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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理科生来说，“刷题”是再自然
不过的一个习惯或动作。 有人觉得，平
时“刷” 的题高考时基本不会考到，那
“刷”题的意义何在呢？ 其实，这主要还
是出于多数理科科目的特殊性：很多时
候我们并不是理解了规律所以能“做出
题了”，而是“做着做着”才真正理解了
规律，最终成为自己的能力。 这里我就
和大家聊聊自己在物理方面的“刷题”
心得。

众多周知，物理解题步骤大概分为
审题、分析、列式和计算。首先要认真审
题。 这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技能。
物理考题千变万化，但本质上，还是基
础的定义、定律和物理现象，通过逻辑
和数学工具进行有机结合，找到物理现
象之间的联系。 所以认真审题，把题目
的出题目的从字里行间找出来，看看这
道题考察的知识点是什么？题目是怎么
把这些知识点隐藏在字里行间的？

其次就是关键环节———分析，如静
力学和动力学中整体法、隔离法怎么灵
活运用；怎样去做定性分析；运动学、电
磁感应问题中什么时候用什么公式，等
等。 要做好这一环节，我建议大家首先
要弄清楚物理的过程，即要对题目中力
的产生及变化等过程一清二楚。 因此，
在这一步，画图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有
的画草图就可以了， 有的要画精确图，
以显示几何关系。画图能够变抽象思维
为形象思维，从而使你能更精确地掌握
物理过程。 以比较经典的“斜面上的小
球”一题为例，斜面上有一小车，车内用
细绳悬挂一小球，若小车从静止开始沿
斜面匀加速下滑，稳定后，求悬线的拉
力和车轮与斜面间的摩擦力的关系。我
们用简单图形表示出来，就很容易看出
问题中涉及到的悬线的拉力是两个物
体之间的力， 因而必定要用到隔离法；
然而单纯对小车分析，摩擦力随加速度

改变时，悬线的偏角、悬线上的拉力都
在改变， 而对小球则完全不涉及摩擦
力，这时我们就想到整体法可以避免考
虑变化的角度和拉力，于是就可将车和
球当作一个整体进行分析。

至于列式和计算，就是考验你的细
心程度和心态了。 特别是计算，因为它
直接影响你的解题是否完整，即能否顺
利流畅地完成此题并踩到包括最后结
果在内的每一个得分点。 书写也是这
样， 书写包括了字迹和排版两个部分，
清楚的字迹和板书可以使你的解题逻
辑更清晰，当出现问题时，也更容易回
过头来检查，这一点我们可以平时多去
看看参考答案的板书。

最后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做完题以
后一定要好好“复盘”，也就是做总结与
整理。 光做题不整理，你的记性到底是
有多好？ 其实只要想想，每次卷子发下
来， 有多少错题老师没有在课堂上讲
过？ 又有多少错题是一错再错？ 我们常
常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听了一
遍就掌握了，错过一次以后就不会再错
了。 可再次考试的时候，考点还是那个
考点， 考题稍稍变换一下就又不会了。
说到底还是相关知识点没有搞扎实，没
有彻底吃透。 所以，要对做过的题目进
行“复盘”，总结为什么会出现错误，把
错误原因、解决办法、自己的经验和教
训都记录在一个固定的本子上。总结得
多了，你能很快发现题目要考察的知识
点之间有什么关联，哪些知识点会在题
目中经常结伴出现。 对了，总结本最好
能定期翻看。 在回头看的过程中，如果
有新的感悟也要记录下来。

正如老师说的，“好习惯一定要好
好坚持和巩固，以后再碰到类似的题目
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就能动笔，最终
得到正确答案，说明这道题完全被你消
化了。 ”一起加油吧！

一枚纽扣的眼里见证了社会的进
步，一枚纽扣的心里洋溢着祖国的幸福，
一枚纽扣的口里阐述了时代的蜕变。 这
一枚纽扣传递了我心中的中国梦。

———题记
我是一枚纽扣。 一枚出生在军装上

的纽扣，然而我绝不平凡。眼前的画面还
在继续，声音依旧响亮，鲜血仍在流淌。
多么悲壮的画面，多么豪情的声音。 我陪
同我的主人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浴
血奋战，那种激情无法用语言形容，我亲
眼目睹了战场上的无情， 那种杀戮灭绝
人性，我尝试过鲜血的味道，那种血腥味
令人呛鼻。 虽然我仅仅是一枚小小的纽
扣，然而我却有一个大大的梦想，什么时
候硝烟四起的世界能重回和平的怀抱？
但愿我的梦想不是空想吧！

我的主人很不幸的死在了战场。“愿

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我要
完成他的夙愿。 我拼尽全身的力气挣脱
线儿兄弟的挽留，我说我要去远方，完成
主人的愿望。 我滚动着自己的身体，纵使
我已伤痕累累。 我滚得累极了，一不小心
便在一家农户前睡着了。 一睡就不知是
多久了。

“哎呦，好痛。 ”不知道谁踩在了我
身上，全身剧烈地痛着。 那个人似乎也
察觉到了他踩到了什么东西。 他小心翼
翼地拾起了我， 像发现新大陆那样惊
喜。 这是个生得眉清目秀的小男孩，可
他的脸上却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伤。 他
兴高采烈地朝里屋边跑边喊道：“娘，我
拣到了一粒纽扣哦，你可以把我那件有
点破的衣服补上了。 ”那个中年妇女听
到了说：“看把你高兴的，来，娘给你补
上。 ”“好。 ”小男孩高高兴兴地把衣服给

他娘。 我又回到线儿兄弟
的怀抱里。 此刻我才恍然
大悟， 我现在身在一个非
常贫寒的家庭里。 我天天
陪同我的新主人， 下地干
活。 本应坐在明亮的教室
读书的年纪却要终日顶着
炎炎烈日干活， 大概是家
里太穷了吧。 这里没有战争的硝烟，然
而贫穷的日子仍然压得他们喘不上气，
连对未来的憧憬也是奢望。 我想我仅仅
是完成了旧主人的一半愿望吧，毕竟幸
福还没来敲门。

我决定再次去寻找自己的梦想，完
成两个主人的共同夙愿。 我独自在路上
漫无目的地滚动着， 我不知道前方是一
片光明还是万丈深渊。 正当我想得投入
的时候，我一不小心掉进了一条小河里，
乱石的撞击把我弄晕了。

“看，这枚纽扣好有个性哦，看得出
来年代很久了，看来这纽扣不简单啊。 ”

“是啊， 我想它的背后一定有故事吧
……”我被这嘈杂的声音吵醒了，伸下懒
腰，睁开眼一看。 嗬，好宽敞明亮的房间
啊，富丽堂皇的装潢，面前的人们也都喜

气洋洋地盯着我讨论纷纷。 我环顾四周，
这是怎么了？ 在我身边的都是一些年代
悠久的珍物。我难道在博物馆？那这是什
么年代啊？ 我实在是想不通，便静下心来
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我终于明白了，这是
21 世纪， 现在我们的祖国已经国泰民安
了。我长吁一口气，我终于完成两位主人
的夙愿了， 现在我的主人是全世界的人
们。 我身边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不平
凡的一枚纽扣。 每天前来参观的人们络
绎不绝， 他们静静地听着讲解员讲述关
于我的一切，那些陌生而又熟悉的事情，
我舒心地笑了。

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我要告诉全
世界的人们，一枚纽扣坎坷多变的命运，
让他们更加幸福地坚定未来的梦想。

指导老师 高红梅

多年以后， 我仍旧会
想起许多年前和家人一起
去法门寺见识铜钟的那个
下午。 一家人在人群中缓
缓移动，人流熙熙攘攘，互
相推搡。这些人，彼此之间
原本是处于不同磁场中毫
无关系的微粒子， 被一种
不可名状的力量牵引到一
起， 不以共同利益为出发
点， 却以共同目标位为目
的地， 从物质世界的角度
看上去， 真是难以用科学
规律解释，让人觉得荒诞而无理。

但是后来，我慢慢明白：也许，他们
来这儿并非为“利”，而是使人“向美而
生”的品格———德义。

德不处其厚，无足以正根本。我们每
一个人都处在社会生活之中， 为了自己
的生计而奔波忙碌。 因为个体理想的不
同，每一个人的利益追求也大相径庭。

单从心理学上来讲：“每个人都是趋
利的”。 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吵闹、争
斗、血腥……应该是生活的主流。 但是，
事实并非如此。国家与社会平稳运行，人
民生活井然有序。 现实的平衡性与理论
的非平衡性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何也？

笔者以为， 其原因有二： 法律与道
德。一方面，法律的设定为个人的行为规
范提供了统一的道德标准， 使每一个人
不做不该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品德的存
在为个人的为人处世设定了“仁义礼智”
的风骨，使每一个人去做应该做的事情，
二者相辅相成。 建立在法律之上的道德
规范与个人内心的品德要求， 令不同的
利益归属的存在并行不悖， 彼此间相互
妥协谦让， 在无形之中达到德与义的精

神追求。
孔子在《论语》中曾经

说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
譬， 可谓仁之方也已。 ”因
此，仁的实践包含了为人着
想，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德
与义。它往往成为每个人立
身处世的起点，以德义成其
根本， 将仁义付诸于实践，
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之方
也已”。

这让我想起了“感动中
国”中的信义兄弟：孙东林、孙水林。 20
年中，他们不曾欠过工人一分工钱，为了
能按时结算甚至搭上了哥哥孙东林的性
命。 他们为良心奔波，为尊严承诺，在中
华大地上进行了一场悲情的接力， 雪地
里的好兄弟只剩下了弟弟一个。 雪落无
声，但情义打在地上铿锵有力。

不遵德义，必致咎焉。个体本着自己
的原则与标准生活， 由于个人目标的不
同而在前进道路上产生碰撞， 彼此之间
不可避免地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摩擦与矛
盾。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能有效
地将矛盾减小甚至化解， 这在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人与人之间独有的缓冲地
带———德义。 它可以为相互信任提供基
础，“天下大同”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 君子小人分
道而立，人必言信。

公民只有生活在一个讲道德的国
家，才有幸福生活的可能；个体只有生活
在一个讲道德的环境， 才有安居乐业的
资本。品德的存在是一切前提之大前提，
有了“德”这个因，才有派生出来“义”的
果。

一枚纽扣的 诉说
岳阳县第一中学 1607 班 喻锦澜

向“德”而生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16 级基地班 刘柯利

勤于“复盘”，物理不难
衡阳市第一中学高三 505 班 罗凌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