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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注重考查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注意学科渗透，引入物理科学的新成就，

符合建构主义学习观，能够促进新的课程标准的实行，推动课堂教学过程的改

革，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关键词：建构主义学习观；新课程标准；中考；物理；科学探究 

 

建构主义学习观有助于培养具有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对传统的教学模

式产生了极大冲击，成为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使得新的课程

标准以崭新的理念出现。中考物理试题对于新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实施具有

较强的导向作用，在中考物理试题中，注重对生活、社会中的物理知识的考查，

注重对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考查，注重物理学科和其它学科的融合，对于促进

教育观念的更新，推动课堂教学过程的改革，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具有十分积

极的作用。 

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下的新课程标准 

传统的教学模式基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1]，认为除 简单的反射外,一切行为都

是通过条件反射过程而后天习得的，学习就是通过条件反射建立牢固的刺激—

反应（S—R）联结。教师的任务是提供外部刺激，即向学生灌输知识；学生的

任务是对刺激做出反应，即理解和吸收教师传授的知识。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模

式禁锢了学生的思维，扼杀了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使学生变成了知识的“容

器”，不利于培养具有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行为主义学习观逐渐被建

构主义学习观所取代。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2]认为：学习不应该看成对于教师所授予知识的被动接受，

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于其它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

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以自身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主动的建构

活动，这种建构是无法由他人代替的。学习意义的获得，是每个学习者以自己

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对新信息重新认识和编码，建构自己的理解。在这一

过程中，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结构因为新知识经验的进入而发生深化、改造或重

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

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

则是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为学生创设意义建构的学习情境，

引导学生进行协作和会话。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符合创新人才的培养要求，有利于提高全体学生的科学素

养，成为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体现在新的课程标准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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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要求将科学与现代科技、与社会相结合(STS)，突出人与自然、社会、生活

的密切联系，引导学生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要求学生经历基本

的科学探究过程，在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定计划与设计实验、进行实验

与收集证据、分析与论证、评估等过程中培养学生基本的探究能力；使学生保

持对自然界的好奇，发展对科学的探索兴趣[3]。 

2 中考物理命题中体现的新理念 

课程改革、课堂教学改革和评价制度改革三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由于考试“指

挥棒”具有对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的导向作用，中考命题应与课程标准的内容

和平时的教学要求保持一致，以进一步推动课程改革和课堂教学改革的进程[4]。 

2.1 联系生活、社会实际 

新的课程标准基本理念之一是在课程中整合科学•技术•社会的观念。物理学是

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命题应该注意向联系实际的方向引导，注重理解和应用，

以培养学生将学到的物理知识及技术与生活、社会密切联系的意识。观察生活

中的物理现象，探索其中隐藏的物理规律，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

生体验到探索的乐趣，并培养学生初步的科学实践能力。 

例 1．（湖北省宜昌市，2003 年）开展物理实践活动能使我们将课内学

习和课外学习相结合，更好地培养我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请根据

你开展物理实践活动的情况，从下列项目中，任意选择两个项目作答。

（1）人类的一些活动可以形成城镇中的热岛效应，请你举出三个实例。

（2）你家里使用的主要能源有哪些？请写出具体能源的名称，并提出

两条节能措施。 
（3）你的家庭、学校或社区有哪些不符合安全用电要求的地方，请举

出三个实例，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4）自行车在构造和使用方面用到了哪些物理学知识？请举出三个实

例。 

点评：题目中选用的事实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家庭所用能源和自行车等都

是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要求学生能够从中发现与物理学有关的问题，表述

这些问题，并利用已经学过的物理知识解答这些问题，这同时也是对学生科学

探究能力的要求。从这些熟悉的现象中，可以比较容易得出其中的物理知识，

进一步深化了学生的兴趣；热岛效应的形成则使学生了解到人类活动对自然带

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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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考查科学探究能力 

新课程标准强调让学生通过科学探究活动学习物理课程中的内容。这种学习方

式容易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保持学生学习物理的好奇心，为学生的终身学

习建立基础。同时，它又是学生的学习目标，要求让学生经历基本的科学探究

过程，学习科学探究方法，发展初步的科学探究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

探索精神、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在学习评价时对应于“过程和方法”的课程

目标，要求考查学生的观察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做出猜想与假设的能力、

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概括能力、交流的能力。对此，不少省市作

了有益的探索。 

例 2．（辽宁省，2003 年）为探究电磁铁的磁性跟哪些因素有关，小丽

同学作出以下猜想： 

   猜想 A：电磁铁通电时有磁性，断电时没有磁性。 
   猜想 B：通过电磁铁的电流越大，它的磁性越强。 
   猜想 C：外形相同的螺线管，线圈的匝数越多，它的磁性越强。 

为了检验上述猜想是否正确，小丽所在实验小组通过交流与合作设计了

以下实验方案：用漆包线（表面涂有绝缘漆的导线）在大铁钉上绕制若

干圈，制成简单的电磁铁。图 1 所示的 a、b、c、d 为实验中观察到的

四种情况。 
根据小丽的猜想和实验，完成下面填空： 

 

（1）通过观察电磁铁吸引大头针数目多少的不同，来判断它    

的不同。 
（2）通过比较     两种情况，可以验证猜想 A 是正确的。 
（3）通过比较     两种情况，可以验证猜想 B 是正确的。 
（4）通过比较 d 中甲、乙两电磁铁，发现猜想 C 不全面，应补

充     。 

a b c d

甲    乙 

图 1 

S S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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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题目要求学生能从电磁铁吸引大头针的实验现象，提取有关的信息。根

据三种不同的猜想，确定影响问题的主要因素，选用不同的实验设计。通过对

实验现象的观察和比较，进行因果推理，对猜想进行验证，得出结论。 

2.3 关心科技发展和社会问题 

将物理科学的新成就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引入试题，重视学生对于科学•技

术•社会问题认识的评价，关心科技发展的动态，关注技术应用带来的社会进

步和问题，使学生认识物理学和社会文明进程的联系，促进学生对于科学技术

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关注。 

例 3．(福州市，2003 年)2002 年 12 月，磁悬浮列车示范线路在上海通

车。全程 30km，运行时间约 8min，平均速度约为        km／h。磁悬浮

列车中有一种是利用同名磁极          的原理，使列车与导轨脱离接触，

消除了车体与轨道之间的           ，从而突破了以往列车的速度极限。 
 

例 4．（福建省龙岩市，2003 年）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动用了巨型航

母、坦克、阿帕奇直升机、精确制导导弹等先进武器。交战期间，巴格

达等城市的夜晚常常火光冲天，爆炸声震耳欲聋，给伊拉克生态环境、

平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请你根据上述文字提供的信息，提出两个

与物理知识有关的不同问题。（只要求提出问题，不要求解答问题。每

个问题的文字不超过 20 个。） 

点评：例 3 引入磁悬浮列车，使学生从先进的科技中找出简单的物理原理，认

识到物理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例 4 则说明了科技应用不当时带来的

负面影响，通过其中的物理问题，了解战争对环境和人类的危害。 

2.4 注意不同学科间的渗透 

结合国际科学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物理课程体系，注意不

同学科间知识与研究方法的联系和渗透、人文精神和自然科学的交融，有利于

学生整体性思维的培养和科学世界观的形成。 

例 5．（2003 年，南京市）下列各成语所反映的情景中，能说明光反射

的是（ ） 

A. 镜花水月                B. 坐井观天 
C. 海市蜃楼                D. 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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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2003 年，南京市）水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与人类和生物生

存、工农业生产等息息相关。下列有关水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利用电解水可以制取 H2 和 O2 
B. 在淡水资源缺乏的海岛上，可考虑用蒸馏法从海水中提取淡水 
C. 白天，植物吸收大量的水，主要用来满足蒸腾作用 
D. 水的比热容比沙石、干泥土大得多，这是沿海地区气温温差比内陆

地区大的主要原因  

点评：在例 5 中，学生必须理解这几个常用的成语的意义，才能得出正确的物

理结论。例 6 的题目分别融合了化学和生物的有关知识，学生必须将所学的各

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开阔思路，才能正确解答问题。 

3 中考物理试题编制的建议 

物理中考试题的编制可根据表 1 进行，全面落实物理课程标准“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将课程目标和考试目标有

机的结合在一起，并覆盖“物质”、“运动和相互作用”、“能量”三大主题。在

题型的设计上可遵照传统的题型，将各题号填入对应的位置，通过统计各个主

题和课程目标的分数，使试题的考查方面均衡分布。 

表 1  中考物理试题编制细目表 

物质 运动和相互作用 能量  

过程与

方法 

情感态

度与价

值观 

知识与

技能 

过程与

方法 

情感态

度与价

值观 

知识与

技能 

过程与

方法 

情感态

度与价

值观 

各题

型总

分 

选择题    

填空题    

问答题    

计算题    

各主题各课程

目标总分 
   

各主题总分    

主 
题 

课 
程 

目 
标 题 

号 

题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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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开放性试题的设置，可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考查学生的思维潜质和创

新精神，其答案也应为多元化的，在评阅试卷时，突破以往的“标准答案”原则，

学生的答案只要合理就可得分，鼓励学生的创新意识。 

4 结束语 

总之，改革中考物理命题方式，使其符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在命题时，避免

让学生死记教科书中的条文，避免在概念的严密性上做文章，避免故意设置“陷

阱”引导学生犯错，避免繁琐的数学计算。 

学生不再是用死记硬背获得的知识和题海战术中的技巧来答题，这不仅使学生

的学习变得容易，还能消除学生对考试的畏惧：通过运用物理知识解释生活中

的物理现象、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考试的过程也变成了发挥创造力、进行实

践、解决问题的过程。考试不再让学生头痛，反而能让学生体验到成就感。因

此，中考命题方式的转变，有利于促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促进从应试教育向

素质教育的转变，促进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

面的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终身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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