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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青少年创造力的培养是国外

创造力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研究者普遍认

为，创造力是可以培养的，但如何培养，却

有不同的观点。本文从创造力培养理论、创

造技能训练和创造力培养教程三个方面介绍

了国外青少年创造力培养的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创造力；培养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

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自从 世纪 年代以20 50

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特

别重视创造力的研究，重视青少年创造力的

培养。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创造力是可以

培养的，但如何培养，研究者却有不同的观

点，本文从创造力培养理论、创造技能训练

和创造力培养教程三个方面介绍国外青少年

创造力培养的理论与实践。

一、创造力培养理论

世纪 年代以来，人们提出了一些创20 60

造力培养理论，比较典型的有如下几种。

、 的三维智力结构模型1 Guilford ⑴

提出了智力的三维结构模型Guilford
，简称 模(The Structure of Intelligence) SOI

型。他用因素分析及形态综合(
的方法，研究了智力morphological synthesis)

的构成，认为智力是由操作（即思维方法，

包括认知、记忆、发散性思维、集中性思

维、评价五种成分）、内容（即思维的对

象，包括图形、符号、语义、行动四种成

分）和结果（即把某种操作应用于某种内容

的产物，包括单元、种类、关系、系统、转

换、含意六种成分）所构成的三维空间结

构。从吉尔福德 的 理论模型可(Guilford) SOI
以看出，人类智力包括 种不同的因素，120
这些因素可以从模型中的操作、内容和结果

三个维度的相互作用构成。吉尔福德依据他

所提出的智力结构模型，设计了一种以解决

问题为主的思维培育教学模式。强调记忆储

存（知识经验）是问题解决的基础，问题解

决的过程始于环境和个体的资料对系统的输

入，经过注意的过程以个人的知识经验基础

对资料加以过滤选择，然后引起认知操作，

了解问题的存在及本质。接着进行发散思

维，酝酿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集中思

维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案。有时可能未经发散

思维而直接以集中思维解决问题，而在这一

过程中，如有反对观点，则必须靠评鉴的运

用，但在发散思维的情况下，有些取出的资

料则避开评鉴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拒绝

批判”，这在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中是非

常重要的。 

、 的三维课程模型2 Taylor ⑵

提出了一种用于培养学生创造力Taylor
的三维课程模型，第一维是知识维，即学生

所学的学科知识，包括生物、物理、艺术、

数学、语言、历史、音乐、各种技能等；第

二维是心理过程维，即学生在学习学科知识

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心理能力及所需要的心

理过程，包括认知、记忆、发散思维、聚合

思维、评估、学习策略等智力因素和直觉、

敏感性、情绪、情感、需要等非智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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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维是教师行为维，包括教师的教学方

法、教学媒体以及影响思维及学习过程的教

师、学生和环境因素等。该模型强调通过学

科教学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 的认知——情感交互作用 3 Williams
理论⑶

提出了一种创造性思维培养的Williams

理论，叫做认知——情感交互作用理论

，简(Cognitive-Affective Interaction Theory)

称 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他设计CAI 

了思维培育方案。整个方案包括如下几个部

分：第一，指导手册（包括鉴别和测量创造

潜能、激发创造潜能、教师用书、教学资

料、激发思维和情感的课堂教学策略）；第

二，张贴部分（思维——情感过程、教学策

略）；第三，磁带（教师培训磁带、示范课

磁带）。 的创造性思维培养的理论Williams
是一种强调教师通过课堂教学，运用启发创

造性思维的策略以提高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教

学模式，强调教师在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中

的渗透。教学中宜采取游戏和活动方式，以

便学生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大胆猜测，多

方向发散，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想像力，

从而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 的创造性学习模型4 Treffinger ⑷

提 出 了 创 造 性 学 习 模 型Treffinger
。该模型包括创造性学习的三级水(MCL)

平，并且在每一级都考虑到认知与情感两个

维度。第一级水平包括一类具有发散功能的

认知与情感因素，强调开放性——发现或感

觉到许多不同的可能性。因为这一级水平包

括对创造性学习来说是基本的和重要的一类

发散思维和情感过程，因此，构成创造性学

习的基础。第二级水平包括更高级的或更复

杂的思维过程，如应用、分析、综合、评

价、方法论和研究技能、迁移、比喻和类

比，同时还包括更高级或更复杂的情感过程

如认知冲突、善于想象等。第三级是学习者

真正融入真实的问题和挑战，认知方面包括

独立探究、自我指向学习、资源管理和产品

的发展，情感方面包括价值的内化、对有效

生活的承诺、自我实现。

、 的创造力培养理论5 Renzulli ⑸

提出了一种通过追求理想的学Renzulli
习活动促进青少年发展的一般理论。该理论

认为，一个理想的学习行为应处理好教师、

学生及课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关系，同时

要处理好教师内部（包括教师的学科知识、

教学技能和对该学科的热爱）、学生内部

（包括能力、学习风格和兴趣）、课程内部

（包括学科结构、学科内容及方法和激发想

象）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关系。

二、创造技能训练

训练创造技能是国外创造力培养的主要

方法，比较著名的有如下几种：

、 的头脑风暴法1 Osborn ⑹

从心理功能的角度将人的心理能Osborn

力分为信息输入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

力、创造能力四种，将思维分为判断思维和

创造思维。他认为，经验是产生新思想的源

泉，数量中包含质量，推迟判断能使人们产

生更多的想法，并提出了一种创造技

能——头脑风暴法 。这种方(brainstorming)

法既可以用于在特定的情景中产生创造性的

想法，也可以用于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它是利用集体思维的方式，使思想互相激

励，发生连锁反应，以引导创造性思维。

、 的侧向思维训练2 De Bono ⑺

将思维分为纵向思维和侧向思De Bono 

维。纵向思维即逻辑思维，是一步一步进行

推理的，在推理过程中，每一步都必须是正

确的；侧向思维是跳跃式的，为了得出正确

的结论，在思维的某一阶段可能是错误的。

纵向思维关心的是提供或发展思想模式，侧

向思维则关心改变原有的模式，建立新的模

式。在整个思维过程中，纵向思维和侧向思

维都是必要的，它们具有互补的关系。由于

侧向思维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方法，且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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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忽视，故需对其进行训练。 侧向De Bono 

思维的训练材料主要有视觉材料、言语材

料、问题材料、主题材料、轶事与故事以及

物质材料，训练方法主要有改变想法、挑战

假设、推迟判断、分解问题、逆向思维、头

脑风暴、任意激发、类比、寻找核心概念和

关键因素、选择切入点和注意范围等。

、 的创造技能训练3 Torrance ⑻

将儿童的创造技能分为 级水Torrance 6

平，并通过阅读活动对其进行训练，他列举

了课前、课中、课后能促进创造力发展的71
个行为特征，并强调期望的作用，帮助学生

想象未来。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人们提出

了各种各样的创造技能，共有 多种。在100
这些技能中，既有内部联系技能，又有外部

联系技能；既有强迫联想技能，又有自由联

想技能；既有问题相关技能，又有问题无关

技能；既有言语技能，又有非言语技能，最

常用的有任意输入、反转问题、提出问题、

总结问题、侧向思维、列举项目、头脑风

暴、强迫类比、列举属性、心理图示、比喻

思维、形象思维、优选假设、模糊思维、模

仿、训练六种思维风格、遵循不连续原理、

从形态上强迫联系、莲花开放技能等。

三、创造力培养教程

近几十年来，国外发展了几种影响较大

的创造力培养课程，主要有如下几种：

、 的创造性思维教程1 Covington ⑼

等人编写了《创造性思维教Covington
程》 ，该教程(Productive Thinking Program)

为 本卡通一样的小册子，每册 页，每册15 30

讲述一个侦探故事，故事中主要有四个人

物，两个儿童（吉姆和莱拉），两个成人

（吉姆的叔叔约翰和大侦探塞奇先生）。故

事先就某个谜案提出一些线索，要求读者回

答问题，目的是让读者“用自己的话陈述问

题”，“自己提出问题”，“产生能解释谜

案的各种想法”。当读者产生了某些想法之

后，小册子中的吉姆和莱拉通过对话提出他

们的想法，实际上，吉姆和莱拉就成了思维

方法的“榜样”。就象真正的破案过程一

样，他们起先会产生一些错误的想法，但后

来在两个成人的评析和帮助下，最终揭示了

要侦破的谜案。每个故事中成人评析都有针

对解决问题的一些策略。多项研究表明这一

思维教程可以有效地提高青少年的思维能

力。

、 的 教程2 De Bono CoRT ⑽

的De Bono CoRT(Cognitive Research 

教程起初是为成人设计的，目的是通Trust)
过训练发散思维来改进他们的思维能力。该

教程并不是基于某一学习理论或发展心理学

理论，而是学习一套思维策略并将其应用于

更广泛的情境。 教程共有 个单元，每CoRT 6

一单元包括 节课，每一节课训练在一个问10

题情境中的一种特定的思维策略。在每一节

课开始时，先由老师简要地解释所要学习的

思维策略，然后，将学习者分成小组，讨论

如何解决问题。几分钟后，各小组汇报他们

的进展情况，并在老师的引导下进行讨论。

教程的大部分问题来自于实际生活和CoRT

实践。这一教程在全世界有广泛的应用，有

数千个班的人参加了训练。但到目前为止还

没有经过严格的实验检验。

、 的思维科学课程3 Adey ⑾

等人对英国青少年思维能力的发Adey

展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青少年的思维能

力达不到皮亚杰提出的水平，而英国中学的

课程是按照皮亚杰思维能力发展阶段设计

的，故学生在学习科学等课程时产生困难。

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 等实施了通过Adey
科学教育对学生进行认知（思维）加速的研

究（Cognitive Acceleration through Science 
，简称 ）。 项目的理Education CASE CASE

论依据是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和维果斯基

的社会文化理论，具有事实准备 (concrete 
、认知冲突 、preparation) (cognitive conflict)

元认知 、架桥 等特(metacognition) (brid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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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特别强调在学生大脑中产生认知冲突，

并通过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谈

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建构认知结

构，然后，让学生总结自己的思维与解决问

题的策略，发展自己的元认知能力，最后，

将在活动中形成的这些策略应用到其它的问

题，推广到其他的领域。 等人在理论Adey

建构和发展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训练教程

《思维科学》，用于指导认知（思维）加速

实验。思维科学包括 个活动，这些活动可30

以分为变量问题、比例问题、守衡问题、组

合问体、相关问题、分类问题、模型问题、

平衡问题等类型。 项目特别重视教师CASE

培训，培训内容包括 理论及每一个活CASE
动的实施方法，强调将这种教学思想和方法

迁移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有近 的英国中20%

学生及南非、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中学生参

加了这一项目，大量的数据表明， 不CASE

仅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科学、数学、英语成

绩，以及学生的思维能力，同时，学生的创

造 力 也 有 大 幅 度 的 提 高 。⑿

纵观国外对青少年创造力的培养研究，

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贯穿于学科教学

中，二是设计创造课程和训练创造技能。我

们认为，青少年创造力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

程，既要树立有利于青少年创造力发展的育

人环境，还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培养措施；既

要重视学校教育，还要重视家庭和社会的影

响；在学校教育中，要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知识教学与创造力培养相结合、其他能力和

非智力因素与创造力培养相结合、东方教育

方式与西方教育方式相结合，选择灵活的、

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青少年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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