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100124918 (2006) 0320070274 中图分类号 : G442 　　　　　文献标识码 :A

青少年语文创造力的发展研究 3

胡卫平1 　胡耀岗1 　韩　琴1 ,2

(11 山西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山西 临汾 　041004 ;21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采用自编的《青少年语文创造力测验》,研究了初一到大一 750 名青少年语文创造力的发展。结果表明 : (1)

青少年的语文创造力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随着年级的升高 ,语文创造力呈波浪式持续发展的趋势 ; (2) 青少年语

文创造力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初二到高二以及大一 ,女生的语文创造力显著的优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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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有关研究表明 ,不同学科的能力之间存在着不

平衡性[1 ]
,不同领域创造力之间的相关系数不大[2 ] 。

自 80 年代以来 ,大部分研究者认为 ,领域知识和技

能是影响创造力的一个主要因素 ,没有一定的某一

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是不可能在该领域取得创造成

果的[3～5 ] 。语文作为一个重要得学科领域 ,承担着

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基本任务 ,有着丰富的

文化内涵和辉煌的人文精神。语文基本的知识和技

能是要求学生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与写字能

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语文创造

力是指 :在语文学习和活动中 ,根据一定的目的和任

务 ,通过听、读、观察输入语文信息 ,并采用语文知识

运用、语文问题提出及解决、语文现象探究和语文审

美创造四种方式进行加工 ,最终通过说、写输出或可

能输出一些新颖、独特、有价值 (社会价值、个人价

值、审美价值)的言语文字产品 ,在这一过程中所表

现出来的智能品质或能力。主要表现在 :问题提出

能力、阅读理解能力、想象能力、写作构思能力、语言

审美能力、现象探究能力。研究青少年语文创造力

的发展 ,对于丰富和发展创造力理论 , 培养青少年

的语文创造力 ,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们从不同的方面研究了青少年语文创造力的

发展。Torrance
[6 ]的研究得出 ,言语创造力的发展与

青少年一般创造力的发展趋势一致 ,随年龄增大呈

持续发展的趋势 ,但并非直线上升 ,而是波浪式前进

的。他还指出女生比男生在一些言语方面更有创造

性 ,男生在艺术性方面更具创造性[7 ] 。Colvin & Mey2
er 的研究认为 ,青少年写作创造力呈整体下降的发

展趋势。Simpson 发现 ,青少年写作创造力在六年级

第二学期是发展的顶峰 ,七、八年级会有一定的下

降。Mearns 认为 ,青少年写作创造力如果在六至八

年级得不到培养 ,将会在整个中学阶段呈整体下降

的趋势[8 ] 。吴静吉、叶玉珠的研究发现 ,中国学生的

语文创造力低于美国中学生的语文创造力[9 ] 。

尽管人们对青少年语文创造力的发展做了一些

研究 ,但这些研究基本都是语文创造力的某一方面 ,

且较大年级跨度的研究也不多见。在整个青少年成

长过程中 ,性别是否对语文创造力的产生影响 ,还值

得进一步探讨。本研究旨在系统探讨初一 (初中一

年级)到大一 (大专一年级)青少年语文创造力 (包括

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创造性阅读理解能力、创造性

想象能力、创造性写作构思能力、语言审美创造能

力、创造性现象探究能力)发展的年级特征和性别差

异。

2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选取两所普通中学和一所师范类专科学校 ,从

初一到大一各取两个自然班共 750 名青少年 (女生

401 名 ,男生 349 名)作为被试 ,具体被试分布情况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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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取样说明 :本研究所选取的两所普通中学 ,其

升学率均不高 ,多数学生无法考入大学本科院校 ,因

而特别选取了一所专科学校作为样本学校 ,以保持

取样的一致性。
表 1 　被试的分布情况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大一

男生 50 55 53 67 64 31 29

女生 52 58 54 57 35 70 75

合计 102 113 107 124 99 101 104

212 　研究工具

《青少年语文创造力测验》共有 6 个维度 ,即问

题提出、阅读理解、想象结果、写作构思、短文写作、

现象探究。每个维度包括一个问题 ,所有问题都是

开放性的 ,其解答都需要一定的语文知识和方法 ,同

时 ,更需要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想象能力。该

测验适合于个人及集体施测 ,测验时间需 90 分钟。

(1)问题提出和阅读理解题评分标准 :流畅性计

分 :每一答案的分值为 1 分 ;灵活性计分 :每一答案

类别的分值为 1 分 ;独创性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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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5 %～10 %之间得 1 分 ,在 10 %以上得 0 分。

(2)想象结果题评分标准 :流畅性计分 :每一答

案的分值为 1 分 ;灵活性计分 :每一答案类别的分值

为 1 分 ;独创性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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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 ,在 5 %

～10 %之间得 1 分 ,在 10 %以上得 0 分。

(3)写作构思题评分标准 :流畅性计分 :一个流

畅、准确的写作方案的分值为 3 分 (体裁 : 1 分 ;提

纲 :1 分 ;中心思想 :1 分) 。灵活性计分 :若几个写作

方案的体裁不同 ,则每种体裁的分值为 1 分 ,若几个

写作方案的体裁相同 ,则这种体裁的总得分为 1 分 ,

提纲和中心思想的计分亦相同。独创性计分 :体裁

若为小说、剧本等时 ,分值为 3 分 ;若为说明文时分

值为 2 分 ;若为记叙文和议论文时分值为 1 分 ,同时

应酌情考虑提纲和中心思想的独创性 ,在每个写作

方案中进行 1～3 分的适当加减。

(4)短文写作题评分标准 :灵活性得分 :写出短

文中能准确、灵活地运用所给出词语的个数即为分

数。独创性计分 :按以下四个等级予以打分 :第四等

级 (0～3 分) :表意不完整 ,语言表述混乱 ,只是简单

搭配了几个词语 ;第三等级 (4～6 分) :表意具有一

定的完整性 ,但有多处语意模糊的地方 ;第二等级 (7

～9 分) :表意完整 ,行文较为优美 ,有一至两处语意

模糊的地方 ;第一等级 (10～12 分) :表意完整 ,行文

优美 ,想象力丰富 ,语言表述清晰、准确。

(5)现象探究题评分标准 :灵活性计分 :每一种

调查方法、分析角度和合理结论的分值均为 1 分。

独创性计分 :由选择该答案 (调查方法、分析角度或

调查结论)的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来决定 ,若该比

例小于 5 % ,得 2 分 ,在 5 %～10 %之间得 1 分 ,在

10 %以上得 0 分。

每一个维度的得分是该维度的流畅性、灵活性

和独创性得分之和。每个维度的得分之和构成测验

总分。

信度检验 :该测验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180。

通过两位评分者分别对一个自然班的学生 (52 人)

独立评分 ,计算两组分数值的 Pearson 积差相关系数

在 0165 至 0192 之间。整个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194。

效度检验 :本研究对不同题目的得分用 Pearson

积差相关 ,分析了量表的区分效度与会聚效度 ,由此

体现测验的结构效度 ,结果见表 2。数据表明 :各维

度与总得分之间的相关高于各维度之间的相关 ,说

明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表 2 　不同题目得分之间及不同题目得分与

总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 n = 750)

题目
问题
提出

阅读
理解

想象
结果

写作
构思

短文
写作

现象
探究

问题提出

阅读理解 0. 6533

想象结果 0. 5533 0. 5633

写作构思 0. 5333 0. 6233 0. 5233

短文写作 0. 5333 0. 6133 0. 4833 0. 6533

现象探究 0. 5633 0. 6233 0. 4733 0. 6233 0. 6533

总分 0. 7933 0. 8333 0. 7333 0. 8333 0. 8133 0. 8233

　　注 : 3 p < 0105 ,33 p < 0101 ,333 p < 01001 ,下同.

213 　研究程序

(1)采用团体测验法将定型的《青少年语文创造

力测验》施测于上述的 750 名学生 ;

(2)根据被试完成的认真情况 ,获得有效试卷 ,

并依据评分标准进行评分 ,得到每位被试在每一个

维度的得分和测验总分 ;

(3)采用 SPSS1010 for Windows 对数据进行管理

与统计分析。我们对被试在《青少年语文创造力测

验》每一个维度的得分和测验总分进行年级、性别的

复方差分析 (MANOVA) ,在此基础上 ,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 (One2Way ANOVA)分别对每一个维度的得分

和测验总分进行年级、性别等方面差异的显著性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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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
311 　年级与性别对青少年语文创造力的影响

为了探讨年级与性别对青少年语文创造力影响

的主效应及其交互作用 ,我们对初一至大一的七个

年级组被试的每一个维度的得分和测验总分在年级

和性别 (7 ×2)两个因素上的差异进行了复方差分析

(MANOVA) ,结果见表 3。
表 3 　年级和性别对青少年语文创造力的影响( F 值)

变异来源 问题提出 阅读理解 想象结果 写作构思 短文写作 现象探究 测验总分

年级 ( df = 6) 32. 65333 53. 52333 23. 27333 71. 97333 98. 56333 89. 52333 112. 25333

性别 ( df = 1) 17. 76333 40. 23333 19. 09333 53. 65333 37. 60333 20. 85333 61. 25333

年级×性别 ( df = 6) 0. 34 2. 12 0. 68 1. 21 1. 29 1. 02 1. 16

　　由表 3 所示可以看出 : (1)年级因素对青少年在

《青少年语文创造力测验》每一个维度的得分和测验

总分均存在显著的主效应 ( p < 0101) ; (2) 性别因素

对青少年在《青少年语文创造力测验》每一个维度的

得分和测验总分均存在显著的主效应 ( p < 0101) ;

(3)年级与性别对青少年在《青少年语文创造力测

验》每一个维度的得分和测验总分均无显著的交互

效应 ( p > 0105) 。

312 　青少年语文创造力发展的年级特征

为了探讨青少年语文创造力发展的年级特征 ,

我们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One2Way ANOVA) 考察了

青少年在语文创造力测验的每一个维度的得分和测

验总分的年级差异与显著性水平 ,结果表明 ,随着年

级的升高 ,语文创造力及其各成分呈持续发展趋势 ,

　　　

且各项差异均达到显著的水平 ( p < 0101) 。青少年

语文创造力发展趋势如图 1 所示。

图 1 　青少年语文创造力各项目发展趋势图

由于年级因素在语文创造力各项目上存在显著

主效应 ,为了解各年级之间的差异 ,我们对年级因素

的不同水平做了多重比较 ,结果见表 4 :

表 4 　事后多重比较检验结果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初二 ①②③④⑤⑥

初三 ①②③④⑤⑥ ④⑥

高一 ①②③④⑤⑥ ①②③④⑤⑥ ①②③④⑤⑥

高二 ①②③④⑤⑥ ①②③④⑤⑥ ①②③④⑤⑥ ⑤⑥

高三 ①②③④⑤⑥ ①②③④⑤⑥ ①②④⑤⑥ ⑤⑥ ①③

大一 ①②③④⑤⑥ ①②③④⑤⑥ ①②④⑤⑥ ④⑤⑥ ③⑤⑥ ⑤⑥

　　注 : ①= 问题提出 ; ②= 阅读理解 ; ③= 想象结果 ; ④= 写作构思 ; ⑤= 短文写作 ; ⑥= 现象探究.

标号说明 :标号所在位置说明在该项目上两年级间差异显著 p < 0105 ,无标号说明没有差异 p > 0105.

　　由图 1 和表 4 可以看出 :随着年级的升高 ,语文

创造力各维度呈持续发展趋势 ,但并非直线上升 ,而

是波浪式前进的。初一到初二和初三到高一的青少

年在《语文创造力测验》各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提高
( p < 0105) ;初二到初三只在写作构思和现象探究两

个维度上的得分显著提高 ( p < 0105) ,在其他各维度

上的得分均没有显著性差异 ;高一到高二的青少年

在短文写作、现象探究两个维度上的得分显著提高
( p < 0105) ,在其他各维度上的得分均没有显著性差

异 ;高二到高三的青少年在问题提出和想象结果两

个维度上的得分显著下降 ( p < 0105) ,在其他各维度

上的得分均没有显著性差异 ;高三到大一的青少年

在短文写作和现象探究两个维度上的得分显著提高
( p < 0105) ,在其他各维度上的得分均没有显著性差

异。由此可见 ,初二到初三和高一到大一青少年语

文创造力的大部分维度发展缓慢 ,有些还有下降的

趋势。

313 　青少年语文创造力发展的性别差异

鉴于性别对青少年语文创造力的发展有着显著

的影响 ,我们采用 t 检验分别考察了青少年在《青少

年语文创造力测验》中每一个维度的得分和测验总

分的性别差异和显著性水平。结果见表 5。

由表 5 可知 ,女生的语文创造力高于男生 ,且差

异显著。在此基础上 ,我们用 t 检验考查了各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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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别差异 ,结果表明 :初二到高二以及大一年级 ,

女生均显著地优于男生 ( p < 0101) 。具体来讲 ,女生

在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创造性想象能力、创造性现

象探究能力上有两至三个年级明显优于男生 ( p <

0101) ,而在创造性阅读理解能力、语言审美创造能

力和创造性写作构思能力上有五个年级明显优于男

生 ( p < 0101) ,说明女生在后三种能力上的优势比前

三种能力更为明显。
表 5 　不同性别语文创造力各维度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男生 女生 t P

问题提出 10. 75 ±4. 20 12. 06 ±4. 74 15. 95 p < 0. 01

阅读理解 8. 37 ±3. 38 10. 05 ±3. 95 38. 50 p < 0. 01

想象结果 9. 45 ±3. 72 10. 55 ±3. 95 15. 23 p < 0. 01

写作构思 8. 69 ±4. 71 11. 11 ±5. 13 44. 76 p < 0. 01

短文写作 10. 16 ±3. 91 11. 94 ±4. 41 36. 38 p < 0. 01

现象探究 9. 54 ±4. 36 11. 21 ±4. 94 23. 90 p < 0. 01

测验总分 56. 90 ±19. 72 66. 91 ±21. 16 44. 48 p < 0. 01

4 　分析与讨论
411 　青少年语文创造力发展的年级特征

青少年的语文创造力随年级升高呈持续发展的

趋势 ,但并非直线上升 ,而是波浪式前进的。初二到

初三 (大约 14 岁) 时发展减缓 ,高二到高三 (大约 17

岁)则出现了下降。该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相

似。托兰斯的研究表明[10 ]
:儿童至成人的创造性思

维发展不是直线的 ,而是呈犬齿形曲线 ,总共有四次

突变或停滞的创造力“低潮”,依次是 5 岁、9 岁、13

岁和 17 岁。日本学者潼次武夫的研究也得出了类

似的结果[11 ] 。张景焕采用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

对我国初一至高三年级的青少年实施了测试 ,结果

表明 :中学生创造性思维测验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

的 ,但高二到高三出现下降 ,高三出现“低潮”。青少

年的语文创造力发展的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相

似 ,但下降趋势推迟到 14 岁 ,这与胡卫平等人关于

科学创造力的研究结果一致[12 ] 。

关于青少年发展中的“低潮”现象 ,研究者们的

意见不尽相同。我们认为 ,青少年语文创造力发展

中出现“低潮”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 ,青

少年生理和心理的发展。一方面 ,在身心发展的过

渡阶段 ,青少年容易受社会习俗的压力。14 岁正好

是少年向青年过渡的时期 ,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从

经验型向理论型过渡。因此 ,很容易受社会压力、学

校压力、老师压力及同伴压力等的影响而产生不安

全和不可靠的感觉 ,进而限制意识、产生动荡 ,使得

创造性思维更加困难 ;另一方面 ,“锁闭性”是这一阶

段青少年显著的心理特点[13 ]
,虽然他们的内心世界

非常复杂 ,但不轻易表露出来 ;第二 ,在教学中 ,初三

和高三教师更加重视模式训练 ,致使初三和高三青

少年的语文创造力下降 ;第三 ,升学考试的压力的影

响。李幼辉[14 ] 等人的研究表明 :儿童学习时间过

长、睡眠不足 ,主要出现的是学习焦虑、学习适应困

难 ,儿童焦虑倾向与课业负担过重及升学压力有明

显关系。由于现行应试教育现象的存在 ,特别是在

初三和高三 ,学生学习压力、学习焦虑更为严重 ,阻

碍了青少年语文创造力的发展。

412 　青少年语文创造力发展的性别差异

青少年语文创造力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女生

在语文创造力的各个方面均明显优于男生 ,这与以

往研究结果一致[9 ] 。孙天威研究了阅读障碍学生的

创造力 ,结果显示 :流畅性、精细性和创造力总分在

性别因素上存在主效应 ,表现为女生的流畅性、精细

性以及创造力总成绩好于男生[15 ] 。究其原因 ,主要

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男女脑结构的差异。在生理

方面 ,男孩和女孩的脑结构是不大相同的。科学家

们认为 ,人脑两半球可以独立工作 ,男人大脑以右半

球为主导 ,女人大脑以左半球为主导 ,所以男人富于

空间思维而女人却擅长言语词汇[16 ] 。从大脑的结

构来看 ,男性右脑发达 ,它控制线性的逻辑思维、连

续有顺序的信息、抽象性、分析性的思维。女性左脑

发达 ,长于想象、艺术活动和整体性、直觉性的思维。

解剖学最新认定 :左右脑之间的连接神经女性大于

男性。女性的认知功能分散在两个脑半球中 ,而男

性则集中在一个脑半球中。女性的语言能力强于男

性[17 ] 。第二 ,男女知识的差异。语文知识是语文创

造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女生的语文知识优于男

生。韩玉玲的调查表明[18 ]
:学科成绩与性别有显著

相关 ,女生在语文、英语两学科上显著优于男生 ,男

生在数学学科上显著优于女生。D1 哈尔彭指出 ,女

性在语言运用的所有方面一般都表现得强于男性 ,

这些差异很早便露出端倪 :女孩早学会说话 ,年幼时

的词汇量比男孩大 ,并且能说出更富有变化和更复

杂的句子。全美的数据显示 :在读、写能力上 ,4、8、

12 年级女孩的学业成绩高于同年级的男生[19 ] 。第

三 ,男女心理的差异。从心理角度看 ,女性心理细

腻 ,观察人和事都比较认真、仔细。女性情感丰富、

善解人意 ,做事谨慎、细心。从智力上看 ,男女两性

的智力发展是相等的。据研究表明[20 ]
:男性中智、

愚差别悬殊 ,女性智力发展较为均匀 ,多属中等 ,而

男女两性智商平均值平衡。从在校学业成绩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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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绩优异和较差者男多于女 ,成绩中等的女多

于男 ,男女总体上平均成绩无明显差异。这些心理

特点有利于语文学习、语文探究、语文想象等 ,从而

有利于女生整体语文创造力的发展。

5 　结论
(1)青少年的语文创造力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

随着年级的升高 ,语文创造力呈波浪式持续发展的

趋势 ;

(2)青少年语文创造力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初

二到高二以及大一 ,女生的语文创造力显著的优于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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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ities on Chinese Language in Adolescents

HU Wei2ping1 　HU Yao2gang1 　HAN Qin1 ,2

(11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Institute ,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 Linfen , Shanxi 　041004 ,

21School of Psychology ,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Wuhan , Hubei 　430079)

Abstract :Creativities on Chinese language in 750 adolescents from grade one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to grade one of jun2
ior college was studied by using Test of Creativities on Chinese Language for Adolesc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 (1) The

grade differences of creativities on Chinese language in adolescents are significant . It has increasing tendency , but does

not increase linearly ; (2) The sex differences of creativities on Chinese language in adolescents are significant . From

grade two of junior high school to grade two of senior high school as well as grade one of junior college , female’s creativi2
ties on Chinese language in adolescents are evidently superior to that of male’s.

Key words :adolescents ; creativities on Chinese language ;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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