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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物理以
情境素材为载体，以
促进物理素养养成为目
标，考查学生应用物理知识综合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为服务选才提供科学依据。
绝大多数学校在高三上学期已完成第一轮复
习，这学期最后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物理学科
如何结合模拟考试做好复习备考，笔者有五点建议。

以高考真题为研究对象，总结情境规律

高考试卷是在评价体系指导下的科学规范命题的
典范，它反映出命题人对考试内容的深思熟虑、对设问
和答案的精准展示、对学生水平的客观判断。研究近
年来每个考点出现的频率，找出其命题规律，可以准确
把握命题趋势，实现备考与高考的“无缝对接”。

情境是学科评价的载体，也是学科育人的载体。
情境化的高考题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生活实践问题
情境，如：①大自然中与物理相关的现象，突出勇于探
究、追求真理的精神，如地球上的极光，雨后虹、霓现
象；②与生产生活紧密联系的物理问题，突出劳动育人
功能，如广东卷第1题（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选例试
题均为2022年高考题）以制作豆腐的石磨为素材、浙
江卷第10题以晒衣架为素材；③与国家重大科技工程
联系的物理问题，增强民族自信心，如山东卷第6题的
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广东
卷第2题“祝融号”火星车、湖北卷第1题的我国科学
家王淦昌首先提出证明中微子存在实验方案。二是学
习探索问题情境，如：①物理学史情境，如湖南卷第1
题的“波粒二象性”“卢瑟福的核式结构和玻尔的原子
理论”，河北卷第4题的密立根第一次测定普朗克常量
h的光电效应实验；②课程标准和教材的典型案例，如
全国甲卷第17题通过放射性元素的衰变创设计算尚
未衰变原子核总数的学习情境；③科学探究情境，如
2021年江苏卷第15题的回旋加速器模型。

以模考试卷为研究对象，发现问题根源

模考试卷大多以往年高考题或其命题思路为参
考，比较接近高考。一模侧重知识的全面性，目的是检
验一轮的复习效果；二模、三模的考查更具综合性，在
命题形式上更接近高考；三模又相对简单些，以助长士
气，帮助学生保持良好心态。根据模考暴露的问题进
行教学诊断，可以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查漏补缺。

模考分析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一是审题不清，读
不懂题意；二是不清楚物理概念、规律的内涵和物理规
律的适用范围；三是不能理解图像或公式代表的物理
意义，解题时乱套用公式；四是不能有效挖掘题目隐含
条件；五是思维定式导致受其他知识干扰或缺乏解题
方法；六是不能区分相似题型的异同，解题时“套用熟
题出错”；七是运算不过关，出现计算错误。模考试卷
评讲时要回归课本，注重细节，回顾梳理知识网络。同
时，要发挥网络阅卷优势，查找失分的真正原因，对易
错点要反复抓、抓反复，真正让易错点变成得分点。

每次模考都有原创题，辨识模型、构建模型是关键一
步，也是培养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极好机会。教师要帮
助学生从题目中提取关键信息，厘清物理过程，找出与已
有知识的关联，实现从“解题”向“解决问题”的转变。

以学案编写为研究对象，把控试题“四度”

二轮专题复习，宜以高频考点和力学、电磁学等重点知识板块为主，关注难
点和薄弱点，组合成“平衡专题”“恒力作用下的直线运动”“变力作用下的直线
运动”“恒力作用下的曲线运动”“动量和能量”等专题。比如，“平衡专题”的
重点是三力平衡，首先要理解各种性质的力，掌握物体平衡的条件，学会用矢量
三角形解决平衡问题，掌握平衡中的动态分析方法、临界与极值问题，以及电
场、磁场、电磁感应及复合场中的平衡问题。从多角度、多途径分析解决平衡问
题，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分析解决综合问题的能力。教师的学案编写要注意
基础性、全面性、综合性和创新性，把握好难度、效度、信度和区分度，将高频
考点、重要知识点及学生易错点有机整合，打破章节限制，连成线、铺成面、织
成网，将知识系统化。必要时还可以设置微专题，如“恒力作用下的直线运动”
中加入“等时圆问题”“牛顿运动定律中的轻质问题（轻板、轻小车等）”。

以实验探究为研究对象，拓展解题思路

高考物理实验探究题多从实验器材的选取、实验方案的设计、实验数据的处
理、误差的分析等方面考查。如全国乙卷第23题探究待测电阻伏安特性，考查考
生设计电路、连接实验电路图、处理实验数据等多种实验能力。实验题的情境比较
新颖，全国甲卷第22题测量微安表内阻，考查考生创新性地解决题目中没有提供
电压表的难题；河北卷第11题验证系统机械能守恒定律，要求考生结合利用计算
机软件得到的弹簧弹性势能减少量、钩码的机械能增加量分别与钩码上升高度h
的关系图像进行误差分析。有时还借助手机、传感器等现代工具创设情境，如江苏
卷第11题，考查学科关键能力。

实验专题复习既可以依据“原理”破“实验”，也可以依据“实验”析“原理”。如利
用“探究匀变速直线运动实验装置”来测定动摩擦因素，可以从“平衡”“动力学”和

“功能关系”方向来设计实验方案。浙江卷第17题要求用同一套实验器材完成“探
究小车速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探究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系”等实验，并创新性地
要求只用一只弹簧测力计设计实验方案。应该说，实验题对学生能力要求很高，考
查也很细，需要学生亲自到实验室动手操作，培养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答题策略为研究对象，强化应试指导

高考能否完美收官，答题策略也很重要。一是要合理分配答题时间和精力，根
据高考的题量和时间来进行限时训练，帮助学生掌握考试节奏，提高运算速度，养
成良好的应试习惯。二是要加强审题、解题指导，帮助学生快速识别试题考查的知
识点，学会挖掘隐含信息，确立解题模型。三是要加强答题规范的训练。快速找到
得分点是阅卷老师评卷工作的重心，因此，清晰准确地将得分点呈现给阅卷老师，
是这个阶段训练的主要任务。教师平时阅卷关注的是学生错在哪儿、怎么错的，而
高考阅卷更重效率，考前训练时不仅要解答结果正确，过程也要简洁而清晰，力求
与命题教师、阅卷教师的思维同步。

高考是一场综合实力的较量，考生的心态也很重要。必要的心理暗示，可以提
振信心、缓解压力、激发潜能。只有用积极、平和的心态复习备考，不断总结提升，
才能在高考中稳操胜券。

（作者系江苏省海安中学物理备课组长、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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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高三上学期一轮复习，学生系统地温
习了每一章节知识点，初步构建了知识体系；
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知识的系统性和条理性
有待提高，重点、薄弱知识有待强化，提取陌
生情境下的有效信息并关联所学知识能力不
足，细节和规范的落实不够，等等。这些问题
大部分不是需要具体评讲的知识点，但都需要
教师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因材施教继续给予
有效指导。而此时部分教师认为，要讲的、要
注意的地方早在一轮复习中强调过了，现在没
有什么新鲜内容可再复习了，学生多做题就可
以了。课堂上师生难以产生共鸣，必将导致复
习的盲目性，达不到理想效果。

如何在最后3个月左右的时间更加合理地
统筹规划复习任务，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以下
笔者结合所在学校的备考策略与大家交流分
享。

深研课标和高考真题，提高日
常命题讲题做题质量

高三中后期的复习，一般会通过模拟考试
及大量做题检验复习效果。教师只有深入、反
复研读《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和《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深
刻理解高考命题思想和考查目的，在日常教学
的组织和习题讲评时，才能站在命题者的角度
探寻命题意图，发挥出模拟考试试题的学科价
值和育人价值，从而在练习中扩展学生对学科
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提升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复习过程中，师生应反复品味高考试题和

评分细则，认真研究历年高考真题，发现命题
轨迹，从而把握试题的方向和难度。笔者所在
学校的做法是：

教师反复做。在襄阳四中，除了教师个人
的学习，备课组前后组织做过三遍高考题。每
次备课会都请两位教师，就高考题中的某一个
板块或者方向作发言分享，尽量做到“全”

“细”，包括地方卷和全国卷的整体风格，同一
考查点不同省份考法的总结，具体题型内题
量、考查点的分析，高中教师命题和大学教授
命题模式的对比，等等。

学生反复做。一轮复习时分散到各章节
做，二轮复习时微专题再做，部分学生还进行
了限时高考套题训练，同时印发评分标准以方
便学生对比反思。很明显，学生做一遍和做三
遍的感受完全不同。有些题目学生明明知道做
过，可再做时还是会犯相同的错误，这给学生的
心理震撼很大，查找问题不足的动力也更强。

因材施教，精耕细作，深入挖
掘每名学生的潜力

要分层教学，因材施教，确保不同水平学
生各有所得。不同学生对相同知识的理解认识
水平是不一样的。襄阳四中根据高二期末的实
际教学情况，对高三下学期的备考实施分层教
学。一是复习资料分层，提高备考效率。二轮
复习时间紧张，训练的侧重点不同。基础较好
的学生薄弱点较少，采用微专题形式自编训练
题进行强化，这就要求教师对学生有充分的了
解，其他班级则依据资料侧重进行主干知识的
训练，大胆舍弃过难点、生僻点。二是错题回

炉分层。以解析填空的方式复盘错题原题，全
年级认真落实，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选做，同
时对错题进行变式改编，编入信息卷，基础较
好的学生再测试强化，其他班级学生选做。

提前谋划，统筹安排，明确每一阶段的复
习重点，做到心中有数不慌乱。整个高三下学
期备考，学校始终坚持提前谋划：日常教学提
前发布不同层次班级周计划，便于教师做好各
自班级教学的日计划；详细划分每位教师5月
备考任务，落实到人到天，清晰明确；每个班
级都依据“统一格式”，展示“最后35天班级
安排”；临考前10天，提升特优生备考自主空
间，“规定动作”外留有弹性时间。

锤炼思维，提升能力，规范表
达，力争颗粒归仓

中学阶段化学知识是由宏观表征、微观表
征、化学语言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它们
承载化学知识系统，构成中学生化学思维的内
容。化学思维方法主要包括分析与综合、演绎
与归纳、比较与归类、抽象与概括、系统化与
具体化等。化学思维品质特征包含深刻性、灵
活性、独创性、批判性和敏捷性五个方面。

高考命题聚焦关键能力考查，加强试题情
境化设计，加大学以致用和活学活用的结合力
度，从日常生活、生产实践、科学研究中广泛
选材，创设情境，考查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命题中更加注重考查思维过程，增强
试题的开放程度和创新性，鼓励学生运用创造
性、发散性思维、多角度分析解决问题，激发学
生创新意识，引导改变追求唯一标准答案、总结
答题套路等固化的备考模式。根据高考命题改
革的这些方向，高三中后期，教师在有限的课堂
评讲中，仅仅就题讲题肯定是不行的，还需要思
考试题命制所考查的思维能力要求，深入挖掘
学生错误的原因，有目的地培养学生良好的思
维方式，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通过分析近几年全国及新课标高考化
学卷的试题发现，实验步骤的补充、实验结果
及结论的评价、实验设计思路的叙述、有关问
题的原因或理由表述，这些方面的题目所占的
比重有逐年加大的趋势，其导向是让学生“会
说化学话”。这同样要求教师在平时的教学及
备考复习中，既重视规范表达需要的“固定模
式+遣词造句”，又要关注学生准确表达的“潜
功夫”，即清晰记忆下的化学思维品质，二者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总之，高三中后期备考的高效复习，应该
针对学生薄弱知识体系制定复习策略，尽量分
层次教学，侧重培养学生的化学思维，使学生
对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将必备知识内化为关
键能力，从而在高考中游刃有余。

（作者系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化学组骨
干教师）

化学：精耕细作 锤炼思维 内化能力
陈建茹 蒋华

生物学有本学科丰富的知识体系，也有生
物学特有的思想方法体系。通过一轮和二轮复
习，大部分学生已初步梳理了各模块知识，基
本形成了高中生物学的知识框架和体系。但是
前面两轮复习可能还没实现知识的全覆盖，特
别是一些低频考点学生还掌握得不够，形成一
定知识漏洞；部分重难点知识点学生还没完全
消化和内化，对这些知识的迁移运用还不够熟
练。因此，需要在三轮复习中再次瞄准易错目
标、知识漏洞和重难点内容，制订精细化复习
计划，进一步细化知识体系，强化知识的综合
运用，学会知识的横向迁移，提升生物学科核
心素养，最终提高三轮复习效率和质量。

查漏补缺，细化知识体系

高中生物学的新教材共有2个必修模块和
3个选择性必修模块，5个模块中共需要学生
掌握10个大概念、21个重要概念、120个次
位概念。三轮复习阶段，教师一方面需要根据
历次学科诊断，对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进行梳
理统计，形成各模块的知识点漏洞清单。要让
学生对这些知识再次充分内化迁移，引导学生
以10个大概念为核心，进一步将每个大概念
相关的重要概念和次位概念系统化与条理化，
细化以大概念为核心的知识框架图。

另一方面，教师还要让学生学会厘清知识
的内在联系，再次指导学生将重要的、相近有
联系的知识内容进行比较，多角度深层次理解
重难点知识，做到纲举目张，理顺知识间的逻
辑关系，从而能在具体情境中熟练运用生物学
知识。为提高复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轮复

习阶段还可以针对知识盲点进行补漏式训练，
全面夯实知识基础。

重视概念，深化概念理解

生物学科的一些重要概念既是生物学知识
体系建构的基石，是学生把握生物学知识之间
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也是生物学试题的命题
材料之一，是实现有效教学的重要途径。三
轮复习阶段，我们既要引导学生对重要概念
能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通过概念辨
析、列表比较或是非判断等方式充分理解相
似概念，区别各概念的本质属性，明确其相
似性和差异性及其适用范围，厘清概念间的
关系，从而深化对重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
理解。另外还需要在具体的生活情境、生产
实践情境中运用相关概念进行解释和分析，
在具体的试题情境中运用和辨析，以文字、
图表等各种形式呈现重要概念，最终达到对
概念的熟能生巧。

指导方法，重视答题规范

三轮复习还要加强一些重点题型的审题和
解题方法指导。审题是解题的基础，审题正
确，条分缕析，所向披靡；审题失误，南辕北
辙，满盘皆输。在三轮复习的每次习题讲评课
中，一要强化学生认真审题的意识，指导学生
养成认真审题的习惯，提高解题的准确性；二
要指导学生掌握审题技巧，如先粗读了解题干
所述内容的大体轮廓，再逐字逐句细读弄清题
中的已知、未知、设问等相关条件，最后选读

排除题目中的干扰条件，挖掘出隐含条件，找出
各相关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再确定选择题的
正确选项或组织非选择题的答案。

三轮复习有必要再强化答题规范的指导，减
少答题的非知识性错误，如学生在回答非选择题
时常出现答非所问、回答内容条理不清、专业术
语用词不当、专业术语出现错别字、问题回答不
全、专业符号出错、非选择题答题出界、整卷字
迹不清等答题规范方面的问题，教师要通过加强
答题规范的细节指导，减少每名学生的非知识性
失分，解决好“会而不对，对而不全”的问题。

专题训练，强化知识迁移

针对审题和解题能力的提升，三轮复习阶段
还可安排一定时间进行专题训练，如针对审题能
力的专题训练，提高审题的准确性；安排读图读
表专项训练，提升学生的信息获取能力；进行读
题专题训练，提升学生的阅读速度；进行解题方
法的专题训练，提高解题技能；进行规范表达训
练，提升遗传图解、实验方案设计等书写规范
性；进行解题速度的专题训练，如选择题和非选
择题的限时训练，提升解题速度等。通过不同形
式的专项训练，强化生物学知识的迁移应用，提
高知识综合运用能力，形成解决问题的关键能力
和必备品格。

总之，生物学科的三轮复习，不能简单地以
知识的“炒冷饭”式机械复习而匆匆完成，要充分
体现复习的精细化、实战化特点，提高复习效率，
最终实现每名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衢州市教育局教研室副
主任、高中生物教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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