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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科考試命題中常見

的問題與困惑 

周兆富 

廣東佛山市教育局教研室 

 

 
摘要：對物理懷有濃厚興趣的學生，伴隨著初中

和高中的學習，對物理的熱情不斷降溫，學生為

什麼對曾經深愛的物理說“不”字？頻繁的考試和

命題者挖空心思出新、難、怪題是讓學生知難而

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題海茫茫的考試中，當學

生成績“飛流直下三千尺”時如何能讓其學好物

理？物理學科考試命題中有哪些常見問題的困

惑？本文章將給您一個參考答案。本文送給教師

的忠告是：少命一些難題，降低一點要求，期望

值的降低必然帶來成績的整體上升。 

 
關鍵詞：考試  命題  問題與困惑 

 

物理是人類與自然界永恆的遭遇，人類

及自然界的一切相互作用和運動規律等所有

現象都與物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對物理

相關問題探究和思考是每個人的天性，想學

好物理是每個人的隱性需求。可是由於教師

命過多的“新、難、怪”題，由於命題與教學

關係的相互矛盾，在教師的一系列熱情和勤

奮的努力之後產生了學生對物理學科的多米

諾現象。任何一套試卷都集中體現了命題者

的追求，反映了命題者發現、分析、判斷問

題的眼光和能力，物理學科考試命題除了在

科學性、靈活性、規範性等方面不斷需要實

質性的改進之外，命題還應當充分落實知識

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

教學目標。但是，我們 關 注到由於命題導致

學生考試成績不斷下降，迫使學生放棄了對

物理的興趣，又是由於命題使教師本身對學

生失去了信心，對自己的教學也失去了信心。 
那麼命題中常見的問題與困惑有哪些？ 

一、曾經對物理充滿熱情的學生，在艱

難的考試過程中失去了學習的興趣 

作為中學的物理老師，您可能會面對一

種難以理解又經常見到的事實，由於物理學

內容與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物理學中

的知識可以解釋生活中的許多現象。對於小

學生來說，在科學課中涉及到一些物理知

識，他們對此感到好奇，在小學生的內心深

處有一種想學好物理的強烈願望。 
許多學生在初二或高一開始學習階段對

物理的學習熱情很高，經過一段時間的學

習，在幾次小型和大型考試構成的組合拳打

擊下，面對自己不斷下降的物理成績，失去

了能學好物理知識的信心，物理那些在他心

中構建的彩虹，變成了一個個面目猙獰的由

難題組成的可怕怪獸，在一個個難題的強烈

打擊下，物理學科成了中學階段他們心目中

最難學的學科之一，這也可能讓他們失去了

對物理學習的興趣。 
教師想通過多次考試和逐漸加大難度來

提升學生的素質，結果往往是事與願違，《道

教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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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經》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

為天下式。”就是說求多必須從求少開始，貪

多反而令人迷惑。聖人深知多與少的辯證關

係，所以探索真理時從最簡單的“一”開始。

小學生有很強的好奇心，這是引發他們對物

理學相關問題進行探索的源動力。由於小學

物理屬於《科學》科的內容之一，對學生要

求並不高，小學生對物理還是很感興趣的。

在初、高中階段物理教師對學生的要求較

高，考試難度大，學生在初中或高中學習物

理過程就出現“多則惑”的現象，學生過多的

“惑”者轉化成物理教學和學生學習之“禍”，

也就造成了小學時對物理充滿熱情學生在

初、高中階段對物理的學習熱情不斷降溫的

現象。 

二、諸多學生對曾經深愛的物理說“不”
的主要原因源於教師命的難題 

作為中學物理教師，您想過是什麼因素

使學生對他們曾經深愛的物理學說“不”的問

題嗎？是課堂的教學中難以聽懂的例題講

解？還是難以做出正確答案的問題呢？是不

斷下降的考試成績？還是題海中不盡的問

題？是越來越遠離現實的教學？還是應對的

各種考試？ 
問題答案是複雜的，其中難題是阻礙學

生學習的最大障礙，當難題少時，可作為攻

關項目進行。當難題太多時，學生生活在困

難的海洋之中舉步艱難，更可悲的是在為克

服一個個困難承受著不斷的、無情的打擊之

後，當成功的欲望不再強烈時，當成功的可

能渺茫時，學生在幾番無奈的拼搏失敗之後

只好選擇放棄。 
如果您是學生，面對下列情景您將如何

應對？教師講的例題太難，聽不懂；教師留

的作業太難，不會做；各類考試題太難，分

數低。學生的心靈是脆弱的，在太多的各類

問題面前，當學生面對更多的聽不懂、不會

做、分太低時，學生會選擇什麼？ 
如 2006 年我國高考文理兩類本科錄

取線有 11 個省市自治區不及格，專科錄取

線有 30 個省市自治區不及格，最低的按百

分制僅 27 分就可以上大專。這說明我們許

多考生是低分上大學的。高考低分數傷害

青少年，無益於素質教育，首先是傷害許

多高校自身和廣大考生，並且嚴重地傷害

著中小學教育教學，沖擊素質教育。難題

可以發現人才，也會埋沒人才，甚至於傷

害大批人才。 

三、命題中過早引入高考（中考）題的

檢測讓學生患上了應試倦怠綜合症   

作為中學物理教師，總是希望您的學生

在本學段的終結性考試（中考或高考）中取

得好的成績，於是，在初二的物理教學中就

出現了一開始就瞄準中考的備考計畫，新課

學習與中考備考同行，從初二到初三學生在

長達二年的新課學習過程中，也進行了長達

兩年的備考，甚至在第一節課就有中考真題

走進了課堂、走進了學生的作業。(編者按：『高

考』係指高中進大學的入學考試;『中考』指初中

進高中的入學考試;『真題』指高考或中考原題) 
例 1(2010 年黃岡中考)小明瞭解到用刻

度尺測物體長度時會有一些因素引起測量誤

差，其中刻度尺的溫度變化也是引起誤差的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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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他想通過實驗研究刻度尺長度隨

溫度變化的情況．(如圖 1) 
(1)小明找來兩把完全相同，長為 20cm 的鋼

尺，一把放在冰箱充分冷凍，一把放在陽

光下長時間曝曬，再將兩把鋼尺互相測

量，結果發現兩把鋼尺的長度幾乎沒有差

異，請寫出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寫出一

條即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他重新設計了如圖所示的裝置研究物體

長度隨溫度變化的情況．裝置中 AB 是粗

細均勻的銅棒，COD 是可繞 O 點轉動的

指針。實驗時，A 端固定不動，指針 C 端

緊靠在銅棒 B 端，當用酒精燈給 AB 加熱

時，小明可以通過觀察________________
分析金屬棒受熱時長度的變化．裝置中指

標設計成 CO 段比 OD 段短，這對實驗現

象起到了________作用． 
(3)請你根據小明的實驗提出一個值得探究

的問題． 
問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考答案： 
(1)兩把鋼尺長度變化太小，簡單的測量工具

無法測量出微小的變化。(其他合理答案亦

可得分) 
(2)指針示數變化(答指針偏轉角度亦可)；放

大 
(3)物體在溫度變化時，物體的長度變化是否

與材料(物體的自身長度、溫度的變化大小

等)有關?(其他合理答案亦可得分) 
點評：本題看起來比較簡單，但實際上

對剛學完熱學初步知識的同學來講，能力要

求是比較高的，除了用到“熱脹冷縮”的知識

外，還要涉及“槓桿”的內容，第（3）問中要

學生提出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應用實例：某校教師在初二“第四章物態

變化”形成性考試命題中用此題考查初二學

生來，教師們都認為此題選的好，能體現新

課標精神，又讓學生提前進入備考狀態，但

考試結果並不理想，更大的問題出現在對試

題的講解過程中，教師想講熱學問題，學生

確在涉及到的“杠杆”問題糾纏不清，教師面

臨是否提前把力學知識交待給學生還是回避

的兩難選擇，學生則面臨的是對“杠杆”原理

不懂時，是選擇放棄還是提前介入的兩難選

擇。 
在高中教師從高一就開始向學生宣傳備

考理念，在學生還沒有對高中物理有真正的

感受時，教師已經把大量的高考真題滲透到

教學之中、例題、作業和試題之中，強烈的

備考思想和對終極高考目標的追求，讓學生

背起沉重的備考包囊進行長達三年的艱苦奮

戰。大考小考皆排名，各類試題都向高考真

題無限逼近，每次學生成績的波動好像都撼

動了學生的終極戰績。初中學生在長達兩

年、高中學生在長達三年如履薄冰、膽戰心

驚的長期備考持久戰中身心疲憊、傷痕累

累，到了衝刺階段，也就是真正中考或高考

到來之時他們已經成了強弩之末，因此許多

人在中考（或高考）中考出的成績並不理想。 
例 2（09 年江蘇高考）如圖 2 所示，以

8m/s 勻速行駛的汽車即將通過路口，綠燈還

有 2s 將熄滅，此時汽車距離停車線 18m。該

車加速時最大加速度大小為 22 m/s ，減速時

最大加速度大小為 25m/s 。此路段允許行駛

的最大速度為12.5m/s ，下列說法中正確的

是(  )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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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如果立即做勻加速運動，在綠燈熄滅前

汽車可能通過停車線 
B．如果立即做勻加速運動，在綠燈熄滅前

通過停車線汽車一定超速 
C．如果立即做勻減速運動，在綠燈熄滅前

汽車一定不能通過停車線 
D．如果距停車線5m 處減速，汽車能停在停

車線處 
【答案】AC 

點評：物體做勻加速直線運動和做勻減

速直線運動的公式有哪些？如果汽車做勻加

速（或勻減速）直線運動，如何利用題目中

的已知條件來算它的位移，然後比較它們的

位移與速度關係。解決這類問題時要用假設

法，對汽車運動的問題一定要注意所求解的

問題是否與實際情況相符。 
【應用實例】某學校高一剛講完高中《物

理》必修一第二章勻變速運動後，教師在命

題時把此題放在章末單元檢測試題之中，教

師們把此題作為簡單題對學生進行考查，相

信考試的結論和教師的預期成績會有很大差

距，於是教師得到了學生成績差的結論。該

命題老師剛從高三調到高一，思維還沒從高

考備考中轉過彎，總覺得這麼淺的題目學生

怎麼可能不會？當您站在初學者的角度思考

會發現，此題難度在於它的綜合性，其知識

涵蓋了勻變速直線運動的所有內容，這種綜

合性強的題對初學物理學生來說難度還是太

大。 

四、物理學習和備考都是一鼓作氣，再

而衰，三而竭 

在《曹劌論戰》中曹劌認為：“作戰是

靠勇氣的。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中學生學習物理也是同樣的道理，當學生

每年、每月、每天都在為終極考試作不斷

竭盡全力的衝鋒時，就會出現“一鼓作氣，

再而衰，三而竭”的現象，力竭如何能考取好

的成績，心竭則永遠不能考出好的成績。 
在中學物理學習階段，在教師命題過程

中過分的多次強調中考和高考這個終極目

標，在學生每次考試全力以赴的情況下，命

題時中考、高考題的反復出現就如我們過去

聽過的“狼來了”的寓言一樣，喜歡撒謊的孩

子每次都以“狼來了”虛擬事實讓村民來救

他，當狼真的來了時，面對真實危險讓村民

感到還是虛擬實事，結果為孩子帶來的是悲

劇。如果教師在命題過程中總是用中考、高

考題或仿真中考、高考命題來演繹狼來了的

故事，到真的中考、高考那一天到來之時情

況可能並不會太樂觀。 

五、太多經典題、創新題組合並不是真

正優秀的試卷 

命題老師總想出一些優質的試題並希望

學生在應試中考出良好的成績。伴隨著網路

的海量資訊而來的茫茫題海，命題已經脫離

了剪刀加漿糊的原始狀態，走進了剪切複製

時代，原創題也如同雨後春筍般不斷出現，

命一套題並不是難事，問題是如何對試卷進

行評價？什麼樣的試卷是最好的？ 
許多命題者忽視對基礎的考查，對試題

的評價從有無好題入手，試卷講求知識的銜

接性、連續性和綜合性，過分追求新穎性和

綜合性，經常選用各地有代表性的經典題、

難題，整套試題給人的感覺是精彩紛呈、亮

點頻多，綜合性強。各類考試，特別是在形

成性測驗考試中經常選一些難度較大、各

板塊的綜合性經典題。這種由許多題都是

經典題、創新題和難題組合成一張試卷不

利於學生知識的形成和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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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素質教育和課程改革的背景下，許多

教師成為把“創新”題作為落實教學改革唯一

目標的狂熱者，他們簡單的否認傳統的題，

強烈追求創新題，在網上、在資料中、在茫

茫的題海中尋找到沒有見地的新題，看到沒

見過的創新題就高興、就介紹給學生做，甚

至是用新題去考學生。個別教師在尋求新題

的剌激中忘記了物理的核心問題，在一種新

的浮華之中讓學生把對物理核心的、本質內

容的追求變為一種追名逐利的平庸者。 
例 3（2007 廣東高考）如圖 3 所示，沿

水準方向放置一條平直光滑槽，它垂直穿過

開有小孔的兩平行薄板，板相距 3.5L。槽內

有兩個質量均為 m 的小球 A 和 B，球 A 帶電

量為+2q，球 B 帶電量為-3q，兩球由長為 2L
的輕杆相連，組成一帶電系統。最初 A 和 B
分別靜止于左板的兩側，離板的距離均為

L。若視小球為質點，不計輕杆的品質，在

兩板間加上與槽平行向右的勻強電場 E 後

（設槽和輕杆由特殊絕緣材料製成，不影響

電場的分佈），求： 
(1)球 B 剛進入電場時，帶電系統的速度大

小； 
(2)帶電系統從開始運動到速度第一次為零

所需的時間及球 A 相對右板的位置。（難

度：較難） 

(1)
m
qELv 2=   

(2)A 在右板右邊 L/6 處時速度第一次為零。 

圖 3 

點評：本題通過一個特殊的連接體巧妙

的設置了全新的物理情景，即一個球或兩個

球分別在電場中引起系統受力情況和加速度

的變化，本題在難度上進行了分層，體現了

難中有易、由淺入深出的新理念，保證了此

題既有難度，又有區分度，此類命題模式也

成為後來高考命題的主流。 
2007 年廣東高考物理題從情景到提供

資訊的方式、從考查的知識點到所涉及的

物理過程等方面看，每題都有獨特的創新

性，是落實新課標的方面經典的好題，由

於過多創新和難題的集體亮相，讓學生感

到無所適從，學生成績普遍偏低成了自然

的現象。考生在一系列高難度的精彩組合

拳的打擊下導致後來幾年考生對物理不得

不說想說愛您不容易。 

六、在形成性測檢中把命題和教學 
割裂開來 

(一)頻繁的考試給學生帶來了什麼 

在日常教學活動中，教師和學生經常報

怨學校考試過多影響正常的教學，更有甚者

把教學和考試看成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

從而導致考試越多，學生成績越差的現象出

現，在頻繁的考試過程中使尖子生失去了信

心和優勢，差生放棄了對物理的學習。考試

不但沒有成為學生提高成績的催化劑，反而

變成提升成績的最大阻力。 

(二)“嚴格、公正”的命題和形成性考試 

所謂形成性考試主要是指在新課教學過

程中進行的小型考試，如周練、月考、期中

考試或期末考試。在這些考試中往往出現考

試目的錯位的現象，學校管理者把考試的目

的定位為對學生進行成績排隊，對教師進行

3.5L 
固定底座

-3q +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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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的依據，教師也把目光盯住學生成績。

為了保證這些考試的所謂“公平性”，學校自

己組織命題的方法多為年級互換命題。這樣

做的好處是保密性好，可信度高，以便公正

地形成性測檢，從而推動教育教學工作。但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於命題老師對教學的

實際情況不瞭解，命題定位不準，從而導致

教學與考試嚴重脫節，教師上課時經常講應

當考的沒有考，教師因此在學生內心深處的

地位大大降低，學生因為教師講的都不考，

考的教師又沒有講，在內心產生了上課認真

聽講也不能提高學習成績的印象。這種“嚴

格、公正”的命題方式似乎對教學的評價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但對教學更多的是負面作

用。由於這種相對獨立的命題方式使考試與

教學產生了很大的差距。 

(三)考試是對教學效果和學習情況的雙向 
考查 

形成性考試的目的應當定位在通過教學

讓學生形成知識體系，通過學生掌握的知識

體系去解決問題。也就是說這種考試和教學

的目的都是讓學生形成性的，這種形成包括

知識、能力、思維和解決問題的方法等，通

過考試瞭解學生在知識形成過程中出現的問

題，而這些問題的發現必須通過對考試回饋

資訊的分析才能真正得到。在資訊的回饋中

教師會看到學生在哪些方面欠缺，是知識點

掌握不牢？還是應試經驗不足？是應變能力

差？還是出現了非智力因素而導致的失分現

象等等。由於命題教師和課堂教學的教師相

剝離，命題教師不會去思考課堂教學的教師

想知道什麼內容，課堂教學的教師也不去思

考命題者的命題動態，於是，課堂教學的教

師對於學生的通過考試得到的回饋資訊不夠

重視，從而導致考試與教學的對立，雙方互

不相干。 

七、考試命題對學習導向的作用的缺失 

(一)由命題重點不突出和多重點的考試引發

的錯誤導向 

教師在命題過程中首先應當明確該份試

卷測試的目的和重點，是單元測試、還是綜

合測試，是形成性評價還是終結性評價。在

命題時既要能突出重點又要注意擴大覆蓋

面，注意點與面的結合。如果是單元測試，

重點就應放在本單元所復習的內容上，把這

些內容滲透到本單元的測試試題中來，這樣

也可以把即將復習到的內容適量體現出來。

但有些教師未能把握好這一點，在單元測試

選題中僅僅出現了少數幾條，而出了一份像

綜合測試那樣的試卷。考試的目的主次顛

倒。整張試卷到處是重點，當一套試卷重點

太多時，就說明沒有重點。 
例 4（2011 年天津高考）如圖 4 所示，

圓管構成的半圓形豎直軌道固定在水準地面

上，軌道半徑為 R，MN 為直徑且與水平面

垂直，直徑略小於圓管內徑的小球 A 以某一

初速度衝進軌道，到達半圓軌道最高點 M 時

與靜止於該處的質量與 A 相同的小球 B 發生

碰撞，碰後兩球粘在一起飛出軌道，落地點

距 N 為 2R。重力加速度為 g，忽略圓管內徑，

空氣阻力及各處摩擦均不計，求： 
(1)粘合後的兩球從飛出軌道到落地的時間

t； 
(2)小球 A 沖進軌道時速度 v 的大小。 

答案：（1）
g
Rt 2=  （2） gRv 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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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點評：本題涉及到自由落體運動規律、

平拋運動、動量守恆定律、機械能守恆定律

等知識，在高考命題中可以考查多個知識點

和多種能力。但在形成性教學過程中，如在

機械能新課學習過程中或動量守恆過程中階

段形成性考試中把本題完整的呈現給學生，

此題就會對學生的復習起到誤導作用，學生

不知該把那部分知識作為重點進行復習，也

就是說同樣的題在不同情況下使用效果是不

同的，這需要命題者認真思考一下。 
在形成性考試中命題的目的是讓學生通

過考試鞏固知識、學會方法、提高能力，要

實現這些目的必須重點突出，這樣學生才能

通過形成性考試得到提升。學生本來應當在

形成性考試中有所收穫，但是，當一套重點

不突出的試卷，當一套沒有重點或重點太多

的試卷擺到學生面前時，學生在完成試卷後

反思，他們學到了什麼？有什麼體會時，學

生會感到苦悶的，他們也知道“花開堪折直須

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的道理，問題是無花

可折時如何去折，百花齊放、群芳爭豔時，

該折那朵花才對？這就是沒有處理好命題重

點給教師和學生、給教學和學習帶來的無限

煩惱。 

二、把考試作為評價唯一標準的命題對

教學的錯誤導向 

考試是教育評價的工具和手段，考試即

是測量應試者知識與能力，素質和潛力的量

尺，也是對教育現象進行量化的認識的一種

事實判斷。在形成性測檢考試過程中，更重

要的是通過考試發現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出現

的問題，通過考試對學生的進一步學習進行

指導，由於我們許多學校過分強調考試的評

價功能，不論是大考還是小考，都把對考試

成績和資料分析作為重點，把每次考試的成

績都作為對教與學師生進行評價的重點，考

試與評價的關係上存在認識不清、相互混淆

的問題，不能區分考試和評價的不同功能和

不同的操作方法，其主要傾向是以考試代替

教育評價。由於考試被簡單、機械、錯誤地

使用到評價上來，這就導致在命題過程中存

在著只注重對知識的全面考查，不關心學生

的學習情況，只想著如何考查知識的重點和

難點，不去關心如何通過考試引導學生進一

步學習，甚至個別教師在命題過程中有意回

避學生近期學習的重點內容，這對學生的進

一步學生相對不利。 
總之，命題是考試的前奏，命題不但能

決定了學生的考試成績，還對教學和學生的

學習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作為命題者要時刻

注意，您選擇的每一道題即對學生的學習情

況有考查作用，對他們的未來學習有指導作

用。您的命題是未來教學的無形的指揮棒，

如何讓您的指揮更加科學？如何成為一個高

明的指揮家？請從走出命題的誤區開始，通

過您的命題讓學生在物理的世界裏走向成功

之路。 
 

*編者按：本文原刊登於北京師範大學主辦之

《高中數理化》雜誌 2011 年 8 月上，經作者

及有關方面同意，本刊特予轉載，謹對作者

及《高中數理化》雜誌表示感謝。期以此增

進兩岸高中物理教學之相互瞭解與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