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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探讨了大学生创新学习的意义, 比 较了创新 学习方 法与传 统学习 方法, 提出 了创新 学习
不仅是学生自己的活动, 而且也是高校的重要活动。通过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和问题 意识, 强化训 练创新思 维,
开设创新实验, 创新教材、创新考试, 探索大学生创新学 习的培养 方法与 高校环 境有机 融合, 达到 将大学 生自
发的、零星的、无组织的自主学习改造为自觉的、系统的、有组织的、制度化的创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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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of innovative learning is studied, and the innovative learning methods and traditional ones are
compared1 Innovative learning is not only the students own activiti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activi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1 By
training college students and cultivating their awareness of problems, we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creative thinking, carryout
innovative experiments and examination, offer innovative teaching materials, study the combination of innovative learning methods
and university environment, charge the students . spontaneous, fragmentary , non- organizational independent study to conscious,
systematic and organized, institutionalized creative learning1
Key words: creative lear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creative experiment

一、创新学习的内涵

分工 协作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所谓创新学习, 指 的是 学习者 在学 习过 程中, 不 拘泥
书本, 不迷 信权威, 不依循 常规, 以 已有 知 识为 基础, 结

传统学习 的特点是: 1 被动; 2 填鸭式; 3 背诵记忆; 4
重 / 鱼0 ; 5 方式僵化; 教学上表现为统一课程、统一进度、
统一时间、统一地点; 6 忽视学 生的个 性及个 人发展空 间;

合当前的实践, 独 立思 考, 大胆 探索, 标 新 立异, 别 出心
裁, 积 极 提出 自 己的 新 思 想、新 观点、 新思 路、新 设 计、

7 问题意识弱; 8 单指向性; 即以完 成教学任 务、传道授业
为主 。

新意图、新途径、新方法的学习活动 [ 1] 。
创新学习是 一种 模拟 创新的 学习 活动。是 把创新 的方

虽然创新学 习的 一些因 素蕴 含于传 统学 习中, 但 不是
传统学习的 主体, 更 未形 成体系 与制 度。创新 学习方 法要

法寓于学习 过程中实 现以 创新为 目的 的一种 学习 活动。因
为不可能每 个人 都能 揭示新 的原 理, 发现 新的方 法, 只要

从学 与教的体制、 方式、教 材、考试 等方 面创 新, 使 之适
应创新学习的需 要。如果 说传 统学 习让尖 子学 生自己 摸着

在学习过程 中, 采 用 的 方 式、方 法 和获 得 的 结 论、结 果,
相对学习者自己而言, 有新意或创意, 就 是一种创新 学习。

石头过河, 那么创 新学习 就是 让大 部分大 学生 在教师 的指
导下趟过学习之 河。既然 创新 学习 是将创 新的 方法寓 于学

传统教育的目标是 培养 / 百 科全 书式0 的人; 而 信息 时代
的根本目标是培养 / 能创新0 人。

习过程中的 一种 学习。大 学应开 设创 新学课 程, 激励 学生
[ 2]
的创 新意识, 传授创新思维的方法。

二、创新学习与传统学习的区别
创新学习特点: 1 自觉 性; 2 主动 探索; 3 注重 理解知
识的来龙去脉; 4 重 / 渔0; 5 方式 灵活; 6 重 视个性 发展,
提供个性发展的空间; 7 问题意识强; 8 多指 向性, 即不仅
注重传 道授 业, 更 注 重学 生的 自 主学 习 能力、 创 新能 力、

X

三、创新学习方法培养
( 一) 创新意识的培养
1、我要创新
著名的教 育家陶行知 说: / 人 类社会 处处是 创造之 地,
天天是创造之 时, 人 人是 创造 之人。
0 例如 成都 市 24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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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岁小学生赵露制 作的 / 与 国歌乐曲 同步的 升降绳0 就是
一种创新, 其做法 是在 升旗的 绳上 按国歌 的旋 律定 出适当

适合的一种创 新实验。在这类创新试验所用的用具 ( 一种高
级电子机械智能化的 / 积木0) 中, 德国的慧鱼是佼佼者。

的间隔, 再在间隔固 定上 有一 句歌词 的塑 料珠, 成 功解决
了唱毕国歌 与国旗到 顶同 步的难 题。作为 时代 骄子 的大学

慧鱼创意组合模 型主 要有组 合包、培 训模 型、工 业模
型三大系列, 涵盖了 机械、电子、控制、气 动、汽车技 术、

生更要创新, 更要时刻提醒自己: 我要创新。

能源技术和机器 人技 术等领 域, 利 用工业 标准 的基本 构件

2、我能创新
大多数人对 自己 的创 新能力 完全 缺乏信 心, 认为 有创

( 机械元件P电气元件P气动元件) , 辅以传感器、控制器、执
行器和软件 的配 合, 运用 设计构 思和 实验分 析, 可以 实现

造力或没有 创造 力是 天生的, 谁都无 可奈 何。这种 观念已
经证明 是错 误 的。近 代科 学家 认 为, 人 在自 己 的 一生 中,

任何技术过程的 还原, 更 可以 实现 工业生 产和 大型机 械设
备操 作的模拟。

仅仅运用了大脑能力的 10% 。即使像爱因斯坦这样的 天才,
其潜能的发挥也还不到 30% 。[ 3] 因此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 人

通过慧鱼模 型的 使用, 不 仅可以 让学 生将多 学科 多领
域的综合知识融 会贯 通于实 践过 程中, 更 重要 的是培 养了

脑的潜能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大脑为创新提供了强大基础。
3、找回失落的想象力

他们 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亚里士多德指 出: 想象 是发明 创造 的源 泉之 一。爱因
斯坦说过: 想象力比 知识 更重 要。遗憾的 是随 着年 龄的增
长、教育内容和知识 量的 增加, 大 脑中想 象力 的空 间越挤

四、创新教材
( 一) 突出实用性
大学生从心理上 认同: 知 识就 是力量, 大学 生们 已经

越小, 人的创造创新潜能不断地被埋没。 儿童极富想 象力,
他们会编造 异想天开 的解 决问题 之路, 不 会受 到任 何障碍

厌倦了学习罗列 知识 式的教 材。在 日常生 活和 学习中 经常
/ 看0 不到知识的 / 力量0 , 例如我们常说: 5 高等数学6 是

的阻挠。通过做一些诸如 / 请说出木 板的用途0 [ 4] 之类的不
受任何限制的开放性题目来重新找回失落的想象力。

理工科专业的 基础, 5 高等数学6 在 经济、信息、军事、建
筑等 方面有广泛的应用。但大学生们感受不到数学应用。

( 二) 问题意识的培养
创新始于 / 问题0 , / 问 题0 不仅带动学习、推进 思维、

虽然 5 高 等数学6 中有 一些实 际应 用题, 但 在解 决题
目之 前, 学生 根据多 年的 学习生 涯已 经知道: 使用刚 讲过

促进学习、改善学习、 而且能 够掌 握学习 方法 和增 强解决
问题的能力。爱因斯坦说过: / 提出一 个问题比 解决一个问

的知识肯定能解 决问 题。学生 们认 为问题 的解 决也都 很完
美。因而这种 应用题 实际 上是不 怎么 动脑子 的、不具 有挑

题更重要, 因为解 决问 题也许 是一 个数学 上的 或实 验上的

战性 和开放性的 / 伪应用0 。国外的一 些高等数学 教材早已
注意这个问题, 例 如加拿 大皇 后大 学教授 Peter1D1Taylor 编

技能而已, 而提出新 的问 题却 需要有 创造 性的想 象力, 而
且标志科学的真正进步。
0
大学生读书 经常 不能 发现问 题, 除了 问题 意识不 强之
外, 还缺乏提问题的 技巧。美 国的 伯纳姆 三问 法可 以帮助
大学生提问题。第一, 能否取消? 第 二, 能否合并? 第三,
能否用更简单的东西来取代?
( 三) 创新思维的强化训练
1、创新思维的概念

写的教材 5Calculus- - - - The Analysis of Functions6 , 本书
的特 点是在整个教学过程 中都 和引 人入胜 的日 常应用 问题
相联 系。从而 较好地解决了教材的实用性问题。
( 二) 突出学生的个性化需要
个性化需要有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
横向指: 教材 要满 足不同 层次、不 同程 度的 学生 便捷
高效学习知 识的 需要。教 师一面 要学 生钻研 教材, 一 面又

创新思维是 一种 细微 的智力 品质, 在 解决 问题的 过程
中通过选择、突破和 重新 建构 已有的 知识、经 验和 新获的

说不 要钻 牛 角 尖, 期 间 的 尺 度 不易 掌 握。 为 此 教材 需 要
/ 路标0。/ 路标0 作用之一为学习者指 明教材中哪 些是基本

信息并以新 的 认知 模式 把 握事 物发 展 的内 在本 质 及规 律,
进一步提出具有独特见 解的符 合人 文精神 的具 有主 动性和

要求, 哪些是 较高 要求, 哪 些是更 高要 求; 哪些 是了 解内

独特性的复杂的思维过程。
2、创新思维的结构

容, 哪些是掌 握内 容, 哪些 是熟练 掌握 内容, 学 生使 用教
材时更加得心应 手。作用 之二 是适 应不同 目的 学生对 教材

当代心理学 和神 经心 理学最 新研 究成果 指出, 创 新思

的要 求。作用 之三是适应不同程度的学生对教材的要求。
纵向指: 学习 过程 的需要。 任何人 学习 知识 的过 程都

维由发散思维、形 象思 维、直觉 思维、逆 向 思维、横 向思
维、直觉思 维、类比思 维和 灵感 思维等 形式 组成, 按 照一

是一个由浅 入深、由 表及 里的过 程。传统 学习 过程是 知其
然、知其所以 然、应用。 由于现 代社 会中的 信息 知识 呈爆

定的分工, 这几种 思维 方式相 互配 合、相互 联系, 发 挥各
[ 5]
自不同的作用, 共同形成一个有机体 ) ) ) 创新思维。

炸式增长, 所以学 习知识 的目 的不 再是成 为百 科全书 式的
人, 而是突出 知识的 应用。知 识经 济社会 中学 习的过 程是

3、创新思维的训练
创新思维的训练就是做大量的不同形 式的思维训 练题。
这种思维训 练题 的 目的 性很 明 确, 主要 是 淡化 思 维定 式,
超越线性思维、提高综合思维能力, 丰富知识结构。
( 四) 创新实验

知其然, 应用, 最 后 是 知其 所 以 然 三个 层 次, 与 之 相 应,
可以根据课 程要 求将教 材的 内容、例 题、习题 初步分 为基
本、提高、难三个级别 。
控制论认为: 给行 为者反 馈行 为结果 是重 要的 。例如
在远距离射 击时, 如 果不 让射击 者知 道结果, 就不可 能提

为培养创新人才而 开展的 一项 创新实 验是 将创 新的理
念运用到实验教育之中。创新实验的类型 与形式多种 多样。

高射击技术; 人们 乐此不 彼玩 游戏 的一个 原因 是游戏 分为
许多关或者 级, 攻克 一关 后不仅 心情 舒畅, 而 且很有 成就

除了适应各 个专业特 点的 创新试 验之 外, 还有 各类 专业均

感, 往往不自 觉地想 攻克 下一关。 如果根 据课 程要求 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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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细分为更 多的级或 关, 就可 以为 创新学 习者 指明 学习的
成果, 进一步激发学习兴趣。

搭建创新活 动的 平台: 既 要在校 园内 要广泛 组织 学生
参加 高等数学竞赛、校园 / 创新 杯0 大 学生 论文 成果 和科

俄亥俄 大学大学 教授 S1K1 Jain 和 卡内 基 1 梅 隆大 学的
应用数学博士 A1D1Gunawardena 合著的教 材 5L inear Algebra:

研成 果等活动。又要 参加 全 国 / 挑 战 杯0、 / 创 业计 划0 、
/ 数学建模0 / 电子设计0 等活动 [ 6] 。

An Interactive Approach6 , 其编写方式是每一章先 用具体的例
子说明线性 代数 的概 念、性质 和定律, 非 常简 单性 质即时

( 二) 改变考试方式
在现 有 的教 育 体 制下, 考试 内 容、方 式、时 间 固 定,

给出证明, 而后是应 用, 大部 分性 质和定 理的 证明 出现在
每章的最后 一节。此 种编 写方 式做到 了内 容难易 分离、应

学生们往往考前 突击 一下就 能过 关。为更 好地 甄别学 生的
知识储备和 创新 能力, 调 动平时 学习 的积极 性, 既可 依据

用和理论证明分离, 适应性强, 其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
( 三) 效率优先

学习者发现的 新方法、新思路给发现者单独加分, 也可以采
用章考给出平时成绩, 让章考和期末考试担当不同的角色。

创新学习要 突出 学生 的主体 地位, 发 挥教 师的主 导作
用, 提倡精 讲多练, 提 高教 学效 率。教材 是教学 内容 的载

章考主要考查知 识储 备情况 , 采用闭 卷形 式, 内 容是
基本内容和 基本 原理。考 试方式 多样 化, 教师 既可以 采用

体, 教材的编写更要 有效 率意 识, 即用尽 可能 少的 知识点
构建教材, 还要引入必要计算技术、仿真技术。

传统的考试方式; 也可以 将单 个学 生做过 的本 章练习 题或
教材中抽出几个 题目 让他自 己重 新独 立完成; 还可以 建立

例如现有的 理 工科 课程 设 置 的先 后 顺序 是: 基础 课、
专业基础课、专业课。5 高等数学6 是 基础课, 其主要作用

各章的测试题库 放在 网上, 通 过微 机从题 库中 随机选 取一
定量的题目 考试, 考 试题 目以填 空题 和选择 题为 主, 每个

是为后续课 程提 供必 要的基 础。因此, 实 际学 习和 工作中
很少直接应 用教材中 的带 有计算 技巧 的例题 和习 题, 更不

人的题目可 能不 同, 即使 题目相 同, 选择 题的 正确答 案位
置也不同。考试结束, 自动改卷, 马 上出成绩。期末考查考

用说用纸、笔来计算 这些 类型 的题。理想 的方 法是 将微积
分知识和计 算机 结合起 来, 将 Matlab 等数 学软件 引入 到教

试学生的创新能力, 采用开卷形式, 内容以实际应用为主。
( 三) 让毕业证传递更多的信息

材中, 复杂的计算交 给计 算机, 教 师只需 重点 讲解 数学的
思想、方法和出现的共性问题, 从而提高学与教的效率。

传统的毕业 证仅 仅表示 学生 在大学 学习 了四年 , 有了
相应的知 识储备 , 有什么 能力, 无 法从 毕业证 中得 知。现

五、建立与创新学习相适应的高校环境

在的大 学生 们为 了 就业, 往往 说自 己 有 英语 四、六 级 证,
驾驶证, 有 的在 自己 的 简历 上 特意 说明 自 己是 学生 干 部,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时注意到费米和 泰勒的治学 方法。
两位教授随 时注意的 东西 常常是 当时 的一些 新现 象, 先从

有的说自 己 得过 数学 建 模竞 赛奖 等 等。这 种做 法不 规 范,
可信 度不高。建立含 多元 信息毕 业证 发放制 度, 能够 调动

这些现象中 抽出其中 的精 神, 再用 过去的 基本 的最 深的原
则来验证。杨振宁把 这种 治学 方法取 名叫 做归纳 法。尽管

学生的积极 性。另外 毕业 证包含 更多 的有效 信息, 例 如学
生在第二课堂取 得的 成绩等, 使得 用人单 位更 容易地 选到

归纳法常常要走弯路, 但归纳法是做学问的方法。为此,
( 一) 改变传统的学习方法

自己 需要的员工, 降低选择成本, 提高选择效率。

创新学习方 法主 要以 学生自 主创 新学习 为主。学 习方
式多样, 即 可各自 为战, 也 可建 立学习 小组, 个 人与 个人
之间、个人与小组之间、小组与小组 之间分工协 助, 互学、
互讲、互帮、互 评。个人、 小组在 保证 各章 进度 下可 以有
自己不同的 进度, 在一 定时间 内有 安排自 己学 习时 间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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