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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ve ability is a psychological orientation that discovers problems and actively explores
them. In this paper, from the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daily life, from the entry point of new and
old knowledge, from novel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from practical hands-on operations, from
arousing students’ curiosity, and from mathematical open-ended questions, we create innovative
ability scenarios and develop students’ mathematical innovation ability by creating these attractive innovation ability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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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能力是一种发现问题、积极探求的心理取向。本文，从日常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创设创新能力情景、
从新旧知识的切入点创设创新能力情景、从新奇的娱乐活动创设创新能力情景、从实际动手操作创设创
新能力情景、从唤起学生的好奇心创设创新能力情景以及从数学开放题的求解创设创新能力情景等，通
过创设这些具有吸引力的创新能力情景来培养学生的数学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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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能力是一种发现问题、积极探求的心理取向。数学课堂上的创新能力培养应该为学生学习服务，
学生应该用数学的眼光关注创新，创新能力应是数学知识和技能学习的支撑，是数学思维发展的土壤。
目前，数学创新能力培养策略已经引起了许多专家的关注[1]-[8]。牛庆玮等[1]认为创新教育的基础是实
践，实践教学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黄荣怀等[2]提出了从创客教育的角度出发，在小
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应根据学生认知发展和科学素养采用不同策略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李观芳[3]根
据对小学数学教学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现状进行分析，结合小学生的身心特点，提出相应的有效措施以促
进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罗灶清[4]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应把握住小学生思维从具体形象思维逐步过渡到
抽象逻辑思维的这一特点，在教学中教师应注重以感性经验去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逐步培养学生思考
问题的能力；刘美云[5]认为数学教师需要在尊重学生为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合理制定教学计划，通过营造
氛围，增强课堂互动，提升小学生的创新能力；许满琴[6]提出创新思维能力是培养学生素质教育的核心，
也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需求；李岩[7]认为小学阶段是对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进行培养的关键时期。因
此，在数学教学中，创新能力培养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创新能力培养的情景设计，这个创新情景的设
计要依据学生的知识水平、能力、经验、依据教学的内容和现实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理想的
情景创设出来了，数学创新就成功了一半。作为一线数学教师，就日常教学中学生数学创新能力的培养
作了一定的实践与思考。

2. 利用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进行创新能力情景创设
2.1. 在开始引入中进行创新能力情景创设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感到自己是一个发
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所以，在一个新知面前，总有不少
猜想与疑问，总想征服它、掌握它。
如教学“比的认识”时，教师在黑板上板书了一个“比”，询问同学们什么叫比？比是怎样组成？
有什么特征？比有什么作用？学生思维放飞，教师对学生充满情趣的思维，因势利导，梳理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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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肯定同学们想的问题很有价值，那么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学生通过看书自主探索。这样一个良好的问
题情境促进了学生主动学习。

2.2. 在生活实际中进行创新能力情景创设
数学知识起源于生活，只要我们留意日常生活，就不难发现，生活中处处蕴涵着数学，许多新鲜的
事例可供我们教学使用。例如：教学“认识人民币”，可以在教室里摆设一个小商店，让学生充当售货
员和顾客进行“买卖”，让学生们身临其境的学习。如教学“认识位置”，我们可以把教室作为情境，
认识上下、前后、左右。又如，中高年级知识应用的教学，我们可假设学校要组织春游活动让学生设计
旅游方案，如：来回怎样包车？如何购门票？公园游玩哪些项目等等，让学生做花费预算，制订合理方
案，等等。创设这些情境，都是学生身边的事，熟悉的事，极大的提升了学生的数学兴趣和探索精神。

2.3. 在实践应用中进行创新能力情景创设
进行创新能力情景创设是由动作主体，认知对象和认识目标道路中的障碍组成的，学生只有发现这
个障碍，并要想除掉这个障碍，从而生成进行创新能力情景。在许多现实生活中，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
经验难以解决现实问题，这种知识的缺限，往往会造成学生学习的障碍，形成学习的问题情境。如讲《比
例尺》时，教师课前先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画出学校教学楼的平面图，尽管学生认真努力，但画出来的
平面图仍与实际差距较大。老师让学生找出画不好的原因，学生通过讨论认为，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一是方向不知道怎么确定，二是不知道实际的距离画在纸上应当画多长。因此造成所画的平面图不是理
想的结果。教师因势利导：首先看第二个问题，让学生来讨论实际的距离画在纸上应当怎样画才准确。
学生通过积极思考，得出应把实际的长度都缩小相同的倍数的结论。至此，教师没有上来就讲比例尺的
知识，而是创设让学生画教学平面图的问题情境，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进而产生学习的需求。从而使
学生知道了数学的来龙去脉，解决了数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过程，认识了数学知识的实用性。使学生
把数学学习作为一种乐趣、一种享受和渴望。从而学到了有用的数学。

3. 利用新旧知识的切入点进行创新能力情景创设
3.1. 在新旧知识连接点间进行创新能力情景创设
古人云：“温故而知新”。在新旧知识密切联系的关键处，创设情境，制造冲突，学生自然会利用
已有的知识经验和方法来联想和探索新知。如教学“三角形面积计算”时，教师可创设这样的情境：“过
去运用转化的方法把平行四边形转化成长方形来推导出求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方法，我们能否从中推
导出三角形的面积计算方法？”让学生去探索。再如教学“乘法结合律、交换律”时，可以这样创设情
境：“我们知道加法有结合律、交换律，那么乘法会有什么样的规律？”学生探索交流。通过这样的情
境，首先给学生指明了思考的方向，从而激发学生探求新知的欲望。

3.2. 从旧知的综合应用中进行创新能力情景创设
学生解题时，会不自觉地联想以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题目，有没有做过条件相似的题目，有没有做
过结论相似的题目，这些都可以利用联想来创设问题情境。据此创设问题情境的关键是找出问题相似的
地方，或“形似”(条件或结论一样)，或“神似”(方法或解题思路一样)，形似题称之为一题多变，而神
似题则称之为多题一解。
在学生学习了最小公倍数后 我出了这样一道题：一次数学测试，参加的学生中有 1/2 得 A，1/3 得 B，
1/7 得 C，其余的得 D，已知参加考试的学生不满 50 人，那么得 D 的学生有多少人？要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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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利用所学的最小公倍数的知识求三个分数分母的最小公倍数求出参加考试的人数再求得 D 的人数。
学生分析题意联想到以前练习过的神似题目。
《找次品》是人教版数学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数学广角的内容。现实生活生产中的“次品”有许多
种不同的情况，例如外观与合格品不同，所用材料不符合标准等。首先明确要找的次品是外观与合格品
完全相同，只是质量有所差异，且事先已经知道次品比合格品轻(或重)，另在所有待测物品中只有一个次
品。“找次品”的教学，旨在通过“找次品”渗透优化思想，运用它可迅速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此前
学习过的“沏茶”，“田忌赛马”等都运用了简单的优化思想方法，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优化意识。此
次以“找次品”这一操作活动为载体，让学生在感受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的基础上，再通过归纳、推
理的方法体会运用优化策略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感受到数学的魅力。教材中例 1 安排了从 5 个物品中找
次品，仅要求学生说出找次品的方法，不需要进行规律的总结，让学生感受到问题解决策略的多样性。
例 2 安排了 9 个待测物品，要求学生归纳出解决问题的最优策略，让学生经历多样化过渡到优化的思维
过程。这样安排虽考虑了学生的思维过程，但对于刚经历找次品的学生来说，为什么要找次品？5 个次
品是否难度过大？找次品平均分成三份是学生在观察 9 个待测物品的测量过程中，比较得出的，“为什
么平均分成三份是最优方案”教材没有涉及，学生的疑惑或许会更多。基于上述考虑，把教学目标定位
在：① 让学生初步认识“找次品”这类问题的基本解决手段和方法；② 学生通过观察、猜测、试验、
推理等活动，体会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及运用优化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有效性；③ 通过观察多个待测物
品时，让学生体会到最优化策论的成因。以“美国挑战者号失事”作为引入，让学生了解事故的原因是
由一个不合格的零件造成的，让学生认识到次品的危害是会威胁生命的，领悟到严格检验的必要性，同
时把人文教育渗透在教学中。
利用知识的联系创设问题情境，来培养学生联想、逆向思维的能力与习惯，以及善于发现提出问题
的能力。

4. 利用新奇的娱乐活动进行创新能力情景创设
4.1. 在有趣的故事中进行创新能力情景创设
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形象性强，有趣的童话故事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于创设具体的数学
问题情境。例如，著名的特级教师吴正贤在教“商不变的性质”一课时给同学们讲了“猴王分桃”的故
事：花果山上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一天，猴王给小猴们分桃子。猴王说：“给你 6 个桃子，平均分给
3 个小猴吃。”小猴听了连连摇头说：“太少了！太少了！”猴王又说：“好！给你 60 个桃子，平均分
给 30 个小猴，怎么样？”小猴子还得寸进尺，试探地说“大王，再多给点吧？”猴王一拍桌子，显得很
慷慨大度地样子说：“那好吧！给你 600 个桃子，平均分给 300 个小猴，你准满意了吧！”小猴高兴的
笑了，猴王也笑了。听了故事，班上的孩子也情不自禁地笑了。此时此刻，吴老师意味深长地问大家：
“你们说，谁的笑是聪明的一笑？为什么？吴老师用有趣的童话故事并把商不变的性质隐含其中。并以
此为契机，恰到好处的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商不变性质”的奥妙。

4.2. 在学生竞赛中进行创新能力情景创设
小学生好胜心强，竞争意识、上进心足。利用小学生的年龄特征，也有利于创设数学问题情境。如
教学“面积的意义”一课时，首先让学生进行一个小竞赛，把面积大、小悬殊的两个长方形纸片分给两
个学生，让学生在长方形内涂满颜色，速度快的同学获胜，学生同时迅速操作，当小纸片的同学涂好后，
另一个同学仍未完成。从而引出问题:这场竞赛合理吗？为什么？在学生的争论中创设了问题情境，引导
了学生主动认识平面图形大小——面积，这种方法在揭示简便计算的规律等教学中也可运用。如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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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分配律时，出示两组练习题
左边：39 × 14 + 61 × 14 27 × 99 49 × 99 + 4918 × 137 − 18 × 37 5 × 27 + 63 × 5
右边：(39 + 61) × 14 27 × (100 − 1) 49 × (49 + 1) 18 × (137 − 37)5 × (27 + 63)
把学生分为两组做题进行比赛，右边题的孩子们很快完成了，而左边的同学还在埋头苦算，此时学
生会觉得不公平，从而引出本节课乘法分配律的学习，激发了孩子强烈的求知欲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4.3. 在谜语儿歌中进行创新能力情景创设
谜语富有思考性和启发性，低年级学生比较感兴趣，利用这种方法，也有利于创设数学问题情境。
如教学“钟的认识”一课时，先通过一个谜语：“嘀哒嘀哒当当当，嘀哒嘀哒当当当，会说没有嘴，会
走没有腿，它能告诉你，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起。”这是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一个什么东西？学生
开动脑筋，为猜出结果而高兴，引出问题“你们看到过钟吗？它是什么样的？”学生进入了生活情境，
就会产生学习兴趣。在教学“年月日”一课时，让学生背诵儿歌：“太阳、地球和月亮”(太阳大、地球
小、地球绕着太阳跑；地球大，月亮小，月亮绕着地球跑。)引出问题：地球绕太阳跑一圈的时间就是一
年；月亮绕地球跑一圈的时间就是一月；地球不停地自转，自转一圈的时间就是一日，那么年月日之间
有什么关系？表示的时间到底多长呢?学生进入了一种问题情境,从而通过观察年历,主动地去探索新知。

4.4. 在游戏活动中进行创新能力情景创设
《标准》要求：数学教学是数学活动的教学，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交往互动与共同发展的过程。
有趣的数学游戏，更利营造师生宽松的环境，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的思维更活跃。例如在讲《长正方
形的认识》一课时，教师课前准备了一张猪八戒的图片，上课时让一个同学到前面去描述图片的特征，
其他同学不能看图片，而是通过前面同学的特征描述猜出图片上的人物。同学们积极参与，兴趣十足，
很快找到答案。接着教师提出问题：为什么猜得这样准确呢？是因为猪八戒的特征抓的准。生活中有对
特征的描述，数学中也有，比如长方形，能从图形中找到，但如果像描述猪八戒的特征那样，把它的特
征描述出来，能否让同学猜到。同学们跃跃欲试，陷入了积极的探索中。长方形的特征在教师创设的问
题情境中得到了充分的揭示，在有趣的活动中，创设了数学问题情境，学生主动实践探索，学生的思维
就被激活了。
在学习植树问题时设计学生手拉手排队游戏。老师发口令，孩子们自由结组，手拉手，围成一圈，
几个人就是几个树，手臂就是间隔。然后说出间隔和棵树的关系。可以排成一字型，圆圈，方形。可以
一端伸手，表示开头栽树；两端伸手，表示两端栽树；两端都不伸手，表示两端不栽等等，进行巩固练
习训练，加深孩子们的印象和口语表达能力。多次向学生提供体验的机会，而且创设能够激发学生共鸣
的情境。从自身、教室、做操、楼房等身边熟悉的事物，引发学习兴趣，产生共鸣，激发探究欲望。综
上所述，只有让孩子们对于植树问题有了清楚明白的认识，有了直观上的，鲜活的，形象的印象。在脑
海中建立起这样的数学模型，学生才不会做错这类的题。

5. 利用实际动手操作进行创新能力情景创设
学生动手操作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集中他们的注意力，又能使他们在亲自感知事物的同时，发展
思维，开发智力，主动愉快地获取知识和技能。例如：教学“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积”时让学生拿出
一个长方体和正方体纸盒，沿棱剪开，再展开，让学生数各有几个面？量每个面的大小有什么关系？每
个面的长和宽与原来的长、宽、高有什么关系？思考表面积如何算？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在操作活动
中得到解决。再如：“长方形、正方形周长”的一节练习课，出示这样一题：有 2 个长方形木框，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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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4 厘米，宽都是 2 厘米，拼成一个图形，求它的周长，可以用实物操作，把周长指给同桌看，再去计
算，这样的操作会牢牢地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课堂气氛轻松热烈，学生得到的结论既准确又全面。
在学习时间单位《秒的认识》时：出示一个钟面，让学生观察钟面上有几根针，哪根针是用来表示
秒的？叫什么针？秒针是什么样儿的？同桌互指、互说，然后让学生上台介绍。认识秒针走动，体会 1
秒。先让学生说一说秒针是怎样计时的？然后再放映课件：(钟面上秒针一动，同时“嗒”一响。)再放映
课件：师生闭上眼睛再次感受一秒。说一说：同学们能在 1 秒钟里做点什么呢？同桌的孩子互相做一个
1 秒钟里能做的自己喜欢的动作。讨论经过刚才的活动，对 1 秒有什么感受？(一秒太短了)通过学生自己
用动作来配音，调动了学生眼、耳、口、手等多种感官同时参与活动，全方位地感受 1 秒，使学生有了
具体的感受。体验 1 秒的价值。告诉学生短短的 1 秒钟，看似“嗒”一下就过去了，其实，在 1 秒钟里
也能干许多事。接下来播放秒在生活中应用的短片。这与学生前面谈到的对一秒的感受是很短的，形成
强烈的对比，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一秒虽短暂，但却是相当有价值的。同时，向学生渗透生活中处处有
数学，使孩子懂得了要爱惜时间。

6. 利用唤起学生的好奇心进行创新能力情景创设
《标准》要求，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利用数学知识的有效结果来唤起学生的好奇心，使学生在原
有认知度基础上产生认知冲突，进而产生新的探究欲望。突出了对学生“提出问题—探索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培养，学生能在猜想、操作、验证、交流、反思、归纳的数学活动中,获得较为丰富的数学经
验,也有助于创造性的培养。俗话说“卖关子”，不失为另一种有效创设问题情境好方法。如教学“能被
3 整除的数的特征”一课时，先让学生判断哪些数能被 2、5 整除，接着，老师告诉学生可以不仅知道一
个数能不能被 2、5 整除，还能很快判断一个数能不能被 3 整除，并且让学生出题考老师。学生都想难住
心目中神圣的老师，纷纷出了许多大数、怪数，但教师都能迅速判断，学生心中充满好奇，这时，老师
适时发言，让学生提出问题“老师为什么判断这么快？”“能被 3 整除的数有什么特征？”引导学生共
同来探索，猜想可能有什么特征？在良好的问题情境中，引导学生大胆猜想，放飞思想去主动探索，水
到渠成。学生的学习过程来看，猜想是学生有效学习的良好准备，它包含了学生从事新的学习或实践的
知识准备、积极动机和良好情感。在数学学习中，猜想作为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验证猜想是否正确，
从而使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过程，使学生主动地获取知识。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因此，这一课，
我让学生在能被 2、5 整除的数的特征的基础上，猜想能被 3 整除的数的特征，受知识的迁移，孩子一般
只会从数的个位上去关注。这时，再让孩子通过一些数的验证，产生一种认知冲突，使他们产生探究问
题的内驱力，引起他们探索知识的欲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仅仅停留在教学活动的情境上是不够的，
教师首先要具有创造精神，注重设计宽松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尊重学生，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
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学生的创新意识才能得以培养，个性才能充分发展。

7. 利用数学开放题的求解进行创新能力情景创设
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年级数学上册第七单元数学广角《植树问题》，这一内容主要涉及到的知
识点有：两头植、两头都不植、封闭情况下的植树问题(一头植和一头不植)这三种情况。怎样才能让学生
既能学会，还能学的轻松，经过反复研读教材，发现教材将植树问题分为几个层次：两端都栽、两端不
栽、环形情况以及方阵问题等。其侧重点是：在解决植树问题的过程中，向学生渗透一种在数学学习上、
研究问题上都很重要的数学思想方法——化归思想。模型思想，同时使学生感悟到应用数学模型解题所
带来的便利。这节课重点教学两端都栽的植树问题，主要目标是向学生渗透复杂问题从简单入手，奇妙
运用数形结合的思想，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从周围的事物中学习数学和理解数学，体会到数学就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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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到数学的魅力。
整节课设计基于学生实际情况，课前创设情境让学生欣赏美丽的风景，同时引导学生明确要学习的
内容，紧接着引出例题，探讨植树问题，不规定间距，同时改小数据，将长度改成 20 米。目的在于，让
学生在开放的情景中，突现知识的起点，从而用一一对应的思想方法让学生理解多 1 少 1 的原因，建立
起深刻、整体的表象，提炼出植树问题解题的方法。可引导通过“以小见大”数形结合来找规律加以验
证，让学生通过观察、猜测、实验、推理与交流等活动，然后以例题展开，让学生动脑、动手反复验证，
最终总结出：段数 + 1 = 棵数。这节课的设计依据了认知规律：通过例题感知间隔，以例题为载体突破
教学重点难点，以生活中植树问题的应用为探讨对象，了解植树问题实质，多角度应用拓展，从而不失
时机给学生渗透常用的数学思想方法，为将来的后续学习积累更丰富实用的思想经验。
现时生活中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如安装路灯、花坛摆花、站队中的方阵、锯木头、走楼梯，等等。
让学生从中悟出植树问题的模型它源于现实，又高于生活。所以，在现实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
总之，进行创新能力情景创设要摒弃虚假、形式化，使情景创设真正成为教师引导学生积极投身于
自主探究学习的有效途径和手段。让学生在情景中学习，在活动中学习，在问题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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