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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国内外考试内容的对比研究，作者认为应该改革现有的考试内容，构建适合于素
质教育的考试内容。并以一道改编的开放性试题为例，运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详细阐述
了这种新型试题对学生探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从而来启发、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
研究、学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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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的本质是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而不是让大脑记住多少知识。记住的知识再多，如
果不能运用这些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那将是一种失败的教育。《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也提出了：“高等教育要重视大学生的
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要重视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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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
能力以及团结协作和社会活动的能力。”由此可见，坚持教育创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是当前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主旋律。考试制度改革是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对其起
着“指挥棒”的导向作用。许多教育专家、学者认为，考试制度改革的滞后是教育改革实
施过程中主要的问题和障碍所在，这种制度的滞后性也影响了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进。考
试内容作为考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已经落后于新的教育改革理念对其所做的要
求。[1]因此，改革现有的考试内容，构建适合于素质教育的考试内容，对于高校考试制
度改革的成败至关重要。

对国内外考试内容的对比研究
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和对国外一些试题的研究分析，作者认为国外的一些考题的优势大多
体现在其科学性和实用性方面，考题大多来源于现实。比如：请说一下修补如何如何的
一个池子需要多少料?加工一样东西要用多少钱?而且国外一些大学的高校教育也注重
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比如英国的大学考试层次、类别多样化，注重学生多方面能力
的考查；美国的大学考试重视试题编制的科学性，在考试试题中加有学生兴趣问卷,注重
激发学生的兴趣；日本的大学考试内容重能力的测试，等等。[2]
而在我们国内，长期以来，虽然一直都在提倡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但是在传统教育模
式的影响下，国内的高校考试制度中仍存在着一些背离素质教育培养目标的弊端。纵观
传统的考试内容，不难发现传统的考试主要以名词解释、填空题、选择题、论述题、计
算题等题型为主，这些考试方式是以课本作为唯一内容，忽视了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创新
能力的培养。这样的考试内容过分注重书本知识，大多数题目都能在书上找到标准答案，
属于知识的再现，从而忽视了学生应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因此，
在国内的高校里要深化素质教育，就要改革现行的考试内容，多设计一些新颖独特、科
学性、趣味性更强的题目，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使他们能够主动去探索、创新。而
且我国高校教育考试内容改革还要有国际视野，借鉴国外一些成功的经验，在基于我国
的国情的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考试制度，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考试内容改革对大学生学习的启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大学生学习的启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3]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由教师把知识传递给学生， 而是学生自己建
构知识的过程。学习过程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建构：一方面是对新信息的意义建构过程，
是指弄清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要把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的新信
息尽量与原有的认知结构相联系，并对这种联系认真地思考，而“联系”与“思考 ”是意义
构建的关键。另一方面是对原来经验的改造和重组，即学生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对知识
的再理解和再创造过程，这种过程需要学生自己去完成，是别人不能替代的。完成任何
学科的学习和理解都不像在白纸上画画，学习总要涉及到学习者原有的认识结构， 学
习者也总是以其自身的经验， 来理解和建构新的知识和信息。
在我国长期应试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大学，评价他们
能力的标准普遍还是考试成绩。这样一来，他们虽已具备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对解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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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常见问题也游刃有余，但对老师的依赖性较大，缺乏知识的自我建构能力，一旦遇到
新问题、新情境的时候，又会束手无策。如果说， 在进入大学以前， 学生的学习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的指导与安排，而跨入大学校园则意味着将逐步离开老师的庇护，
转由学生承担更多的自我管理任务， 逐渐成为一个自我控制的学习者，从一个知识的
被动接受者变成主动建构者。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体现现代主体教育的要
求。[4]
现代主体教育思想强调了学生是自身生活、学习和发展的主体， 现代教育应把发挥和
培养学生的主体性作为一项核心目标， 建构主义学习方法正是现代主体教育思想的具
体体现。当代大学生要认真吸收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使自己善于学习，学会学习。从
而使自己更加认识到学习是探究问题的过程， 而不仅仅是为了了解问题的答案； 是批
判性思维， 而不仅仅是为了记忆；是在情境中理解并学会应用， 而不仅仅是获得一点
信息。
改革考试内容，培养学生的探究性学习能力[5]
传统的考试试题大多数都是知识再现型，主要考察学生的记忆能力，不能体现学生对知
识的自我建构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分析与研究国内外一些创新型的考试试题，作者认
为可以在国内的传统考试中引入一种新题型——开放性试题。这是一类以考查学生的探
究能力为主要目标的题目，它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我建构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且还
可以培养学生的探究性学习能力。开放性试题是一种新的题型，它的出现给传统教学带
来了强烈的冲击。它能提供给学生广阔的空间，鼓励学生开阔思路、自由发挥；有利于
启发创造思维， 挖掘学生潜能；能够引导学生由消极等待条件发展为主动地获取条件，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传统的考试试题非常注重答题的严密与准确， 往往容易将学生的思维引入一个封闭的
圈套，使学生的能力无法自由发挥， 创新精神得不到体现，而且不利于启发学生的思
维。因此对于某些弹性较大的试题，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合理的改造，适当地解开束缚、
放宽条件， 采用启发的方式引导学生思考，增加答题的自由度， 鼓励学生主动去探究、
去创新，得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下面以一道改编的开放性物理试题为例，来详细阐述这种新型试题对学生探究性学习能
力的培养。
原题：飞轮的半径为 r = 50cm，今在飞轮上绕一细绳，绳的末端挂一品质为 m1 = 8kg 的
重锤，让重锤自高度 h = 2m 处落下，测得下落时间 t1 = 16s。为消除轴承摩擦引起的
摩擦力矩的影响，再用质量为 m2 = 4kg 的重锤做第二次试验，此重锤自同一高度下落
的时间 t2 = 25s。假设摩擦力矩是个常量，与重锤的重量无关。求飞轮的转动惯量。[6]
改编（1）：已知实验器材：品质为 4kg 和 8kg 的两个重锤，一根细绳，直尺（cm），
秒表。
请运用以上器材设计一方案，用实验的方法测定一半径为 50cm 的飞轮（如下图一所示）
对于其转轴的转动惯量 J，写出具体的方案和涉及到的物理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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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2）：请利用所学的知识设计一方案，用实验的方法测定一半径为 50cm 的飞轮对
于其转轴的转动惯量 J，实验器材可自行选取。写出具体的方案、涉及到的物理原理及
所选取的实验器材。

图一 飞轮图
r

飞轮

点评
原题是一道常见的试题，涉及到的知识是刚体的转动惯量，只要是学过刚体知识的大一
学生都可以解答。题目已经给出了所需要的量，只要求学生写出相应的物理原理（转动
定律和牛顿定律）， 带入求解即可得到答案。同样一个题材，改编（1）换用另一种设
问方式，相对来说则给予了学生更大的思维空间， 题目中已经告诉了实验器材但并没
有告诉学生具体的实验方案，要求学生运用这些器材，自己去探究实验方法，找出恰当
的方案并解决问题， 充分体现了学生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而改
编（2） 则是一道开放程度更加充分的试题。此题完全突破传统， 让学生任意选取器
材，任意设计实验方案，只要能求解所提出的物理问题即可， 其目的在于鼓励学生勤
加思考、开拓思维、开放视野， 使他们的思维不只是局限于已有的知识范围，还可以
向未知的空间发展。学生要想设计出合适的方案，不仅涉及到学习者原有的认知结构，
还要求学习者要以原有的知识经验来理解和建构出新的知识和信息。在科学探究过程
中，自我建构出新的知识往往比从别人那里直接获取新知识更加重要，也更能培养和启
发学生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可以说，改编（2）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性学习能力和
创新能力。
开放性试题有利于培养学生从一个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向一个主动建构者转变，逐渐成为
一个自我控制的学习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性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开放性试题的
出现给传统教学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我们必须抓住这类试题的特点，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体作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不断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
当代的大学生，也应该在老师的适当引导下， 在注重吸纳新知识的同时，尽量使原有
知识储备条理化、结构化、组织化， 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建构知识，并非简单地存储知
识，从而充分体现学生自身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那些能够在学习中不断建
构自身知识体系的大学生才能成为真正善于学习的终身学习者，才能够自我控制学习过
程；同时又具有自我分析和评价能力， 具有反思与批判能力和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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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Toffler）曾经指出：“未来的文盲不再是目不
识丁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如何学习的人”。 [7]在未来社会，学会如何学习是每一个人都
要面对的时代课题，它既是打开终身学习之门的钥匙，也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通行证。
现代教育也把发挥和培养学生的主体性作为一项核心目标，强调了学生是自身生活、学
习和发展的主体，要求学生不仅要学会学习，还要学会研究、学会创新。
基于现代高校教育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学校考试制度应该进行相应的改革，适当改革现
有的考试内容。多设计一些创新、开放性的题目，也可以对原有的传统试题进行适当的
改编，给传统的考试内容注入新的活力，从不同的角度来考查学生的知识结构，启发、
引导学生在解题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独立思考、探究创新的精神，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性。考试内容改革已成为国内高校考试制度改革的重要部分，相信设计、改编出能
够考查学生的创新探究能力的新型试题也将成为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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