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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发热议的“神题”
近年来，许多中小学校的考试试题

变得越来越神，其答案更是让人纷纷吐
槽。 许多博士、硕士父母看过题目后，也
感到无所适从。 于是，这类题目便被无
奈的网友们冠以一个专有名词———“神
题”。

“神题”的最大特点是打破传统的
出题方式或者思维模式，在考察学生理
解能力的基础之上，还考察了学生综合
运用知识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 相比传
统测试题，“神题”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
综合起来，并运用于生活实际。

但问题在于，现阶段中小学考试中
出现的“神题”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
问题。

二、当前“神题”的主要类型及存在
的问题

目前中小学考试中出现的“神题”，
大致可分为四类：脑筋急转弯类、咬文
嚼字类、数字谜语类、荒诞不经类。 各类
型题目特点鲜明，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1.脑筋急转弯类
这类题目与我们在课外书上见到

的“脑筋急转弯”别无二致，它呈现出语
音联想或者形象联想的特点，往往排斥
惯性思维。 以下这道题便是案例：

脚 - 鞋袜 + 草地 =？（打一成语）
解决这类题目，要有对成语和对数

学公式良好的理解能力。 但是从测试的
意图和效度来讲，这道试题显然是不达
标的。 这道题目是考数学还是考语文？
这道题目是测验学生加减乘除的掌握
情况？ 考察意图不明显，学生的思维就
容易发生混乱，这不是测试所要达到的
目的。

2.咬文嚼字类
这一类题目，出题者会在给出条件

或者提出问题时，在文字表述中设置陷
阱，若答题者不仔细审题，则容易出错。
如：

教室里有 11 盏灯， 拉灭了 4 盏，请
问还剩几盏灯？

这道题目一经出现，便成为了老师
学生们讨论的热点话题。 很多人第一反
应认为是 7 盏灯。 因为 11 盏灯都亮着，

灭了 4 盏，还有 7 盏灯亮着，所以答案应
该是 7 盏灯。 但是题目并没有说明这 11
盏灯是否是亮着的，所以我们不能人为
地确定灯的状态。 读者通过“拉灭”这一
动作描述很容易将灯的状态认为是亮
着。 同时，提问中的“还剩多少盏灯”也
有歧义，是还有多少灯亮着？ 还是还有
多少灯在教室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
解。 通过观察网络上的类似题目，我们
发现这类题目大多存在语法错误、含义
混淆或歧义等语言学上的错误。

3.数字谜语类
这类题目模仿奥数题目把各类数字

按照一定的数理逻辑进行分类，然后考
察学生思维能力。有道题目是这样问的：

1� 到 10� 十个数字被分为四组：1、
3、7、8；10；5、9；2、4、6， 问是按什么规律
划分的？

这道题的答案完全跳脱出了数理逻
辑，转而是按照“汉语读音的四个声调”
进行分组的。 这类题目充分暴露了许多
出题者创新力的内虚，而且还缺失了奥
数的逻辑性和科学性。

4.荒诞不经类
这一类题目往往打破传统出题“逻

辑严谨”的习惯，通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提
问方式考察学生。

船上有 75 只山羊和 25 只绵羊，请
问船长多少岁？

考试是考察所学、检测疏漏，是对
一段时间学习的考验与总结，考试重点
是对基础知识掌握的考察，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一些能力上的提升和综合能力
的考验。 若出题者一味求新求异，编制
这类没有逻辑联系的题目，则是本末倒
置，违背了考试测验的根本目的和内在
要求。

三、“神题”完善之思考
如何跳出“为求新颖而新颖”的怪

圈，回归“神题”本质，命制出好的试题
呢？ 笔者认为应该从命题目的、出题形
式、题目设置、题目的价值导向四个方面
入手。

1.明确命题目的
命题必须依据新课程标准提出的教

学目标，按照学科特点、知识体系、学生

的年龄和心理特点进行命题， 而不是凭
出题者的主观意志确定， 即使命制所谓
“神题”， 命题目标也要限定在考试大纲
的要求范围之内。再通过考试强化“教与
学” 双方追求教学目标与培养目标的意
识，确保教学目标得到具体落实。

2.创新命题形式
根据命题目的，出题者可以采取“题

目 +”的方式，把与测试内容相关的知识
结合起来综合命题， 测试学生分析、判
断、运用知识的能力。

如“题目 + 常识”的出题形式。 2018
年初上海市一道三年级数学考试的拓展
题就很好：

乐器商店新进了 9 把小提琴， 共花
了 3600 元，请问售价合理的是：

A.� 499 元 / 把 B.� 400 把 / 元
C.� 499 把 / 元 D.� 400 元 / 把

这道题目不仅考察了学生的算数能
力和对于单位的理解， 还考察了学生的
生活常识。不论是从题目的严谨性方面，
还是从情景设置和涉及的观念来看，这
都能算作是一道优秀的考题。

此外，“某科题目 + 各科知识运用”
“相关度较高的科目综合命题” 等等，也
是不错的命题选择。

3.规范题目设置
首先要指向清晰，考察目的明确。其

次，题干的说明应语词通顺、避免歧义。
在此基础上， 我们就可以设置不同的试
题情境或者“陷阱”来考察学生。 如美国
中小学生曾考过这样一道“神题”：

“写一篇利用铁丝、汽车贴纸、蛋盒来
解决问题的文章。 ”

这道题首先明确了考察意图是解决
问题，且条件具体、清晰，非常好地给学
生留下了创造的空间， 让学生运用所学
知识解决问题。

4.把握价值导向
“神题”之“神”，就在于其所关注的

知识与方法体现在综合性方面， 其价值
导向就应该突出彰显知识的体系性，逐
步引导学生学以致用， 培养他们发现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从而获得
“学而有用”的成就感，养成学生“终身学
习”的习惯。

大学毕业， 我一直在一所
省级贫困县的农村中学任教。
近年来，我发现，农村贫困家庭
的孩子成绩优秀的占比越来越
少。虽然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
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
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在学习行为
习惯方面不足。因此，很多来自
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高考一结
束， 就拾起背包加入南下打工
大军行列。

教育扶贫， 应该是对贫困
学生进行心智扶贫。 下面我想
就如何抓好农村中学起始年级
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 以期切
实保障教育扶贫的实效性问题
谈谈看法与建议。

一、定目标 、长计划 、短安
排、时总结的学习习惯 作为班
主任， 指导每个学生特别是来
自贫困家庭的孩子， 先制定一
个总体学习目标与规划， 并将
这个目标与规划细化到每个月
每一周乃至于每一次单元检
测。 制定计划时要留有一定的
余地，便于实施中适时调整。同
时每到一个具体目标或关键节
点时， 要对前段计划落实情况
进行小结，明了经验与不足，以
便后一阶段目标的顺利推进。

二、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的习惯 作
为学生，课前预习，不但会有助于提高学
习效率，而且会培养自主学习的品格，有
利于学习能力的提升。 预习首先要求明
确学习目标， 初步把握文本的知识结构
与体系，对重点与难点做好标记，不懂的
地方可先认真思考，等待上课老师讲解。
课后及时复习， 进一步加强对知识的理
解。 如此长期坚持，思考能力定当提升。

三、主动参与、积极思考、认真笔记的
习惯 课堂， 是学生在校学习新知识一次
培养能力的主阵地。 主动参与、积极思考
是提高效率最有效的方法。 听课时，要紧
跟老师的思路， 对所学知识要能举一反
三，对有关结论与观点，要学会多问几个
为什么。同时要积极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
主动亮出自己解答此问题相关的思路、不
同见解与看法等，鉴别优劣，寻找原因。

四、严格考练 、规范训练的习惯 不
少学生特别是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学
生，书写随意，极为马虎。 抓学生的考练
规范训练，一是重在平时，时时提醒、处
处从严；二是贵在坚持。 如此，才会让马
虎者摒弃陋习，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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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杨兆晨 顿官刚

———对中小学“神题”现象的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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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之年，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开局之年。 这一年，我们隆重推出了“壮丽 70 年 奋
斗新时代”和“不说话的‘思政老师’”等专题，倾力打造教育类专业报的权威性、新闻性、可读性，服务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广大师生。一年来，我们用精品力作讲述湖南教
育好故事，及时、准确传递湖南教育好声音，在全省教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级教育部门的鼎力支持和广大通讯员的密切协作、辛勤付出。 为鼓励
写作和创优，经本报编委会推荐及专家评审，评选出了 2019 年度《科教新报》十佳通讯员和优秀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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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佳通讯员（排名不分先后）
黄军山 长沙市教育局
唐 义 常德市教育局
刘春联 邵阳市教育局
凌 铭 永州市教育局
袁愈雄 娄底市教育局
胡义兵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
贺雪峰 衡阳市教育局
周汉学 宁乡市教育局
周国华 隆回县教育局
郑会军 宁远县教育局

优秀通讯员（排名不分先后）
潘志强 浏阳市教育局

常正祥 长沙县教育局
郭亮伦 长沙市岳麓区教育局
蔡辉武 常德市鼎城区教育局
田志波 桃源县教育局
杜方林 石门县教育局
王建云 邵东市教育局
刘纪新 新邵县教育局
张二健 武冈市教育局
尹 冰 洞口县教育局
庄荣华 永州市零陵区教育局
雷 凯 永州市冷水滩区教育局
蒋施龙 道县教育局
吕先云 东安县教育局
余永新 江永县教育局

宋锦辉 双峰县教育局
文迪光 涟源市教育局
段晓鸿 新化县教育局
廖仁东 郴州市北湖区教育局
熊 樱 临武县教育局
刘成文 岳阳县教育体育局
丁海燕 平江县教育局
胡志凌 桃江县教育局
陶金生 安化县教育局
欧 峰 沅江市教育局
旷生贵 攸县教育局
肖邦武 醴陵市教育局
伍 涛 耒阳市教育局
谭震林 衡南县教育局

向 波 怀化市教育局
吴可勇 新晃侗族自治县教育局
卢 燕 洪江市教育局
张小明 辰溪县教育局
洪 建 湘潭市教育局
马云辉 湘潭县教育局
刘 芳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教育和体育局
王本平 永顺县教育和体育局
杨自健 古丈县教育和体育局
宋双来 慈利县教育局

《科教新报》编辑部
2020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