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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work experience and the content requirements of innovative strategies, this article is
from the sel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o guide students to generate innovative ideas, mobilize
potential to inspire students to implement innovative imagination, innovate problems to train
students to explore spirit, etc., and gives strategies for training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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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工作经验，依据创新型策略的内容要求，从选择环境引导学生产生创新型想法，调动潜力启发
学生进行创新性想象，创新习题培养学生探索精神等多方面，结合实际问题给出了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
方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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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让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改革能够更好地顺应社会发展，陈文胜([1])提出了体现数学文化的三种方式：
改善学习方式、更新教学理论及优化数学内容。胡良华([2])发现了数学教学是以数学文化为基础的，提
出了几种体现这个基础并且可以提高学生数学素养的方式。魏妙([3])研究了如何能够把数学文化融入到
数学教学中，它能够提高并培养学生数学素养。冯蕴珍，陈荣庭([4])指出要教好数学，就必须得改变现
在的小学初中的教材体系和教学内容。王艳侠([5])由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开始，描述了创新角度、教学观
念等方面来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目标。李曦([6])探讨了把研究型教学、案例教学和数学文化等方法
加入到数学教学中去的想法。徐蕾([7])讲解了作为合格教师应该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做到的充分准备教材、
生动讲解课堂与学生互动等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本文总结了教学中有关数学的发展历史和育人策略，
结合现代素质教育对创新人才的要求，以小学为主，中学为辅，从选择环境引导学生产生创新型想法，
调动潜力启发学生进行创新性想象，创新习题培养学生探索精神等多方面，归纳出从课下到课堂到课后
一系列能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方法策略。

2. 数学教学和创新型策略
2.1. 中小学数学教学的发展和近况
在早些年前，我国数学教学在小学阶段使用最多的是数值计算，这个计算也是四则运算，虽然学习
了集合的定义，但在运算方面还是有所缺失。在集合理论中，它是每个课程的基础。如果学生提前学习
一些关于集合的储备知识，这对学习其它课程是有好处的。同时对于认识社会问题，解决现实生活中的
问题有益的。因此教育教学需要把有限集合的补、差、交、并与正有理数运算联系起来，让他们一起开
始。所以教材使用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在全日制教学的大纲下，会进行适量的改变并加入集合运算。
自新课改开始，我国中学教学“以学生发展为本”作为基本理念，通过课堂教学，来不断提高教学
质量，老师引导学生改善学习方法，逐渐发展学生的能力，产生一定的思维模式，让我国中小学数学教
学的方式得到改善。

2.2. 创新型策略的主要内容
现代化素质教育明确指出，创新型策略要求每一个学生都有要创造思考和行为，提高创新的小步提
升。充满创新地教学是青少年在导师的制定下，不仅学习书本知识，而且还要培养青少年的创新习惯，
启发其创造精神，在指导其学习期间，通过适合的培养方案，使其渐渐掌握其中的要领，进而能够通过
各种充满创造性，挑战性的考验。
1) 创造性教学。数学是一种文化形态的涵义，本质对于数学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正因如此，数学文
化观下的数学教学应着力于数学活动展开。要一直鼓励学生走入日常生活，走入社会参与实践活动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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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调查，收集资料。教师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为发展型和探索型的教学方法。在具体的过程中则
可采用“问题情景–建立模型–求解–解释与运用”开始。让学生掌握必要的基础技能和基本知识，少
不了经历数学知识的应用与形成过程，从而更好地运用数学知识，发展应用数学的能力和意识，加大学
好数学的信心和愿望。
2) 创新型教育要求。要求一：建设性，这是创新型教育的灵魂，也是教学的目的。要求二：参与性，
想要有良好的教学效果并引发学生互动产生新思考，就要求老师学生全程参与进来，这样就能一起融入
到研究的题目中去。要求三：互助性，多个人合作完成的任务质量通常会很高，一个项目一个题目很容
易通过大家共同努力想出新颖的出路。要求四：引导性，学生老师讨论的题目要有发展价值。要求五：
尊重性，学生之间谦虚忍让，师生之间平等互助，大家一起开动脑筋思考，更有利于题目的解决和创新
型目标的达成。

3. 培养学生创新型能力的方法和方案
3.1. 选择环境，引导学生发生创新型想法
只要条件环境达到了，每个人都是有创新的机会的，在日常的教学任务里一定注意，为学生们创造
这种条件，使得他们自然而然发生发展思维。
1) 提供情景。给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提供一个利于解答的环境，学生在这个种条件下很容易就能在认
知上获得共鸣，例如在教关于均值不等式的时候我们可以提问这样一个题目：
现在给出一个秤，它的两边长度分别是 11、12，我们要利用这个秤去测量目标的轻重，先把目标物
在秤的左边和右边称，然后把获得的数据和去除以 2，把得到的数据成为目标物的正确重量。请问该操
作正确吗？假如不对，我们可不可以寻找出一个可以测量出目标物的正确的方式？
2) 充满自信。我们可以利用语言上的鼓励让学生获得信心。这在根本上能解决上课过程中的很多问
题。我们说话时，假如学生发挥不错，我们要马上去夸奖：“大家看，刚刚的学生回答的太漂亮了！我
真喜欢你的答案”“不错，你的回答很完美”“NICE！”在学生并不会解决提出的题目的情况下，“加
油哦”“再接再厉”。老师们通过教学中的行为举止，学生就能理解为老师很喜欢他们，并且也很认真
对待，从而让他们更加活跃，学习上更加大胆，并且在学习中收获快乐。
3) 提倡探索。我们带领学生学到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时，插入了引导性的开头：大家知道一些日
常生活里常见的对比嘛？我们把手掌蜷成一圈，发现它横向的长和纵向的长差不多是一样的，用比来表
达就是一比一。我们把双臂举起来然后慢慢放成水平方向就能发现它的长和我们的个子比也是一比一，
但是我们的脚就不一样了它的长和宽就是一比七……通过许多类似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在更多方面，比
如我们要去购物，如果这个短袜，我们把它包住自己的手蜷成一圈，那么我们可以估算出适不适合买；
或者是公安局研究犯罪分子的痕迹，很容易就能得出该逃犯的身材……通过刚才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
它们的成果都是借助于比例，所以咱们这次就来学习比例的基本性质……
另外是我们在准备教面积和面积单位时，可以先用投影仪去播放：李白走在回家的马路旁，她走了
一天的长度怎样用马路来表示？假如我们把马路用沥青铺一遍，那么要用多长的沥青？下面，我们来进
入该课程的学习。通过播放投影仪，可以很迅速吸引学生的兴趣，再进入走路的问题，使他们能够融入
到新的知识中来。
4) 协助解决。在数学的一系列探索中，我们可以发现它有的方面是关于运算的，而有的方面是关于
解答为什么的，还有的方面是该怎样做的，对应的我们就能在学生的研究中，去运算，去想办法，去想
通，最后去获得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这些学习，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做不对的题目都是在以上出错，
或者粗心马虎，还有就是不会使用定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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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一下例题： −2 X = 6 ， X = ? 它是如何的得到的。
有不少学生会做前一个问题，可是第二个问题就把他难倒了，通过调查发现这个阶段的学生有差不
多半数的学生不大会。可见学生会做了，但是并不是完全理解，提高该理论的掌握水平还是能够获得很
大的进步的，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让学生理解并且会做题，这一切的前提是对基础知识的
正确把握，并且会灵活使用。
5) 引出题目。我们通过对心理活动的分析发现，在学习新的内容时，假如这个知识点和我们平时所
认识的事物很相似，那么学生掌握它就容易。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讲课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地利用平时
的事物去引出我们要掌握的内容，这样学生就更容易产生去学的想法，并且更有动力。在我们学习小数
的时候，教材里让我们去看 0.1 米，0.10 米和 0.100 米它们哪一个最小，哪一个最大。
首先老师要写在展示区：“1，1，1”，然后提出问题：请问它们相等吗，在得到学生回应之后，教
师用等号连接……通过类似的方法，我们发现它会让问题更有逻辑性和吸引力，能够让学生在来来回回
的转化中，一直在动脑思考，最后取得一个结果，这样就能让学生高兴快乐起来，从而不排斥它。

3.2. 调动潜力，启发学生实行创新性想象
发展的想象是充满生命力的，也是可以进步和改造的。在对学生的教育教学中加入创新的因素，使
学生能够养成在一定条件下顺理成章进行发散性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习惯。
1) 敢于联想。我们的数学前辈们说过这样的话，只有胆子大，才能开发出新的思想和成果。这在数
学教学中尤为重要，通过猜想，很多的新思路可以打开。如下题所示：
在梯形 ABCD 中，AE
= EF
= FD ，BG
= GH
= HC 。梯形 ABCD 面积 39 平方厘米。请问四边形 GEFH
的面积部分有多大(图 1)。
题中只有一个数据，还有两个表示相等关系的式子，要求解，通过图片，我们大概猜测这个要求的
大小可能有整个的三分之一，为此我们不妨大胆猜，测一下，这个四边形 GEFH 的大小一定是大整体的
三分之一，所以得 39 × 1/3 = 13。
下面就需要我们运用以前学过的计算图形面积的方法了：分割、旋转、添加辅助线等。根据体重的
等量关系，把直角梯形进行分割，进而验证上面的猜测是正确的。
2) 捕获启发。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些区域掌握特殊本领，并不是因为本身就有很多想法，而是在太
多的普通事物中也能探索去发现一些常人无法捕捉到的东西。通过对平时普通事物的敏感反应，引起了
内心的活动，然后找到了一些依据，这也就是兴趣和关注的贡献。

如：判断函数 f

 1− x , x > 0
)
) (
(

的奇偶性。
( x) = 

 x (1 + x ) , ( x ≤ 0 )

Figure 1. Trapezoid
图 1. 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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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思考一下这道题假如利用奇偶来解决会很麻烦，同时学生也会出现误。假如我们好好看会发现
− x (1 − x ) =
− f ( x )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果即原式是奇函
f (=
x ) x (1 − x ) 还有定义域是对称的 f ( − x ) =

数。
3) 各抒己见。课堂上学生可以自己解决的题目教师应该鼓励他去完成，对于中途可能遇到的挑战，
老师也要不断鼓励他们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想法，不要脱离团体，不要孤立了自己。
比如说，我们在学习某一节新的课程时，我们要求未知数，某个数除以 4 得 502，那么这个数是多
少，先让大家做一下，然后由一个学生来做。
解：设这个数为 x ，则有 x ÷ 4 =
502 得 x = 2008 。
这个时候可能就有其他的方法了，有的学生会不同意就说：不对，刚才的题目要求已经定好了，除
数是 4。班上的学生有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老师就让学生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理
由是什么。通过讨论，有的学生说这个算式没有正确讲明白，然后我们再找会做的学生，有的学生说了，
假如好几个人一起做，可能就会出现不同的方法，但是得数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判定为
正确的。由乘除法之间的转换关系，被除数是可以除以商从而得到除数，所以这也是数量关系在这道题
中的应用。
通过激烈的讨论，我们最终整合了所有学生的意见，有的学生刚开始做错了，后来及时发现并改正
了自己的做法，从而实现了结果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只是引导，可以看出来，让学生讨论发表
自己看法的重要性。
4) 连接、组织，形成题目模型。连接和组织作为我们教学课程标准是十分重要的，只有通过连接和
组织，我们才能形成题目的总体概念，也就是题目模型。有了这个模型，我们在学习了新的内容并将学
习知识运用到实际层面时，就更加有建设性，从而让学生产生解决问题的愉悦感。在日常学习问题解决
方法时候，我们要把新的内容转化成已有已掌握的问题，这样就有固有的解题方法或者步骤了，也就能
培养学生自助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去看那些别的领域如车辆运作，工厂车床加工，运送物资和飞机起飞等有关实际和计算的模型，
转化为几何问题求解。

3.3. 创新习题，培养学生探索精神
1) 创造题目。题目作为我们学生学习的重要一员，它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在我们新的教材要求标
准下，老师们更加注重在教学中关于教材练习题的运用，使学生不断进行练习，反复去锻炼，从而让题
目的内容得到充分的理解。
在课本中，有一些问题是很有钻研意义的，老师要会正确引导学生。例如，在三年级数学下册的一
道题目：把 12 张长是 1 厘米的正方形的纸片摆成长方形，请问你能摆几种？把它当成作业留给学生，它
没有让学生去动手做，也没有任何探索性的思考。学生本来自身的发觉能力和思考能力都有待提高，尽
管能够回答该问题，但是没有对这道问题进一步去想，这就是对问题的极大浪费，不能激发学生们的创
造性思考，教材资源被白白浪费。为了使这些问题不再被浪费，我们老师应该去多引导，多提问，在原
来的题目上加以拓展，比如再问学生这个摆法的宽长分别是多少呀，那个面积呢大小有多少，或者是让
学生自己提问，通过这种问题来让学生开动思想。
我们经过以上的发展，这个题目不但会做了，而且还能举一反三，能够做多种题目，这样的话，学
生就是在题目的更高层次来锻炼，就能加深学生的思考。所以，我们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对习题
的学习发展更高的要求，让学生在其中产生思考行为。
2) 新奇立意。在教学中，要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当有的学生在发表出错误的结论时，不要马上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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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他，而是要缓和学生情绪，询问他的做法，然后把其中出错的地方给他指出来，让他自己捋，从而加
深印象。例如我们在学习圆锥的时候，我们让学生去思考圆锥的侧面展开是什么样的，有的学生说是扇
形，有的学生说是半圆还有的学生说是圆，甚至有的学生说是正方形，老师不但没有嘲讽他，相反鼓励
这种新颖思维，将加工好的圆锥打开展成一面让他看，他就能知道这个是扇形，然后再下一次老师问圆
台的展开形状时，有的学生会说这是梯形，然后老师再让学生合作去把圆锥变成圆台，看一看形状。通
过不断地这样锻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就能提高。
3) 改造题目。在有些教材中，就要求学生在会做原题的情况下，主动去改造题目并试图求解，在这
种情况下，改造的题目并不一定适合解答，但是它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容易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而
且它是能够巩固并加深学生能力的。
下面是一道关于改造习题的例子：
已知小正方形的面积是 25 cm，请问圆的面积与大正方形的面积是多少(图 2)？
已知小正方形的面积是 20 cm，大正方形的面积是多少，请问圆的面积是多少(图 3)？
这两道题目，看上去十分相像，但是思考和做法并不相同，上面的这个题目学生根据 25，可以很轻
松的知道小正方形的边长是 5 cm，也是圆的半径，所以也就得出了圆的面积。下面一道题，20 并非平方
直接得到的，所以有的学生的会陷入困境，但是，我们好好思考就能注意到，下面的那道题中半径的平
方与圆的面积存在倍数的关系，所以可以更加顺利的得出圆的面积。
在改写问题的同时，学生的深度思考行为能够得到练习，这是在拥有扎实的基础和不断思考的情况
产生创新的。每个问题经过改造后让学生交换习题去互相提问，互相评价，就能得到理想的结果，在学
生们的交流学习中，他们的思考，创新动手实践能力得到了加强。

Figure 2. Square
图 2. 正方形

Figure 3. Square
图 3. 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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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正确引导学生的思考作为培养学生创新的基础，这样就能把它渗透到日常教师的教学工作中
来，也能让学生养成创新思考的意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不可避免的要遇到
一些挑战，这些都是要在未来的工作中所要攻克并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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