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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自行设计的“学思维”活动课程，对小学1~4年级各30名学生进行了为期三学期的

实验，结果表明：该课程有效提高了实验组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和语文、数学学业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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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07JJDXLX262） 的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思维是智力和能力的核心，儿童青少年思维

能力的培养，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目标，也是教育

学与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0 世纪 50 年代

以来，许多教育与心理学家提出了思维能力培养

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开发了思维能力培养的课

程，有效促进了儿童青少年思维能力的发展。研

究者采取不同的方法培养儿童青少年的思维能力，

概括起来有两种途径：一是思维方法训练。Osborn
提 出 头 脑 风 暴 法 ； [1]De Bono 训 练 侧 向 思 维 ；[2]

Covington 编写了《创造性思维教程》；[3]P196~197Feuerstein
开发了工具丰富教程；[4]Greenberg 提出了 10 个思

维积木；[5]Buzan 开发出思维构图技术；[6]Adey设计

了 CASE 教程[7]等；二是学科教学渗透。Williams 提

出了思维能力培养的认知 - 情感交互作用理论；[8]

Guilford 依 据 他 所 提 出 的 智 力 结 构 模 型 (The
Structure of Intelligence)，设计了一种以解决问题为

主的思维培育教学模式；[9]Sternberg 提出了培养学

生思维能力的具体的思维策略；[10]林崇德提出学习

与发展理论，并将这一理论应用到课堂教学中。[11]

所有这些研究对儿童青少年思维能力的发展都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们对青少年科学思维能

力的发展与培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12]但在研究中发现，如果完全应用方法训练，

不利于学生对思维方法的迁移；如果完全通过学科教

学渗透，又不利于学生系统思维方法的掌握。为了更

加有效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我们将两者结合起来，

开发了“学思维”活动课程，[13]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原

理、教学原则和教学模式，[14]并在 100 多所中小学实

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本文主要介绍“学思维”活

动课程对小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业成绩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 实验对象

选取山西省霍州实验小学一年级至四年级各一个

班的学生，在各班中分层随机抽取 30 名学生作为实验

组，同班中的其他学生作为对照组。一至四年级共计

217 名 （男生 119 名，女生 98 名），其中参加实验的

学生共计 126 名 （男生 63 名，女生 63 名）。未实验的

学生共计 91 名 （男生 56 名，女生 35 名）。
（二） 实验材料

采用课题组编制的《学思维》活动课程。根据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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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林

崇德教授的思维发展理论，建构了由思维内容、思

维方法和思维品质构成的思维能力的三维立体结构

模型；提出了让学生在知识学习和活动中掌握思维

方法，训练思维品质的思维能力培养思路；开发了

用于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并对学生整体

素质有显著影响的“学思维”活动课程。“学思维”
活动课程共有 8 册，每个年级 1 册，每册有 16 个左

右的活动，分为形象思维篇、抽象思维篇和创造性

思维篇 3 个部分。每个活动都包括紧紧相扣的 4 个

环节：第一，活动导入。即创设情境，引起学生认

知冲突、激起学生兴趣的环节；第二，活动过程。

即按照活动的内部结构，组织学生进行观察、思考、
讨论、实验的环节；第三，活动心得。即教师和学

生一起回顾整个活动，总结心得，引起反思的环节；

第四，活动拓展。即向生活和其他学科领域拓展思

维方法的环节。活动内容以系统的思维方法为主线，

按照学生心理发展规律以及知识面的扩展而不断加

深，由易到难、由简到繁。每个活动先从日常问题

开始，再到各个学科领域；先从具体形象的问题开

始，再到抽象的问题；先从简单问题开始，再到复

杂问题。从整体上看，活动内容涉及语文、数学、
科学、社会、艺术和日常生活等多个领域。

（三） 实验设计

图 1 小学生思维能力培养实验设计

教学实验由所选班级班主任教师承担，实验组

和控制组的学生来自同一个自然班级，他们的师资

条件、教学条件等均相同，只是参加实验的学生每

两周上一节“学思维”活动课。在正式进入实验之

前，收集在校的二年级至四年级学生的上学期末考

试成绩，并对所有学生进行瑞文推理测试。实验过

程中进行两次思维能力测试，最后进行创造性思维

测试，并收集每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具体实验

设计见图 1。
（四） 测量工具

1. 《瑞文标准推理测验》。
瑞文标准测验由英国心理学家瑞文 （J.C.Raven）

于 1938 年创制，在世界各国沿用至今。它是一种非

文字的智力测验，用以测验一个人的观察力及清晰

思维的能力。经国内外多次使用证明其有良好的信

度和效度。
2. 自编《思维能力测验》。[15]

采用自编的“小学生思维能力测验”，该测验有

文字、数字、图形三种测试材料，包括比较分类、
归纳推理、演绎推理、空间认知、类比推理、抽象

概括 6 个分测验。该测验难度适中、区分度较好、

信度和效度较高。
3. 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
选用托兰斯的创造性思维测试题目，共 4 道题，

分文字测试和图形测试两部分： （1） 文字部分：用

简短的话把图中人物可能发生的事情写下来；写出

报纸的用途。（2） 图形部分：用给定的两个形状任

意组合不同的图形；在半圆上添笔成画。每道题目

分别从流畅性、灵活性和独创性上计分。流畅性是

指产生多少个观念而言，是所有答案个数的总和；

灵活性是指不同分类或不同方式的思维，是所有答

案类别的总和；独创性是反应的独特性，想出别人

所想不到的事物。独创性得分由选择该答案的人数

占总人数的百分比来决定。若该比例小于 5％；得 2
分；若该比例在 5％~10％之间，得 1 分；若该比例

在 10％以上，得 0 分。总测验的总分转化为 z分数，

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Alpha 系数 a 为 0.725。
（五） 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采集的数据均采用 SPSS10.0 for Windows
进行处理。采用 t 检验分别对被试在各测试中的得

分和学业成绩得分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六） 前测成绩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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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组和控制组瑞文标准推理成绩比较。
实验开始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学生参加瑞文

标准推理测验，结果见表 1。

表 1 实验组和控制组瑞文标准推理成绩比较

从表 1 可以看出，实验组学生和控制组学生瑞

文标准推理的成绩没有显著性差异。
2．实验组和控制组学业成绩比较。
实验开始前，收集二至四年级各班学生的语文、

数学成绩，结果表明，各年级实验班与控制班学生

的语文、数学成绩差异的 t 检验的 p 值在 0.325～
0.947 之间，表明均无显著差异 （表略）。

三、结果与分析

（一） 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思维能力比较

用《思维能力测验》及其平行问卷分别对每个

年级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学生进行了两次测试，并用 t
检验比较了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学生在 《思维能力测

验》上得分的差异及其显著性，结果见表 2。

表 2 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思维能力比较

注：*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
0.001，下同。

从表 2 可以看出，一年级和二年级实验组学生

经过近一年的思维培养实验后，总体思维能力水平

与控制组学生出现显著差异 （p＜0.01）。三年级

（p＜0.01） 和四年级 （p＜0.001） 学生则在经过近半

年的培养实验后，总体思维能力水平显著高于控制

组学生，实验一年后，差异更加明显 （p＜0.001）。
“学思维”活动课程提出“教给学生思维方法，

训练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思路，通过螺旋式的课

程概念分层次地、循环往复地教给学生科学思考问

题的方法，更加有效地促进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
实验组学生在总体思维能力上都显著高于控制组学

生，但实验效果显现的时间有年级差异。小学低段

（一年级和二年级） 实验组学生在经过近一年的“学

思维”课程培养，与控制组学生开始出现显著性差

异，而小学中段 （三年级和四年级） 实验学生进入

“学思维”课程半年内，就与控制组学生在思维能力

方面出现了显著差异。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三四

年级是小学生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

的关键期，有意识地进行系统训练，可以有效促进

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
（二） 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比较

1. 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创造性思维品质的比较。
实验进行一年半以后，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学生

进行了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测试，并用 t 检验比较了

实验组和控制组学生之间的差异，其结果见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在流畅性方面，实验组和控

制组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一年级和二年级上 （p＜
0.01），四年级和五年级在流畅性方面的差异不显

著。在灵活性方面，二年级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差异

极为显著 （p＜0.001），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实验组和

控制组之间也有显著性差异 （p＜0.01）。在独特性方

面，实验组和控制的差异出现在二年级 （p＜0.05），

其他年级总体上看，没有出现显著差异。

表 3 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创造性思维品质的比较

2．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比较。
把各年级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流畅性、灵活性和

独特性得分转化成 z 分数后相加获得创造性思维总

分，其结果见表 4。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实验组(M±SD)
16.45±6.26
32.35±7.33
36.94±4.23
39.15±4.76

控制组(M±SD)
18.41±5.85
31.00±4.48
35.08±5.37
38.33±4.03

t
﹣1.139
.809
1.475
.618

P
.260
.422
.146
.539

一年

级

二年

级

三年

级

四年

级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实验组(M±SD)
23.17±6.15
33.3±3.18
39.29±4.86
40.17±3.73
42.66±3.01
43.71±3.00
42.79±2.09
42.91±3.42

控制组(M±SD)
22.59±5.74
30.64±3.46
38.76±3.46
36.56±5.25
38.00±8.07
39.00±4.06
40.61±2.20
39.39±4.37

t
.343
2.914
.460
2.969
3.00
4.987
2.558
3.77

p
.733
.005**
.648
.004**
.004**
.000***
.014*
.000***

流畅

性

灵活

性

独创

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实验组(M±SD)
56.03±19.28
69.26±24.65
75.10±21.34
79.19±18.50
16.13± 2.27
17.19± 3.48
19.19± 2.36
20.66± 3.38
0.93± 1.01
1.03± 1.02
1.23± 1.26
1.81± 1.33

控制组(M±SD)
42.27±14.44
52.33±15.40
71.56±18.84
78.67±23.71
15.36± 2.65
13.54± 2.40
17.52± 2.31
18.50± 2.60
0.50± 0.67
0.46± 0.72
0.83± 1.20
1.28± 1.18

t
2.815
2.945
.649
.086
1.126
4.396
2.663
2.345
1.740
2.346
1.169
1.419

p
.007**
.005**
.519
.932
.266
.000***
.010**
.023**
.088
.023*
.247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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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比较

从表 4 可以看出，各年级实验组的创造性思维

能力都高于控制组，其中一年级实验组学生与控制

组学生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p＜0.05），二年级实验

学生与控制组学生的差异极为显著水平 （p＜0.001）。
“学思维”活动课程不仅包括创造性思维方法的

训练，而且教学中特别强调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

教师以完全开放的心态来组织活动，找到促进学生

思维发展的方法，对学生的问题及时地给予反馈；

“学思维”活动课程营造了一种开放、民主、积极的

活动氛围，鼓励学生用更多的时间与同伴讨论、独

立思考，评判他人的观点，学习同伴的优秀思维方

法。从而有效促进了小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通过对学生思维的流畅性、灵活性和独特性方

面的测量，发现不同年级的实验组学生在思维品质

的不同方面都达到了与控制组学生的显著差异。第

一，一、二年级实验组与控制组在思维的流畅性方

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创造性思维主要表现为发散思

维，经过一年半的“学思维”活动教学实验，一年

级和二年级实验组学生首先在流畅性上表现出与控

制组学生的差异，这是获得更富创造性思维的第一

步。第二，二、三、四年级实验组学生在思维的灵

活性方面，显著优于控制组学生。这说明三年级以

上的学生 （二年级的学生经过一年半后也成为三年

级学生） 比二年级更好理解了题目的意思，没有刻

意追求答案的数目，而能够有意识地从不同的角度

对同一问题进行思考，给出不同的答案。第三，思

维独特性方面，只是对二年级学生 （测试时已经是

三年级） 达到显著差异，其它年级的实验组和控制

组之间都没有显著差异。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实验

组在思维的流畅性、灵活性和独特性方面都达到显

著差异的时期出现在三年级，这说明三年级是学生

创造性思维发展的关键期，从二年级开始培养，更

有利于关键期时创造性思维的迅速发展。
（三） 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学业成绩比较

正式进入实验后，收集参加实验年级的语文和

数学期末考试成绩，共收集了三个学期的成绩，依

照顺序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分别

标示，比较实验组和控制组学生每学期期末考试成

绩，并进行了显著性检验。其结果见表 5。

表 5 一年级实验组和控制组学业成绩差异

从表 5 可以看出，一年级实验组学生与控制组

学生在第一学期期末成绩相差甚小，语文和数学的

p 值分别为：0.832 和 0.492，在第二和第三学期的学

业成绩比较中，两组的差异逐渐增大，第三学期的

数学成绩中实验组显著高于与控制组 （p＜0.05）。
二年级第一学期末，实验组和控制组学生的语文和

数学成绩都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第二学期末的语

文成绩差异显著 （p＜0.05），第三学期 末的语文

（p＜0.01） 和数学成绩 （p＜0.05） 差异都显著。三

年级实验组的数学成绩每个学期都显著高于控制组，

p 值分别为 0.003，0.023 和 0.000。后两次实验组的

语文成绩与控制组的差异也达到了显著水平，p 值

分别为 0.007 和 0.000。四年级实验组前两次的语文

成绩差异不显著，第三学期末实验组的语文成绩显

著高于控制组 （p＜0.001）。实验组的数学成绩三个

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实验组(M±SD)
4.11±1.82
5.08±2.41
6.08±2.08
7.12±2.27

控制组(M±SD)
2.91±1.71
2.781±1.56
5.11±1.67
6.08±2.27

t
2.408
4.059
1.900
1.562

p
.020*
.000***
.063
.125

一

年

级

二

年

级

三

年

级

四

年

级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实验组

(M±SD)
78.60±15.08
88.31±8.58
85.38±11.07
74.20±14.70
92.20±5.60
97.06±4.51
88.96±6.29
81.75±6.98
90.70±5.79
89.72±7.71
92.41±6.20
88.32±10.69
88.09±6.05
88.38±4.48
79.35±7.19
95.00±4.64
93.74±4.56
93.57±3.88
89.56±8.00
92.66±3.06
85.93±6.21
87.71±5.18
92.62±9.04
96.27±3.65

控制组

(M±SD)
77.74±12.89
85.11±7.97
82.15±9.04
71.09±17.63
89.59±6.63
94.04±6.29
86.16±8.63
76.30±8.41
84.82±7.98
87.73±5.29
90.65±5.06
82.89±8.25
86.10±5.33
85.42±3.11
69.55±8.03
90.93±5.39
90.62±5.24
87.85±5.18
86.49±5.76
91.26±2.85
79.22±7.07
82.57±8.63
83.50±10.61
91.07±5.34

t

.214
1.369
1.118
.692
1.534
2.018
1.403
2.574
3.195
1.009
1.109
2.084
1.311
2.807
4.898
3.082
2.381
4.808
1.431
1.593
3.466
2.664
3.194
4.108

p

.832

.177

.269

.492

.131

.049*

.166

.013*

.002**

.277

.273

.042*

.195

.007**

.000***

.003**

.023**

.000***

.159

.118

.001***

.010**

.003**

.000***

语文

数学

语文

数学

语文

数学

语文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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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都显著高于控制组，p 值分别为 0.000，0.010 和

0.003。
通过“学思维”活动课程的学习，有助于提高

学生的学业成绩 （语文和数学），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学思维”活动课程通过教给学生科学的

思维方法直接影响学生的思维能力，思维能力的发

展又为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

一方面，“学思维”活动课程决不是一种“形式训

练”，思维能力三维立体结构模型中除了思维方法、
思维品质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即思维内容。
“学思维”课程中的每一个活动都是和学生的学习生

活紧密相关的，涉及到了大多数的学科知识，如语

文、数学、物理、社会、艺术等，每一种思维方法

的学习都是在情境丰富的活动中进行的，而不是单

纯学习思维方法的理论、过程和原则。这样的课程

设置有利于学生把在“学思维”活动课程中学到的

思维方法，运用到学科学习中去，从而提高学生的

学业成绩。
从表 5 可以看出，“学思维”活动课程提高一、

二年级学生的学业成绩需要较长的时间，而提高三、
四年级学生的学业成绩需要的时间较短，效果较明

显，这一方面是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思维发展的

关键期，思维能力的提高可以有效提高学业成绩，

但有一个延迟效应；另一方面，“学思维”活动课

程中，一、二年级的活动更多地涉及学生地日常生

活，三、四年级地活动更多涉及学科知识。这一结

果也说明，思维方法的训练一定要和学科知识结合

起来，才能更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四、结论

综合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学思维”活动课程能有效促进小学生思维

能力的发展。
2.“学思维”活动课程能有效促进小学生的创

造性思维能力的发展。
3.“学思维”活动课程能够有效提高小学生的

语文和数学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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