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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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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行新课程改革工作，从而促进了素质教育的有效发展。就素质教师来说其中最为关键的一项内容
就是创新素质，在小学教学中，语文课程是开展学生素质教育的主要课程，所以小学语文教师需要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础上，
切实的运用有效的方式方法来落实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小学语文教学工作要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积极的
运用最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促使学生学
习效率的不断提升，并且将小学语文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方面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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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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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China, which has promoted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quality education. As far as quality teachers are concerned,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contents is innovative quality. In primary school
teaching, Chinese curriculum is the main course for students' quality education. Therefore,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need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quality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on the basis of ensuring teaching quality. Chinese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 should break the l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ctively use the most advanced teaching ideas and
teaching methods, give full play to main role of students in classroom and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potential,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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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得各个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渐的变化，随着新课程改革工作的全面落实，使得各个阶段
的教学工作都得到了良好的进步，并且也都在积极的引用创新思维教学，促进了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在小学教学中，
所有的学科的知识都属于基础性知识，再加上考虑到小学阶段学生操作能力较差，所以并没有给学生安排实践的机会，
这样对于小学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要想从根本上促进小学语文教学效率提升，有效的培养学生
创新思维，教师需要在原有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对语文教学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创新，从整体上提升语文教学水平。

1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的重要性
在开展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时候，适当的对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加以培养，是当前新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在《全
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详细的指出了：在开展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过程中，要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加
以重点培养。就小学语文教学工作来说，促进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并且可以激发
[1]
出学生的创作能力，从而为后续的写作学习创作良好的基础 。就文化思维方面来说，在开展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过程
中，教师重视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可以更好的调动学生的创新积极性，从而跟随教师的教学节奏来提升自身
的创造能力。其次，小学阶段学生的思维模式还没有完全的行程，这个时候是促进学生行程正确的思维模式的最佳阶
段，在这个阶段的语文教学中对学生思维能力加以重点培养，可以促进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的不断提高，从而为后期
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2.1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要鼓励学生大胆想象，通过想象促进他们创新思维的发展
要想促进学生的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最为重要的就是需要加大力度对学生创新思维加以培养，而创新思维的培
养工作是需要从小开始的，这就需要小学教师对学生的思维进行正确的引导。在组织开展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过程中，
教师应当积极的引导学生进行想象，促进学生想象力的不断提高，指导学生对各类不同的事物进行充分的联想，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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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大脑神经元的不断发展。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的思维能力就会逐渐的提升，从而推动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
在新课程标注中明确的说明了，教育工作的开展要以发展学生综合能力为目的，并不是将促进学生的学校效率当做目
[2]
标，这就充分的说明了开展素质教学工作的重要性 。一名合格的教师，应当对学生的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在
这基础上制定恰当的教学方案，促进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在教学中，教师需要切实的运用有效的教学方法
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促使学生能够对知识产生探究的欲望，引导学生行程正确的学习自信心。在正式开始教学工作
之前，教师需要综合各方面实际情况来制定完善的教学方案，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为核心目标，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工作的全面实施，与此同时还需要加大力度对学生各方面基础能力进行培养，涉及到：沟通能力、实践能力等等，这
[3]
些能力的发展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发展 。
2.2 教师要注重打造自由民主，宽松的学习氛围，让学生敢于质疑
要想有效的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那么最为重要的就是需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所以教师在开展小
学语文教学工作的时候，应当充分结合各方面实际情况在课堂上营造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促进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
不断发展。所有的教师都需要对各项与课堂氛围存在关联的因素加以综合分析，运用有效的方式方法来对学生的思维
进行正确的引导，激发出学生的学习潜能。在教学中，教师要运用恰当的方法来促使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自信心，这
样才能全身心的参与到教师组织的各项教学活动之中，并且也可以在逐渐的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教师在教学中所充当
的是学生思维的引导者，教师对待学生要秉承一视同仁的原则，对于学生的错误的思路和行为，教师要给予纠正，对
于学生所提出了优秀意见，教师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并且要在教学中加以实践运用。教师要利用各种方法和途径增
[4]
进与学生的沟通和联系，行程良好的师生关系，这样才能促进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不断提高 。在组织开展各项教学活动
的过程中，课堂氛围创设之后，如果不能有效的对学生思维加以引导，那么就会导致学生思维无法紧跟教师的教学而
出现思维迟钝的情况。
2.3 将课上和课下结合起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促进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
要想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效的扩展学生的视野，单纯的依赖课堂教学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教师需要充分的对课外
学习资源加以利用，不断充实学生的事业，将语文学科的作用充分的施展出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重视学生的心
理辅导，在课堂上增进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课下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其在促进学生全面细致的掌握知识，提升
学习效率方面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要想有效的扩展学生的事业，教师可以为学生安排专门的课下作业。特别是一些
[5]
写作练习，可以指导学生结合教材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素材 。其次，可以借助互联网来促进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
教师可以安排学生每天收看新闻或者是听广播，这样不但可以扩展学生视野，并且能够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2.4 保护个性发展，引导发散思维，提高创新能力
小学生的心思都较为细腻敏感，而创新思维的培养又以良好心态为基础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在合理范
围内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意愿，避免学生产生被“支配”的错觉，只有这样才能为学生的课堂学习插上名为“创新”
的翅膀。语文教学包含许多部分，课外阅读是其中最具拓展性的教学内容，教师可通过形式多样的拓展阅读教学来培
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让小学生能够依据自身喜好，在种类多样的阅读中实现想象空间的延伸。在进行课外阅读时，许
多学生会选择童话读物作为阅读材料，教师则可借助童话故事富有感染力的情节对小学生进行创新思维教学。创新是
一种主动型行为，小学生只有内心具备强烈的创新欲望，才能将创新思维发挥到极致。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在培养学
生创新思维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学生的个性发展，用相对柔和的引导手段去激发小学生的创新精神。

结束语
总的来说，创新思维是小学教学中的重点工作，并且也是教学核心素养中的关键部分，小学语文教师应当在保证
教学效率和效果的基础上，将学生学习潜能充分的挖掘出来，促使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不断提升。首先，在课堂上教
师应当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的机会，在教学中重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其次，教师需要彻底的扭转以往老旧、落后
的教学理念，切实的运用最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提升教学的整体水平。最后，教师要为学生创造创新能力发
展的平台，对于学生的创新理念应当给予肯定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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