制取 H2 和 O2 
B. 在淡水資源缺乏的海島上，可考慮用蒸餾法從海水中提取淡水 
C. 白天，植物吸收大量的水，主要用來滿足蒸騰作用 
D. 水的比熱容比沙石、幹泥土大得多，這是沿海地區氣溫溫差比內陸

地區大的主要原因  

點評：在例 5 中，學生必須理解這幾個常用的成語的意義，才能得出正確的物

理結論。例 6 的題目分別融合了化學和生物的有關知識，學生必須將所學的各

學科知識融會貫通，開闊思路，才能正確解答問題。 

3 中考物理試題編制的建議 

物理中考試題的編制可根據表 1 進行，全面落實物理課程標準“知識與技

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三維目標，將課程目標和考

試目標有機的結合在一起，並覆蓋“物質”、“運動和相互作用”、“能量”

三大主題。在題型的設計上可遵照傳統的題型，將各題號填入對應的位置，通

過統計各個主題和課程目標的分數，使試題的考查方面均衡分佈。 

表 1  中考物理試題編制細目表 

物質 運動和相互作用 能量  

過程與

方法 

情感態

度與價

值觀 

知識與

技能 

過程與

方法 

情感態

度與價

值觀 

知識與

技能 

過程與

方法 

情感態

度與價

值觀 

各題

型總

分 

選擇題    

填空題    

問答題    

計算題    

各主題各課程

目標總分 
   

各主題總分    

主 
題 

課 
程 

目 
標 題 

號 

題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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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開放性試題的設置，可激發學生的發散思維，考查學生的思維潛質和創

新精神，其答案也應為多元化的，在評閱試卷時，突破以往的“標準答案”原則，

學生的答案只要合理就可得分，鼓勵學生的創新意識。 

4 結束語 

總之，改革中考物理命題方式，使其符合新課程標準的要求，在命題時，避免

讓學生死記教科書中的條文，避免在概念的嚴密性上做文章，避免故意設置

“陷阱”引導學生犯錯，避免繁瑣的數學計算。 

學生不再是用死記硬背獲得的知識和題海戰術中的技巧來答題，這不僅使學生

的學習變得容易，還能消除學生對考試的畏懼：通過運用物理知識解釋生活中

的物理現象、解決實際問題，使學生考試的過程也變成了發揮創造力、進行實

踐、解決問題的過程。考試不再讓學生頭痛，反而能讓學生體驗到成就感。因

此，中考命題方式的轉變，有利於促進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促進從應試教育向

素質教育的轉變，促進學生在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方

面的全面發展，培養學生終身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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