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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及其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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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 ”是根据一定的目的 ,运用已有情境或经验 ,在独特地、新颖地、具有价值地

(或恰当地 )创造新问题并表达新发现问题的过程中 ,表现出来的智能品质或能力。学校教育、家庭环境、自身

因素影响中小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发展 ;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学习动机、教给提问方法、训练思维品质、及

时正确反馈 ,是培养中小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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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核心 ,但有关研究

表明 :我国青少年的创造力明显低于英国青少年 [ 1 ]

( P103)。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是创造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 ,研究中小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及其培养 ,

对于培养儿童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及

素质教育的实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 ”的界定

由于研究者的研究重点不同 ,对“问题提出 ”的

界定有所不同。Rosenshine, Meister & Chapman认

为 :提问既是认知策略 ,又是元认知策略 ,因为问问

题的过程通过集中于一个主要的思想而提高理解

力 ,也检验了自己对于这一思想或内容是否已知

[ 2 ] ; Rosenshine等人认为 :学生提问是一个认知过

程 [ 3 ] ; Sigel等人认为 :提问是一种有效的认知发展

途径 [ 4 ] [ 5 ] ; Sully认为 :提问是一种一般智力不满

足和倔强的情绪状态 [ 6 ] ;从行为角度来看 , Pru2
dence和 Jesus认为 :提问是一种行为的变化 ,这种

变化会带来超越行为变化本身的个体内部变化 ,其

中一些变化是重要的 [ 7 ]。

我们认为 ,“问题提出能力 ”是根据一定的目

的 ,运用已有情境或经验 ,产生并表达新发现问题的

一种思维活动。这种活动不仅包括思维过程 ,而且

包括思维结果 ;不仅包括认知策略 ,而且包括元认知

策略 ;不仅包括行为变化 ,而且存在不满足的情绪状

态。“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 ”是根据一定的目的 ,运

用已有情境或经验 ,在独特地、新颖地、具有价值地

(或恰当地 )创造新问题并表达新发现问题的过程

中 ,表现出来的智能品质或能力。创造性问题提出

能力不仅体现在提出问题的数量上 ,而且体现在提

出问题的多样化即类型上 ,而更重要的是提出问题

的新颖性和独特性。

二、“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 ”的影响因素

中小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不仅受学校教

育、家庭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且受中小学生的自

尊、求知欲、人格等自身因素的影响。

11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对学生的发展起主导

作用 ,对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 ”有重要的影

响。学校的管理制度、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师对待提

问的态度、课堂教学气氛、教学评价等是影响学生

“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 ”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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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学校的管理制度影响学生“创造性问题

提出能力 ”的发展。学校为了管理的便利 ,制定出

各种规章制度 ,这虽然对规范学生的行为具有积极

的意义 ,但有些规章制度过分约束学生的言语和行

为 ,导致学生产生种种心理上的压抑感。学校中的

这些消极因素严重阻碍了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能

力 ”的发展。

第二 ,教师的知识结构影响中小学生创造性问

题提出能力的发展。教师的知识结构应包括以下四

方面 :本体性知识 ,即教师所具有的特定的学科知

识 ;条件性知识 ,主要包括学生身心发展的知识、教

与学的知识、学生成绩评定的知识 ;实践知识 ,它是

教师在面临实现有目的的行为中所具有的课堂情景

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 ;广博的文化知识。创造

型教师需要将上述四方面的知识创造性地结合起来

应用于教学当中。但是 ,实际教学当中 ,相当一部分

教师不具备这些知识 ,特别是条件性知识极其缺乏 ,

更不能创造性的将其结合。

第三 ,教师对待提问的态度 ,是影响学生“创造

性问题提出能力 ”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格罗特等人

通过调查研究表明 :大多教师认为 ,他的任务是消除

学生的“自发和独创行为 ”,以便培养他们有定向的

进取行为和思维习惯。教师通常把学生的好奇、提

问和批评等创造行为当作一种干扰 ,认为这是该惩

罚的 [ 8 ]。而学校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在于 ,使无规则

的儿童思维变得有规则 [ 9 ] ( P31—38)。可见教师把

学生的提问当作干扰因素 ,禁止学生提问 ,这样严重

阻碍了学生问题提出能力的发展。大多教师在学生

“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 ”培养这方面没有正确的认

识 ,也不能采用恰当的方式给予指导。

第四 ,课堂气氛影响中小学生“创造性问题提

出能力 ”的发展。教师在课堂中提供能够激发学生

积极思维的提问机会、对提问给予积极的反馈、在学

生中营造整体的探究气氛、提高学生的自尊、引导学

生采取适应性的目标都将有助于促进学生的思考和

提问 ,而班级环境对学生课堂提问则可能起到一种

间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 10 ] ( P173)。开放课堂是

一种教学模式 ,包括空间上的灵活性、学生对活动的

选择性、学习材料的丰富性、课堂内容的综合性、更

多的个别或小组教学。哈登 ( Haddon)等人对开放

课堂与儿童创造力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他选取

了 200余名社会经济地位相似的儿童 ,他们一半来

自实行传统教学的小学 ,一半来自实行开放教学的

小学。各种创造性测验结果表明 ,非正规学校的儿

童的成绩始终较好 ,在他们离开学校 4年后 ,其发散

性思维测验的成绩仍然超群。[ 11 ] ( P182)

第五 ,教育评价制度对学生的“创造性问题提

出能力 ”的发展起着导向作用。可以说 ,不同的教

育评价制度造就不同的人才 ,一些消极的教育评价

制度严重妨碍了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 ”的发

展。袁振国认为 :“中国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是 ,将

有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没问题 ,‘全都懂了 ’,所以中

国的学生年龄越大 ,年级越高 ,问题越少 ,而美国衡

量教育成功的标准是将没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有了问

题 ,如果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都回答不了了 ,那算是

非常成功的教育 ,所以美国的学生年级越高 ,越富有

创意 ,越会突发奇想。”[ 12 ]

21家庭环境。家庭是学生成长的第一环境 ,对

中小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 ”的发展具有极大

的影响。著名物理学家、美籍华人吴健雄在谈到中

美两国教育的差异时强调指出 :我国家长注重的是

孩子的成绩 ,而美国家长注重的是孩子每天向老师

又提出了几个有意义的问题 [ 13 ] ( P143—144)。德国

教育家海纳特认为儿童有两个好问期。在这两个阶

段 ,儿童喜欢提出问题 ,假如家长对孩子的问题漠不

关心 ,觉得是一种负担和麻烦 ,孩子便会慢慢失去提

问的兴趣 ; 而好问态度连同创造力就会消失。

Baum rind将家庭教育方式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即权

威型 (民主型 )、专制型和放任型。专制型父母对孩

子的教育 ,过分严格、粗暴甚至虐待孩子 ,或者对孩

子提供过度的保护环境 ;放任型父母对孩子的行为

与学习不感兴趣 ,也不关心 ,很少去管孩子 ,或者对

子女过分溺爱和宽容 ;民主型父母不任意打骂孩子 ,

对孩子的行为更多的是加以分析与引导 ,对于孩子

在成长或学习过程中发生的问题更多的是采取帮助

与鼓励的方法 ,并合理地应用奖励与处罚的手段 ,使

孩子从父母的行为与教育中获得知识 ,明白事理。

[ 14 ]专制型和放任型不能调动孩子学习的积极性 ,

使孩子养成依赖、服从的习惯 ,创造力水平低。只有

权威型 (民主型 )的家庭教育 ,才有利于孩子“创造

性问题提出能力 ”的发展。专制型和放任型是我国

家庭教育的主导方式 ,这样极大地限制了儿童青少

年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发展。

31自身因素。中小学生提出问题的质与量直

接受其自身的能力、人格等因素的影响 ,并和他对知

识的渴求、自尊、性别等有显著相关 。在 20世纪 80

年代以前 ,与创造行为相关的人格特点是最为活跃

的研究领域之一 , Guilford提出创造性人格有八个方

面 :即有高度的自觉性和独立性 ,不肯雷同 ;有旺盛

的求知欲 ;有强烈的好奇心 ,对事物运行机制有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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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机 ;知识面广 ,善于观察 ;工作中讲求理性、准备

性和严格性 ;有丰富的想像力、敏锐的直觉 ,喜欢抽

象思维 ,对智力活动和游戏有广泛的兴趣 ;富有幽默

感 ,表现出卓越的文艺天赋 ;意志品质出众 ,能排除

外界干扰 ,长时间地专注于某个感兴趣的问题之中。
[ 15 ] ( P419—459)

三、“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 ”的培养

中小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 ”的培养是一

个系统工程 ,既要树立有利于中小学生“创造性问

题提出能力 ”发展的教育观念 ,又要优化中小学生

“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发展的育人环境 ,还要采取

切实可行的培养措施。

11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优化中小学生“创造

性问题提出能力 ”发展的环境。在学校教育中 ,营

造创新型的环境是培养中小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

能力 ”的前提条件。创新型的环境主要包括人文环

境、物质环境、班级环境和课堂环境。创新型的人文

环境指学校所有的成员特别是校长和教师的思想意

识、舆论导向、心理素质、人际关系、价值取向、教风

学风、精神风貌等有利于学生创造力的发展 ,具有正

确的教育观、知识观、人才观、质量观和评价观等 ,坚

信每一个学生都有一定的“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 ”,

坚信在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 ”发展过程中 ,教

育起着主导作用 ;学校的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规章

制度等能够为开展“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 ”培养提

供组织上的保证。创新型的物质环境指校园建筑、

校容校貌、教学设施等能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形成产

生积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创新型的班级环境指班

级具有和谐的教育情境、优良的班风学风、有效的激

励机制、浓郁的文化氛围、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生

动活泼的精神风貌等 ;创新型的课堂环境指教师采

取民主型的教学方式 ,平等地对待学生 ,构建以培养

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为核心的“学生主体 ”教育观

念 ;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大胆质疑 ,让学生敢于标新

立异 ,敢于挑战权威 ;形成学生主动学习、积极参与

的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氛围。

21激发学习动机 ,培养学生创造性的人格。学

习动机具有唤起、定向、选择、强化等功能 ,不仅影响

着中小学生学习中的观察、记忆、思维、想象、问题解

决等心理过程 ,同时影响着中小学生创造性问题提

出能力的发展。因此 ,要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培养

和发展中小学生创造性人格是儿童青少年“创造性

问题提出能力 ”发展的重要基础 ,也是儿童青少年

整体素质发展的一项基本内容。作为教育工作者可

在学科教学与日常教育活动中渗透创新人格教育 ,

尊重学生的个性 ,与学生平等相处 ;可以开设创新人

格教育课程 ;树立多元化的创新人格发展观 ,采用多

样化教学手段 ,全面培养学生创新人格 [ 16 ]。

31教给学生创造性提出问题的方法 , 使学生

掌握提问技巧。在培养创新之路上 ,从事科学创造

发明的人员已经开发出上百种创造方法。其中检查

提问法在众多创造方法中堪称“创造方法之母 ”。

检查提问法的具体方法有多种 ,譬如以原有东西为

基础添加某些因素的添加法 ;在原有东西的基础上

加以扩展和扩大的扩展法 ;还有与扩展法相对应的 ,

在原有基础上缩小或减少一些因素的缩减法 ;对原

有实物的不足之处予以改变的改变法 ;用相反的思

路解决问题的颠倒法 ;用一个实物代替另一个实物

的代替法 ,还有把已知的知识道理和方法移植到别

的实物上去的移植法。运用检查提问法进行创造发

明的过程中 ,要善于给自己提问 ,同时要从多方面多

角度考虑问题 ,既可以把已有事物的某些特点分解

出来再按新的要求和目的重新组合 ,也可以对事物

的认识转换角度和思路进行审视 ,还可以使思维的

空间增加、缩小、变换、颠倒 ,只有这样 ,思维的道路

才能越来越宽 ,才会产生更多的创意和设想 [ 17 ]

( P88—91)。有学者还给出创造性发问口诀 :“假列

比替除 ,可想组六类 ”即假如、列举、比较、替代、除

了、可能、想象、组合、六 W (what who where why how

when)、类推 [ 18 ] ( P259—263)。

41训练思维品质 ,全面提高提出问题的质量。

创造性问题提出需要进行创造性思维 ,为了使学生

具有创造性思维需要从训练学生思维品质做起。通

过训练其深刻性品质 ,使学生提出的问题不再肤浅、

表面化 ,而具有一定的深度、广度和难度 ;通过训练

其灵活性品质 ,让学生打破思维定势 ,从不同方面、

不同角度进行提问 ;通过训练其批判性品质 ,让学生

敢于向自己挑战 ,敢于向“权威 ”提问 ,打破环境与

自身对其引起的害怕心理 ,打破定论 ,打破沉默或默

认的格局 ;通过训练其流畅性品质 ,使学生勤于提出

问题 ;通过训练其独创性品质 ,使学生能够同中见

异、异中见同、平中见奇 ,能够从一般人不易觉察的

地方看出问题 ,提出问题。

51及时正确反馈 ,推动学生积极建构知识体

系。及时正确反馈 ,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推动学

生积极建构知识体系 ,发展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

能力 ”。对所提出问题的反馈方式 ,影响学生求知

欲高低、获取知识的方式、获取知识的多少以及创造

性问题提出能力。Sternberg给出七种对待儿童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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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答策略 :回绝问题、重复问题、承认自己无知或

简单呈现信息、鼓励发问者寻找资料、提供可能的解

答、鼓励儿童对可能的答案进行评估、鼓励儿童评估

答案 ,最后一一验证。 [ 19 ] ( P71—77)这七种策略按

等级排列 ,从一个极点变化到另一个极点 :从拒绝回

答问题到鼓励儿童形成并验证假设。儿童从不学

习 ,到消极的学习 ,再到分析的和创造性的学习 ,还

有实用性的学习。教师和家长应该尽可能地鼓励学

生对可能的答案进行评估 ,鼓励学生评估答案 ,最后

一一验证 ,使其处于一种分析的和创造性的学习 ,以

及实用性的学习当中 ,从而推动学生积极建构自己

的知识体系 ,并促进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 ”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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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 tive Question2a sk ing Ab ility and

Its Cultiva tion in Pr imary and M iddle School Studen ts

HAN Q in, HU W ei2p ing, ZOU Yu2m in

(Curricu lum and Instruction Institu te, Shanx i Teachers U niversity, L infen, Shanxi 041004, Ch ina)

　　Abstract: Creative Question2asking Ability (CQA ) is a kind of intellectual trait or ability to p roduce or exp ress

new questions that are original, novel, and valuable, based on certain purposes, information and experiences.

School education, fam ily environment, and self factors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CQA of p rimary and m iddle

school students. It can be cultivated by op tim izing the develop ing environment, stimulating learning motivation,

teaching question2asking methods, training thinking traits and offering accurate and timely feedback.

　　Key words: creative question2asking ability; influencing factors; cultiva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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