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于拥有大批创

造性人才。中小学阶段是一个人创造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课堂教

学是学校教育的主要渠道，也是影响学生创造力发展的重要因

素。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是课堂教学中创造力系统的三个重要

组成部分〔1〕，创造性的课堂教学是由创造性的教师选择有利于

学生创造力发展的教学内容，创设创造性的教学环境，应用创造

性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创造动机和积极情绪，培养创造性学

生的过程。因此，针对一定的教学内容，影响中小学生创造力发

展的课堂教学因素主要有教师素质、课堂环境、教学方法、动机

因素和情绪状态。

一、教师素质
教师素质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决定其

教育教学效果、对学生身心发展有直接而显著影响的思想和心

理品质的总和，包括高尚的职业理想、先进的教育观念、合理的

知识结构、高超的教学能力和良好的教学行为。教师是教学环境

的创设者、课程的开发者、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学生学习的引导

者，学生的创造力与教师的素质有直接关系。布拉弗德和李波特

等人曾经系统地探讨了四种类型的教师和可能导致的学生反

应，研究表明：民主型教师有助于学生创造力的发展，教师不在

时学生依然表现出巨大的创新动机和热情〔2〕。有关研究还表明：

有一定的人文和哲学知识，具有一定的创造才能，在课堂上实施

特殊的创造方法和技能的教师，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创造力

的发展〔3〕。

创造性教师是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力的前提条件，创

造性教师必须具备有利于学生创造力发展的教育观念、知识结

构、个性特征等。创造性教师的教育观念应具有如下特征：首先，

具有正确的素质观。正确认识素质教育的实质，不断推进以创新

精神为重点的素质教育，充分认识教育在学生创造力发展中的

主导作用，转变传统教育中阻碍学生创造力发展的观点。其次，

具有正确的学生观。尊重学生的个性，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面

向全体学生，尊重个别差异，鼓励主动参与和大胆质疑；第三，具

有正确的教学观。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和合作者，

能够创设民主、平等、和谐的课堂环境，重视探究教学和实践活

动，能够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建构；第四，具有正确的评价

观。对学生的评价要在具有客观性的基础上，注重全面性、动态

性和激励性。全面性是指不仅评价学生的知识掌握，而且评价学

生的能力发展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动态性是指要强

化形成性评价，淡化终结性评价，要强调纵向评价，淡化横向评

价；激励性是指把评价作为激励学生进一步学习和发展的手段，

帮助学生认识自我，树立信心。在知识结构方面，创造性教师应

具有扎实的本体性知识 （即教师所具有的特定的学科知识）、丰

富的实践性知识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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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条件性知识（即教

师所具有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在个性特

征方面，创造性教师应具有兴趣广泛、好奇心强、富有想象、善于

观察、意志坚强、智力较高等特点。

二、课堂环境
环境也是影响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具有自由、鼓励、认

同、时间充裕、资源充足、压力适当、具有挑战性、人际关系良好

等特征的环境能够促进人的创造力发展，而限制较多、资源不

足、评价不当、缺乏热忱、时间紧张、人际关系不良以及过分强调

现状等特征的环境阻碍人的创造力发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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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的培养需要创造性的课堂环境。所谓创造性的课堂

环境，是指可以支持师生的创造性教学活动和创造性思维活动、

激发学生的创造动机和积极情绪、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创造性

人格，具有民主、自由、和谐的教学氛围的课堂教学环境。民主是

指教师采取民主型的教学方式，平等地对待学生，构建以培养学

生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为核心的“学生主体”教育观念；自由是指

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鼓励学生独立

思考、大胆质疑，让学生敢于标新立异、挑战权威；和谐是指建立

良好的师生、生生之间的关系，形成学生主动学习、积极参与的

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气氛。

师生关系与同伴关系是课堂教学中学生面临的两种重要关

系，这些关系影响着学生创造力的发展。班级和小组中教师和

同伴较强的压力会阻碍中小学生创造力的发展。同伴关系和

谐，规章制度民主，师生关系平等，使得学生在周围环境中不感

到非自然的压力，不产生过度的焦虑，从而有利于个体创造力

的发展〔5〕〔6〕〔7〕。

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采取各种方式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

不恰当的评价方式会使学生产生种种心理上的压抑感，从而阻

碍他们创造力的发展〔8〕，这些不恰当的评价方式主要有：第一，

以学业成绩作为学生发展的唯一评价标准；第二，认为学生的好

奇、提问和批评等创造行为是一种干扰，限制学生创造性问题的

提出和创造性活动的进行；第三，以教师和书本上的标准答案作

为评价学生回答问题的唯一标准；第四，反对学生质疑教师的讲

解和书本知识；第五，对创造行为抱有偏见，把它看成是一种变

态行为进行讽刺和讥笑；第六，重视对结果的评价，轻视对过程

的评价；第七，重视对知识的评价，忽视对能力和态度的评价；第

八，重视学生之间的比较，忽视发展性评价；第九，限制学生思考

的时间，使学生不得不走上死记硬背的道路。

三、教学方法
创造性教学方法是培养创造性学生的关键。创造性教学方

法具有如下特点：首先，使学生掌握知识之间的联系，在大脑中

形成“富有弹性”的知识网络，建构合理的学科结构，为学生创造

力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其次，结合知识进行教学，让学生掌

握各学科中创造性思维的基本方法，并训练创造性思维的流畅

性、灵活性和独创性等品质。第三，在知识教学中，启发、引导学

生积极、主动地从多方向、多角度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第四，鼓励学生大胆质疑，不要预先树立是与非、对与错的绝

对权威，尊重学生提出的意见和问题。第五，注重创设问题情景，

在“最近发展区”内设置高认知问题，引导学生产生认知冲突，激

发学生积极思维。第六，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假设并进

行探究，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第七，放弃权威态度，倡导学生

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使集体创造力得以发挥。第八，不对学生的

创新成果和答案予以立即判断，而是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思考

和创造。第九，尽可能创造多种条件，让学生接触各种不同的概

念、观点以及材料、工具等，训练学生的感觉敏锐性；第十，鼓励

学生独立评价，即用自己的标准评价别人的想法。第十一，重视

对所学知识和方法的反思与迁移，培养学生的自我监控能力和

灵活应用知识和方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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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促进学生进行批判性的探究，培养学生的

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形成自我指导式的学习，学生在这种自由轻

松环境下参与更多形式的校园活动，如音乐绘画、科技活动、数

学计算、文学创作和网上游戏等活动，能够使他们自身的创造动

机得到有效的激发，创造力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课堂互动是课堂教学中最基本、最主要的人际交往，也是一

种常用的教学方式。在课堂教学情景中，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

和学生之间发生具有促进性或抑制性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进而达到师生心理或行为的改变。从课堂互动的主体来讲，有

课堂师生互动和课堂生生互动；从课堂互动的内容来讲，有认

知互动、情感互动、行为互动。行为互动是课堂教学中师生的外

在表现，情感互动是思维互动和行为互动的基础，而思维互动

则是互动的核心。在教学过程中，创设平等和谐的互动情景，促

进师生和同伴之间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正向情感的建立，激

发师生和同伴之间积极的思维互动，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生创造

力的发展。

以思维为核心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学生创造力的发展。杜威

提倡“从做中学”的教学方式，在“做”中思维，通过思维提出问题

和解决问题，并在“做”中验证效果。该教学分为五步进行：第一，

暗示，思维跃进了一个可能的解决；第二，感觉（直接经验）的困

难或迷惑的理智化，成为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一个必须找到答案

的疑问；第三，用一个又一个的暗示，作为领导观念或假设，以发

起或引导其他心智活动搜集事实材料；第四，推演观念或假设的

涵义；第五，在外表的或想像的行动中检验假设。他将这五个步

骤应用于教学过程，提出了教学过程的五个阶段：从情景中发现

疑难；从疑难中提出问题；作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假设；推断哪一

种假设能解决问题；经过检验来修正假设、获得结论。这是一种

“从做中学”的教学步骤，在“做”中思维，通过思维提出问题和解

决问题，并在“做”中验证效果。布鲁纳提倡“发现学习”，“发现学

习”是主张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方式，它

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发展探究性思维为目标，以基本材料为内

容，使学生通过再发现的步骤来进行学习。这些教学方法影响着

国际教育改革，同时也为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创造力是在知识和其他能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高层次

上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观察能力、实验能力、思维能力、提

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都影响着学生创造力的发

展。因此，课堂教学中要重视知识教学和学生其他能力的培养，

为学生创造力的发展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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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动机因素
动机作为非智力因素之一，不仅是其他非智力因素的前提

与基础，而且对创造力的发展有着更重要的作用。有关动机和创

造力的早期观点主要有：第一，精神动力学派的观点。该学派的

大多数理论认为，创造性行为是一种减缓张力的途径，而这种张

力来源于其他不能被人接受的需要；第二，人本主义学派的观

点。驱动创造力的是人们自我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促使他们挖

掘出自己的潜能；第三，其他理论家的观点。创造力的关键部分

是个体对其所从事的任务有深切的热爱，并对工作本身感到愉

悦（Bruner,1962;Henle,1962;Torrance,1962）
Amabile（1983）提出了创造力的三成分模型，认为创造力是

领域相关的技能、创造力相关的技能和任务动机等三种成分综

合作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动机影响创造力的双歧

（Two- pronged）假设：内部动机对创造力有利，而外部动机对创

造力有害〔9〕。内部动机是指从事该活动的动机主要针对活动本

身，因为他 / 她认为这个活动是有趣的、吸引人的、令人满意的、

具有挑战性的，内部动机的标志是个体关注工作本身的挑战性，

并从工作中产生愉悦感。外部动机是指从事该活动的动机主要

是为了达到独立于该活动之外的某种目的，如获得预期的奖赏、

在竞争中获胜、满足某种需要等，其特征是关注外部的奖赏、赢

得胜利、工作的外部导向。

在很多情况下，外部动机被认为是外部控制性的，但有些时

候，它也被认为提供了人们所需要的有用信息，考虑到这两点的

分歧，Amabile（1993）识别出两种类型的外部激励因素：一是增

益性的外部激励因素，它能够提供信息，或者帮助个体更好地完

成任务，并能够与内部动机保持一致；二是非增益性的外部激励

因素，它使个体感觉到控制，并且与内部动机不协调，虽然内部

动机与某些类型的（非增益性的）外部激励因素呈负相关，但是

它可以和其他的（增益性的）外部激励因素组合在一起。这种动

机增益性概念对修改内部动机假设是有用的，即控制性的外部

动机对创造力有害，内部动机和信息化的外部动机可以促进创

造力的发展〔10〕。我们采用直接和间接激发内外动机的方式,通过

两个实验考察了内外动机和不同水平的外部动机对高一学生创

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1）内部动机能够促

进学生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形成，尤其表现在流畅性以

及独创性维度上；（2）外部动机能够抑制学生创造性科学问题提

出能力的形成，尤其表现在独创性维度上；（3）不同的外部动机

对于学生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影响是不同的，期待正性

评价不能影响到学生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但避免负性评

价对学生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

总之，内在动机是推动人进行活动的动力，对学生创造力的

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基于学生原有的经验

和知识，强调问题情景的创设，突出学生的认知冲突，激发学生

的内在动机，从而促进学生创造力的发展。

五、情绪因素
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它是

人脑的高级功能，与其他的心理过程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

对个体的学习、记忆、决策、思维、问题解决等有着重要的影响，

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创造行为和创造力发展。

在以往情绪影响创造力的理论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两种观

点：一是正情绪有利于创造性活动，负情绪阻碍创造性活动。
Basch〔11〕的认知资源理论认为，当激发出消极情绪时，用于创造

的认知资源转向产生一种防御物，防御由情境引出的消极情绪。

由于个体除了需要运用认知资源进行创造性活动外，还要耗费

一定的认知资源来阻止消极情绪的产生。同时，当思维和情绪竞

争时间和认知资源时，情绪往往占据上风。预先设定的时间限制

和失败的恐惧占据认知资源，使个体总是急于解决问题，而没有

时间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进行思考，这样个体就很难表现出高

创造性，因此负情绪阻碍创造力。二是正情绪阻碍创造性活动，

负情绪有利于创造性活动，Abele〔12〕的心境—修复理论认为，创

造具有心境—修复的功能，在产生负情绪时，心境需要创造性行

为的修复，而在产生正情绪时，心境不需要创造性行为的修复。

因此负情绪能提高创造性，而正情绪降低创造性。对于情绪影响

创造力结果不一致的原因，Kaufmann（1997）在心境与创造性相

关模型中指出，情绪对创造力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这种影响依

赖于问题解决的阶段、问题情境、对问题加工的广度与深度、解

决问题的策略等方面〔13〕。

我们采用混合实验设计，通过不同情绪激发方式探索了不

同情绪状态对学生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

正情绪状态能够提高学生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的能力，尤其表

现在流畅性和灵活性品质上；不同的负情绪状态对于学生创造

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影响不同，愤怒不影响学生创造性科学

问题提出能力，但是恐惧对学生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有着

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同的情绪状态和不同题目形式之间有着显

著的交互作用，高兴情绪状态对开放式题目形式的促进作用大

于对封闭式题目形式的促进作用，而恐惧情绪状态对封闭式题

目形式的抑制作用大于对开放式题目形式的抑制作用。卢家楣

等人通过教学现场实验研究了情绪状态对学生创造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学生在愉快情绪状态下的创造性总体水平显著高于

难过情绪状态，且主要体现在流畅性和变通性两个方面〔14〕；特

质焦虑对学生的创造性没有显著影响，而状态焦虑对学生的创

造性有显著影响，即状态焦虑低分组在创造性测试的总分上明

显高于状态焦虑高分组，且主要体现在流畅性和变通性两个方

面〔15〕。王极盛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学生创新意识与学习压力、抑

郁、焦虑呈显著负相关，创新能力与学习压力、抑郁呈显著负相

关〔16〕。尽管情绪对创造力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但就情绪状态

对课堂教学中学生创造力的影响而言，积极情绪状态有利于学

生创造力的发展和学生的创造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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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it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classroom teaching are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classroom environment, teaching methods, motivation factors and
emotional state. Of these factors, the teacher quality determines the creation of classroom environment and the choice
of teaching methods. Classroom environm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creativity
directly and at the same time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reativity indirectly through motivating factors and
emotional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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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中影响学生创造力发展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上

述五种因素是主要因素。在这些因素中，教师素质决定着课堂环

境的创设和教学方法的选择，课程环境和教学方法直接影响着

学生创造力的发展，同时，也分别通过动机因素和情绪状态影响

学生创造力的发展。因此，教师的素质在学生创造力的发展中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造就一批创造性的教师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

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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