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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途径。最 后, 调动学 员自 身积 极性, 让 学员为 网络 当家

注的东 西 通 过 网 络 与 大 家 共 享 ( 比 如 作 论 坛 的 / 版 主0

作主, 办学 员自己 的网 站, 把自 己喜欢 的、倡导 的或 者关

等) , 发挥学员内部同化作用。

对创新思维主要特征的几点思考
国防科技大学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秦石乔
培养学 生的 创 造性 思维, 是教 育教 学 的重 点 和灵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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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基础上按 科学的 方法 凝炼、推 演出来 的思 维才 可能

作者结合自己长 期的 科学 研究和 人才 培养经 验, 在前 人研

是创新思维, 才经得起实践的检 验, 实现预期 的创新目 标,

究的基础上, 对创新思维的主要特征谈以下几点认识:

臆想、空想、胡思乱想等都不是创新思维 。

一是思维的批 判性。所 谓思维 的批 判性, 就 是要 敢于

四是思维的 知识 性。创新 不可能 凭空 而来, 创 新思 维

质疑、敢于 提出不 同看 法, 做到 不唯 师、不唯 书、不 唯学

来源于知识的长 期积淀 和不 断凝炼 升华。知 识性 是创 新思

术权威, 敢 于向已知和未知领域提出挑 战。只有通过 批判,

维的基础, 是 创新思 维的 源泉, 是 创新思 维批 判性、聚 焦

才能发现 问题 和不足, 才有可 能催 生创新。 一味 盲从, 不

性、科学性的基础。只有在积累了 足够科学知 识的基础 上,

可能实现创新, 最多只 能是 模仿 和复 制。但 创新 思维 的批

才可能发现问题并找到 解决问题的思路, 实现 创新的目 标。

判性要建立在科学基础 之上, 而 不是 盲目 怀 疑一 切、否定

知识是一个积累 的过程, 发现问 题需 要已积 累的 知识 作为

一切、打倒 一切。要做 到在 科学 基础之 上的 批判, 必 须有

基础, 解决问 题更要 围绕 问题积 累知 识。因此, 聚 焦问 题

深厚的学术根底和渊博 的知 识体 系。因此 , 知识 的积 累是

检索大量的相关 文献并 批判 性地学 习研 究非常 必要。 一方

实现思维的批判性的前提。

面站在前人的基础上积累知识和 经验, 另一 方面开阔思 路,

二是思维的 聚焦 性。所谓 思维的 聚焦 性是 指针对 要解

提炼解决问题的方法和 途径。

决的问题或目标进行长期、持久、深入地思 考。众所 周知,

五是思维的 开阔性。 思维的 开阔 性是指 思维 视野 的开

光通过聚焦可以 实现 能量 的倍增, 滴水穿 石也 是同样 的道

阔性, 只有站 得高, 才 能看 得远、看 得广, 近视 眼是 不可

理。朝思暮想, 持之 以恒, 终会 有 所收 获, 有 所创 新。反

能发现新大陆的。思 维的 聚焦 性和思 维的 开阔性 不是 矛盾

之, 朝秦暮楚, 东一 榔头, 西一 斧 子, 则 将一 无所 获, 更

的, 而是相辅相 成的 辩证关 系。思维 的聚 焦性是 指将 思维

谈不上有所创新。根据 作者 长期 的人 才培 养 经验, 思 维的

聚焦在要解决的 问题上, 而思 维的开 阔性 是指将 思维 开阔

聚焦性在大量文 献阅 读中 最容易 出现 问题。文 献中展 现的

在解决问题 的方法 和途 径上。创 新是多 途径 的, 没有 一成

各种思路和方法 常常 牵引 读者偏 离自 己要解 决的 问题, 最

不变的规律可遁。创新是一种探 索, 许多途 径可能行不 通。

终导致思维的杂乱无章。因 此, 思 维的 聚焦 性和 思维 的批

钻牛角尖、吊死在一 颗树 上等 思维方 式往 往使创 新半 途夭

判性密不可分, 思维的 批判 性是 思维 聚焦 性 的基 础。大量

折, 无功而返。

文献阅读和知识 积累 是创 新思维 的前 提, 但只 有批判 性地
吸纳文献中的精髓, 才有可能形成创新思维。

六是思维的 敏锐性。 创新思 维的 敏锐性 是指 能不 能发
现问题、能不能 准确 把握住 问题 的本质 和关 键, 即对 所存

三是思维的 科学 性。思维 的科学 性是 指创 新思维 的正

在的问题看 不看得 见、看不 看得 准。对问 题视而 不见 就等

确程度。科 学的创新思维, 能指导实践并 实现创新的 目标,

于对创新视而不见, 创新也就无 从谈起。遇 到问题绕道 走,

在创新的实践中能少走 弯路。不 够科 学的 创 新思 维, 在实

就等于放弃了创新的机会。有问题 的地方必 然有创新机 会,

践过程 中肯 定 要走 弯路, 甚至 不 可行。 周瑜 一 步生 三 计,

大问题大创 新, 小问 题小 创新。难 度越大、 遗留 时间 越长

诸葛亮三 步生 一计, 周 瑜虽计 谋多, 但 成效 低, 诸葛 亮计

的问题, 出现大创新的可能性就 越大。

谋的成效则 高得 多, 说 明诸 葛 亮思 维的 科 学性 要 高得 多。
熟知的三国故事, 生动说明了创新思维科 学性的重要 程度。
思维是否科学, 与掌握 的知 识密 切相 关, 只 有在 深厚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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