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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思维训练“三步曲”
澧县职业中专学校
数学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思维活动
进而提高其学习能力的一种教学活动。 数
学教学的思维训练， 是根据学生的思维特
点，结合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实现的。 课
堂教学是训练学生思维、 提高抽象思维能
力的主阵地，所以，要把思维训练贯穿于课
堂教学的始终。
一、理清学生的思维脉络
前苏联教育学家维果茨基认为， 个体身
上存在两种发展水平： 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
发展水平。 根据维果茨基的理论，在教学中对
于每一个问题， 既要考虑学生原有的知识基
础，又要考虑它下联的知识内容。 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思维， 并逐步形成知
识脉络。 教师教学的关键在于使学生的这种
思维脉络清晰化， 而理清思维脉络的重点就
是抓住思维的起始点和转折点。
1、引导学生抓住思维的起始点。 数学
的知识点是前后衔接、环环紧扣的，并总是
按照发生——
—发展——
—延伸的自然规律构
成每个单元的知识体系。 如果这个开端不
符合学生的知识水平或思维特点， 学生就
会感到问题的解决无从下手， 其思维脉络
就不会在有序的轨道上发展。
2、引导学生抓住思维的转折点。 学生
的思维有时会出现“卡壳”的现象，这就是
思维的障碍点。 此时教师应适时地加以疏
导、点拨，促使学生思维转折，并以此为契
机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
二、有效激发学生的思维动机
动机是人们“
因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心
理反映”，它是人们行为活动的内趋力。 因
此，激发学生思维的动机 ，是培养其思维
能力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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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因加强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精心
设计数学问题， 给学生创设具有探究力度
和科学有效的且可望可及、 有利于学生建
构的问题情境， 在课堂中真正的启迪学生
的自主思维。 例如，在几何概型的教学中，
“
假如你家订了
教材上面有这样一道习题：
一份报纸， 送报人可能在早上 6：30—7：30
之间把报纸送到你家， 你父亲离开家去工
作的时间在早上 7：00—8：00 之间，你父亲
在离开家之前得到报纸（称为事件 A）的概
率是多大？ ”在这道问题的教学中我精心设
计好了这样几道问题，让学生主动思考，再
加以讨论。
1、以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父亲在什么
条件下会得到报纸？ （可以分小组讨论，用
生活经验迁移课例教学， 创设学生认知冲
突的问题情境，学生会乐于接受）。
2、送报到家（事件 A 发生）的时刻早于父
亲离开家的时刻，能用一个变量表示吗？（引
导学生定性猜想，勾勒出数学模型，到此时学
生就理解了为什么要建立二维坐标系）。
3、 事件 A 发生在图形中如何刻画的？
也就事件 A 发生在那里？（类比线性规划知
识，引导学生正迁移，得出事件 A 发生在图
中的阴影部分面积上。 至此，学生已清晰地
知道为什么这道题是一个几何概型）。
如此创设认知冲突问题情境， 使得学
生思维波澜起伏，激起思维的浪花，基础较
差的学生也容易想进来，学进去，从中尝到
乐趣， 在主动完成认知结构的构建过程中
培养创新意识。
三、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
中学数学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培
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 新的课程标准把

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安化县江南镇中学
根据新课程改革的方向和基本要求，在
新修订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语文教
学要注重培养创新精神。 而创新教育理论告
诉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关键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在
此基础上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下面浅谈
我在语文教学中的几点做法：
一、在导入中求创新
俗话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
不仅写作文如此，上课更是如此，导入的
设计尤为重要，如何通过导入提起学生对
本堂课的兴趣，如何通过导入激发学生的
思维，又如何通过导入倡导学生的合作创
新，这是一堂课的关键所在。
1、游戏·激趣
游戏是最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
而兴趣是点燃思维的火花， 有了思维，创
新也就相应而生了。
2、歌曲·共鸣
歌曲，是一种艺术，欣赏歌曲，是一种
美的享受，是一种艺术的熏陶，有时还可
以达到一种情感的共鸣。
3、提问·诱思
提问，往往能激发学生去思考，能调
动学生情感的空间，由此把握文章的情感
脉络。
二、于活动中促创新
活动是孩子的天性，尤其在课堂中开
展竞赛活动，就更能激起学生们的兴趣和
合作精神；也更能激发创造的火花，展示
创新的魅力。
如我在教九年级上册《事物的正确答
案不止一个》的教学过程中，插入一个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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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竞赛活动。
1、教师宣布游戏规则。
全班分成五个小组，每组十人，另设
计员一名、监督员一名。 活动规则如下：小
组自备一串钥匙，传递钥匙，从第一个成
员手中传给第十个成员；钥匙必须经过每
个人的手，不得落地；以历时最短者为优
胜组。
2、学生讨论交流，确定最佳方案，并
自行演示。
3、开始比赛。
这是一个教案中设计的活动，我稍微
改动并照做了，效果好，从游戏活动中，可
看出同学们的创新意识已带动起来了，创
新思维已经产生了， 创新能力也逐步提
高。 作为教者，我当时也看到了创新带给
同学们的快乐洋溢在每个同学脸上，我也
感受到，创新带给课堂的魅力是无穷的。
在教《唐睢不辱使命》后，我让学生表
演了该课本剧。 在表演中，学生加进了自
己的动作， 文中的语言， 注意了神态、语
气、场景的变化，通过这次活动，学生对文
中人物形象更深刻，学生的创新能力也得
到了提升。
三、在设疑问难中敢创新
设疑问难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最
佳途径和方法。 于是，在课堂设计中，对于
问题的提出， 我就想方设法采用多种形
式、多种方法、多种手段巧设问题。
1、 对于自读课文， 可让学生自学设
疑，小组讨论解决问题。
2、对于讲读课文，教师设疑，学生小
组合作讨论完成。

我承认自己的结论有九十九次是错误的。 ——
—爱因斯坦

培养学生的科学的思维方法贯穿于整个数
学教材之中， 中学数学中的思维方法主要
是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综合与分析，具体
与抽象， 的训练都是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
方法的有效途径。
1、综合与分析：所谓分析就是把已经
认知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分解开来，把事物
分解为各个部分、侧面、属性，分别加以研
究。 是认识事物整体的必要阶段。 简而言
之，分析就是“由果索因”的过程，综合就
是“
知因求果”的过程。 在数学思维的发展
过程中分析与综合是常用的思维方法之
一，一般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首先都是
通过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然后运
用综合方法，理顺思路达到解决问题的目
的。
2、具体与抽象： 数学抽象概括能力是
数学思维能力，也是数学能力的核心。 通过
具体实例，在分析、综合、抽象的基础上概
括出概念的本质属性， 是培养学生概括能
力的有效手段。 因此，命题教学中应注重由
特殊到一般的概括过程，如韦达定理、二项
式定理、数列通项公式等问题的教学，都可
以进行从特殊到一般的概括。 其次，要培养
学生对模式和方法的概括能力。 从现实问
题中概括出具体的数学模型，要注意的是，
应当在教师引导下， 更多地让学生自己去
概括， 这样才能提高和发展学生的概括能
力。
综上所述，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根据不
同的教学内容有目的、 有计划地对学生实
施思维训练， 逐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思维
能力，掌握解题的技巧，使学生轻松应对数
学学习，学习能力也会同步提高。

3、对于精讲段落，以小组为单位，讨
论质疑，师生共同解决。
以上环节及方法，主要是启发学生多
思解疑，让学生深思善问。
四、在设计拓展延伸中善创新
综观近几年中考语文试题，开放性试
题较多，这就要求平时的语文教学，有意
识地培养学生解答这类题目的能力，所以
我就在每篇课文的教学中，都设计了一些
拓展延伸的题目， 让学生大胆地思考，放
开思路去求答案， 拓展自己的思维能力，
将问题考虑全面、深刻，从而一步步走向
善于创新的局面。
如在《鱼我所欲也》课文讲授完后，我
设计了一个开放性题目： 本文所强调的
“义”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有无矛盾，
由此引发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请简要谈谈
自己的看法。 在学生的回答中， 答案有多
种，不管学生从哪个角度回答，只要看法合
理，都给予肯定，这样，学生答题的积极性
更高了，思维更活跃了，创新意识更强了。
教学《孔乙己》中，我设计了这样一个开放
性题：对于把书读到象孔乙己这样与社会
格格不入，迂腐僵化、近乎废物的读书人，
你可能会有许多感想。 请结合孔乙己的遭
遇和结局，就“读书与生存”这个问题广开
思路，简明地谈谈你的看法。 对于这样的
问题，我想学生只要动脑，都应该有话可
说，只要有创新意识，就应有一个更新更
亮的答案。
以上是我把创新教育融入到语文教
学中的几点体验， 就当今的教育形式来
看， 也许创新教育也是一种新的教育理
念。 其实创新教育就是以发现学生的潜
能，确立学生的主体精神，促进学生的个
性发展为宗旨的。 为此，我希望语文课堂
成为学生创新的绿洲，让学生体验到创新
的快乐，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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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强调合作学习， 目前
合作学习的形式主要是小组合作。 但
是，我们不无忧虑地看到，在相当多的
课堂上，合作学习只有其“形”，而无从
“
实”。 如何组织合作学习，仍然是值得
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切实重视合作
“
过程”
新课程改革强调学生知识、 技能
的获得， 更注重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
岳
与方法，注重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
阳
县
的形成，而知识与方法和情感、态度、
第
价值观正是合作目标所包含的内容。
四
合作学习的生命力就在于其“
合作目
中
学
标”，合作学习要让学生获得知识的过
程同时成为学会合作、体验合作、形成
付
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所以，合作学习作
文
为新课改所提倡的学习方式， 其本质
兵
是对人的关注而非是对知识的关注，
合作的过程比合作的结果更重要。
实际教学中， 许多老师仅仅着眼
于问题的解决， 因此在学习目标的把
握上， 就需要教师实现从关注结果到
关注过程的转化， 在教学目标的设计
上，既要重视“知识探讨”，更要重视
“合作过程”。 为了避免学生在合作学
习一开始就陷入仅仅寻找知识的误区， 教师在设计教学
时，应该有针对性地确定学生在合作技能、情感、态度等方
面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让这些目标在教学的具体环节中得
到体现，同时让学生理解这些目标，在合作过程中有意识
地去培养、锻炼，以此促进他们的发展。
二、科学安排合作
“
小组”
许多教师认为， 让多个学生组成一组共同完成任务，
这就是合作学习。 其实，组成小组只是形式，而实质在于小
组是怎样构成的，有效的分组才是合作学习。
每个合作小组的内部成员在性别、性格、学习成绩、家
庭背景等方面要具有差异，这样才能保证在学习中，各个
同学各尽所能、互相帮助，并且得到不同的锻炼，而各组之
间为了体现组间竞争的公平性，每个组的总体实力应该尽
量保持一致。 各小组成员在合作的过程中优势互补、互相
学习、互相帮助。 不同特点的学生适合在组内扮演不同的
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小组内的角色分配要明晰，组
员的任务要积极互补。
我们要注意的是， 小组的安排并非几个同学聚在一起，
为一个任务而努力就能立即形成一个有效的团队。小组的成
熟需要一段时间，小组从发生冲突到产生凝聚力，小组成员
从陌生到互相了解、信任都以一定时间的合作、协调为基础，
所以教师不宜过于频繁地更改分组情况，这样影响学习效率
的提高，也不利于小组深层次合作关系的建立。
三、适当传授合作
“
技巧”
如果合作小组是一条小船，学习任务的完成和学生个
体的发展就是这条小船的目的地，那么合作技巧就是推动
这条小船不断前进的划桨。 学生良好合作技巧的运用是提
高合作学习效率的保证，然而学生不是天生会合作，教师
要在此方面对学生进行重要的指导和培训。
在合作学习过程中，教师的作用是从旁指导，教师不
能“
袖手旁观”，不能对学生“放任自流”，要在适当的人际
交往及小组合作技巧方面指导学生。
四、关注培养
“
弱势”学生
在合作学习中，学生的主体性体现得更明显，教师的
主要作用是提供指导和帮助，而弱势学生应是教师指导和
帮助的主要对象。 在小组活动中，优生往往有更多的表现，
他们承担的任务更多，相应的发言机会、获得成功的机会
也更多，弱势学生则刚好相反，他们在小组中易受到忽略。
合作学习要让全体学生在合作过程中得到发展，弱势学生
绝不能成为教师的忽略对象，而应受到特别关注。
教师给学生的任务应该是有层次性的，使弱势学生能
够找到他们能胜任的工作，并在完成任务中找到自我成就
感，增强信心。
在合作学习进行时，教师要强调整体的进步，让小组
内形成主动扶持较差学生的氛围。 教师也要在观察、巡视
或参与中，特别关注他们，发现他们的困难，及时给予鼓励
和指导。 同时,还要强调小组的整体评价，也要对弱势学生
所取得的进步给予表扬。
总之，
“
合作学习”是新课程所倡导的一种新的学习方
式，在促进学生间的情感交流、互帮互学、共同提高，发挥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教师应加强这方
面的研究，努力探索，不断提高小组合作学习的实效性，做
实践合作学习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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