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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创造性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遥 发挥青少年的创造性是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内在要求遥 青少年创造性发展的外驱力可用创新支持感来衡量遥 创新支持感是个体
在所处环境中对支持自身创新的外部刺激的感知遥 这些外部刺激来自个体周围环境的多种
力量袁如家庭尧学校等遥 采用修订的自编创新支持感量表对重庆尧天津尧四川三地多所中学的
1047 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研究袁发现青少年创新支持感主要体现在教师支持尧家庭支持尧团
队支持与学校支持等四个方面遥 在研究样本中袁总体来看袁青少年的创新支持感水平偏低袁
四个因素中袁家庭支持得分最高袁其次为教师支持袁最后为团队支持与学校支持遥 在青少年
不同群体之间创新支持感存在一定差异袁除教师支持这一因素外袁来自农村的青少年创新
支持感显著高于来自城市的青少年曰 高中生的创新支持感显著高于初中生的创新支持感曰
独生子女的女生在教师支持尧团队支持这两个因素及创新支持感总分上显著高于独生子女
的男生和非独生子女的女生曰在城市样本中袁独生子女的青少年在教师支持这一因素上显
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的青少年遥 根据研究结果显示袁激发青少年创造性发展的外驱力可尝试
五项措施院第一袁政府部门政策引导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曰第二袁学校搭建平台袁提供创新
实践机会曰第三袁教师认可创新袁鼓励学生的创造性表达与探索曰第四袁家庭成员示范袁重视
与保障创新曰第五袁多种力量创造机会袁让青少年参与更多的团队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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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研究回顾与问题提出
渊一冤研究背景
野大众创业尧万众创新冶的国家战略要求实施面向每一个人的创新教育 [1]遥 抓好创新教育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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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创新型人才袁不仅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部署袁更是社会进步尧民族振兴的迫切需
求 [2]遥 创新往往与创造性视为同义词袁创造性被定义为人类所特有的袁利用一定条件产生新颖
独特尧可行适用产品的心理素质[3]袁它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4]遥 也有学者认为二

者有一定区别袁创造性是创新的一个必备条件袁创新是创造性想法在组织的成功实施 [5-6]袁根据
这一观点袁创造性与创新密不可分袁要想实现创新袁创造性的发挥是一个先决条件遥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袁需要培养目标尧形式与方法等来实现袁同时离不开培养对象所在的环境遥
要改善既有的教育土壤袁才能孕育出具有创造性的个体[1]遥 创造性的系统观认为袁创造性是内外系
统交互作用的产物袁创造性除了与个体的认知因素尧知识背景尧动机尧人格等内部因素有关外袁还

与个体所在的家庭尧群体尧社会背景等外部因素有关[3袁7]遥 常见的创新教育多集中于知识传授尧教育
方法尧教育质量等内容袁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外部因素的影响遥 而创造性的系统观要求创造性的
培养不仅要重视个体和自身因素袁也要重视影响创造性过程的外驱力袁即诸多外部因素遥
青少年的创造性或创新问题历来受到国际上许多组织尧国家等的重视遥 在 2008 年举行的第

四次亚太经合组织渊APEC冤教育部长会议上袁各经济体成员一致认为袁21 世纪每个学生必须掌握
创新等多种核心能力袁只有具备这些能力袁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8]遥 澳大利亚政府强调发展
学生的创新能力袁包括幼儿园到大学阶段袁其对青少年的培养目标是野成为成功的学习者袁自信

与富于创造性的个体袁积极和明智的公民冶[9]遥 然而袁一项关于创造性尧教育与经济的报告认为袁从
幼儿到青年时期袁人们逐渐在失去发散性思维能力袁而这种能力正是创造性的重要组成部分[10]遥

我国正处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袁青少年是创新的重要储备力量遥 他们目前的创

新现状如何呢钥 最近一项对我国都市青少年创新能力的调查结果表明袁我国都市大学生在创
新能力得分上显著低于美国大学生遥 有研究者认为袁中美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差异背后主要是
东西方文化差异在起作用:教育系统尧父母和社会期望袁以及其他影响创新观念生成的社会文
化力量 [11]遥 一项中德青少年野创造自信冶差异分析的研究发现袁整体上我国青少年野创造自信冶趋

于下降袁德国青少年则趋于上升遥 这说明野创造自信冶的发展趋势并非是一个普遍性的状况袁它
除了与年龄有关袁还与后天教育尧环境有重要联系 [12]遥

每个人都具有潜在的创造性袁但并非每个人的创造性都能充分展现出来 [13]遥 青少年创造性

的发展环境如何钥 他们感知到的支持其创新的外部环境是怎样的情况钥 本研究将通过创新支
持感来衡量这些外驱力遥 创新支持感是个体在所处环境中对支持自身创新的外部刺激的感知[14]遥
这些外部刺激来自个体周围环境的多种力量袁如家庭尧学校尧团队等等遥

渊二冤创新支持感的理论研究
创新支持感的概念最初源于组织管理与行为研究领域袁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Eisenberger 等

人在社会交换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组织支持感理论袁认为组织支持感是员工对组织如何看待

他们的贡献并关心他们的利益的一种知觉和看法遥 即员工所感受到的来自组织方面的支持 [15]遥
在此基础上袁有学者进一步阐明袁组织的支持还包含其它一些类型袁如工具性支持尧行为支持尧
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等多方面[16]遥 如果员工感知到较高的组织支持袁会做出更多符合组织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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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 [16]袁也更容易在工作场所产生创新行为 [17]遥 而相对于组织支持感来说袁组织创新支持感

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更为密切袁有研究表明袁组织创新支持感对员工创新行为有重要影响 [16]遥
而管理者对员工的创新支持也直接影响员工对创造力的预期 [18]遥 组织支持理论虽然仅限于组
织管理与行为领域袁但它与以往研究多强调内部主体性因素不同袁而是将关注点放在了外部
环境因素上袁为创新支持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遥
在创新人才驱动的野万众创新冶时代背景下袁不同群体的创造力越来越受到国内社会的广
泛关注袁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袁然而国内对于青少年创新支持的研究较为缺乏袁少有研究集中在
大学生群体上遥 一项研究在借鉴与改编组织领域的创新支持量表的基础上袁对陕西省五所高
等院校 934 名大学生的创新支持进行了调查研究遥 该研究认为野创新支持冶是指大学生对学校
创新环境和各种有利于创新的举措尧做法的主观认知和体验遥 量表主要测量了学生感知到的
国家和学校层面的各类创新支持袁结果发现袁精神支持与人际支持对个体创新行为有显著的
影响 [16]遥

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袁其创新支持感有众多来源因素[4]袁包括教师尧家庭尧团队等多种因素遥

如袁教师因素袁在课堂讨论中袁教师可支持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袁鼓励和奖励学生的新想法尧独特的

视角与创意[19]遥 如家庭因素作为环境因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创造性有显著预测作用 [20]遥 如团

队因素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袁光靠个人力量来完成创造性的活动显然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袁
创新需要团队支持袁并且团队也是组织创新的核心袁是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21]遥 在综合考虑多种
来源因素的前提下袁创新支持感量表得到了开发袁最先的版本有 22 个条目袁通过对 813 名国内大

学生进行测量袁得出量表的五个维度袁分别是包容性尧家庭支持尧教师支持尧团队支持尧资源保障
遥 这一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一定的构想效度袁为青少年创新支持感的测量提供了参考遥

[14]

渊三冤青少年创新支持感现有研究的不足

从上述理论研究基础来看袁国内研究者们越来越关注青少年这一群体的创新袁对其创新
支持和创新支持感的研究也开始有所涉猎袁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院一
方面袁从研究对象来看袁对青少年创新支持有初步探索袁但研究对象基本都是在校大学生袁缺
乏对中小学生的研究袁同时样本来源区域也较为单一遥 另一方面袁虽然之前的创新支持或创新
支持感量表得到了一定的开发袁但测量条目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和具体性袁整体测量工具缺乏
效度的测量遥 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创新支持感量表的效度及其适用性袁实现对青少年创新支
持感的有效测量袁为优化青少年创造性的发展环境提供参考袁本研究在进一步修订青少年创
新支持感量表的基础上袁对我国青少年的创新支持感进行研究遥

二尧研究方法与取样
采用文献查阅尧青少年自身参与尧专家评定等方法袁对创新支持感量表进行了修订[14]遥 并采

用修订后的量表对来自天津尧四川尧重庆的 1200 名中学生进行调查袁回收有效问卷 1047 份袁有
效回收率为 87.25%遥 使用 Likert 五点量表袁要求被试者对问卷描述的 32 个条目进行判断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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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完全符合冶野比较符合冶野一般冶野比较不符合冶野完全不符合冶袁分别记为 5尧4尧3尧2尧1 分遥第一阶段

调查发放问卷 600 份袁回收有效问卷 523 份袁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7.2%袁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曰
第二阶段调查发放问卷 600 份袁回收有效问卷 524 份袁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7.3%袁用于验证性
因素分析遥 在第二阶段调查时袁同时对被试者的创造性也进行了测量袁采用威廉姆斯渊Williams

Creativity Assessment Packet,CAP冤的创造性倾向量表施测 [22]袁该量表共有 50 道题袁答案为三选
一袁采用 3 级记分制袁分为正向记分和反向记分袁从好奇性尧想象力尧挑战性和冒险性四个维度
评价被试者的创造性倾向遥 在本研究中袁威廉姆斯的创造性倾向量表总信度为 0.821遥

问卷由任课老师在班级向学生集体发放遥 被试者年龄在 12-18 岁之间遥 男生 527 人袁占

50.3%袁女生 520 人袁占 49.7%曰独生子女学生 556 人袁占 53.1%袁非独生子女学生 491 人袁占

46.9%曰来自农村的学生 402 人袁占 38.4%袁城市或城镇的学生 645 人袁占 61.6%曰高中生 859
人袁占 82.0%袁初中生 188 人袁占 18.0%遥 数据采用 SPSS16.0 和 AMOS17.0 进行统计分析处理遥

三尧结果与讨论
渊一冤青少年创新支持感量表的信效度
对第一阶段调查回收的 523 份有效样本进行取样适当性检验袁KMO 值为 0.94袁Bartlett 球

度检验 x2 值为 8004.09,df=496,p约0.001,说明各条目之间有共享因素的可能袁适合做因素分析遥
对 32 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袁使用主成分法尧四次方最大法抽取因素遥 最终得到 5 个因

素袁包含 29 个条目袁一共能够解释 57.45豫的变异遥 5 个因素各条目均在相应因素上具有较大
载荷袁载荷值在 0.41耀080 之间遥

因素一包括 9 个条目袁涉及教师对其创新活动的鼓励与支持袁如袁野在课堂上袁老师允许我

们质疑任何观点渊包括老师本人的观点冤遥冶将其命名为教师支持遥因素二包括 9 个条目袁涉及家
人对其创新活动的支持遥 如袁野对于我的一些新奇的想法或做法袁家人一般持开放态度遥 冶将其
命名为家庭支持遥因素三包括 5 个条目袁涉及团队组建难易程度尧同学的帮助等遥如袁野即使我特
立独行袁班级中也会形成接纳我的温暖气氛遥 冶将其命名为团队支持遥 因素四包括 3 个条目袁涉

及学校对创新活动的物质等支持遥 如袁野我们在校内开展重要的创新活动时袁学校会提供必要
的物质资源遥 冶将其命名为学校支持遥 因素五包括 3 个条目袁涉及对创新失败的宽容等遥 如袁野即

使我创新失败袁还是会受到他人的鼓励遥 冶将其命名为氛围支持遥 创新支持感问卷的总信度

渊Cronbach a 系数冤为 0.93袁分半信度为 0.82遥 各维度信度在 0.89 至 0.63 之间袁分半信度在 0.84
至 0.55 之间遥 因素五氛围支持分半信度为 0.55袁处于较低水平袁故将这一因素删除袁即保留了
前四个因素遥

对第二阶段调查回收的 524 份有效样本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袁 该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标x2/

df 为 2.32袁RMR 为 0.07袁GFI 为 0.91袁TLI 为 0.93袁CFI 为 0.94袁RMSEA 为 0.05遥 各拟合指标达到
很好的水平袁符合理想的推荐标准袁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好 [23]遥 这表明修订后的创新支持感量表
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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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袁为衡量创新支持感的效标效度袁将第二阶段调查的创造性结果联系起来袁发现创新
支持感各维度与创造性倾向各维度均呈不同程度的显著正相关袁二者总分也呈较大程度的显
著正相关袁系数为 0.342渊P<0.01冤遥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青少年创新支持感量表具有良好的效
标效度遥 同时也表明袁青少年创新支持感越高袁他们的创造性也越高遥

渊二冤青少年创新支持感的总体现状
数据分析表明袁青少年创新支持感总体水平不高袁总分平均数为 3.03袁见表 1遥 家庭支持与

教师支持得分略高于 3 分袁学校支持与团队支持接近 3 分袁大致都处于野一般符合冶水平袁青少
年创新支持感现状并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遥

表 1 青少年创新支持感现状渊n=1047冤

一项对青少年创新能力培养现状的调查表明袁青少年学生尧教师尧家长等被调查者关注度
最高的三个项目是野品德修养冶野身心健康冶与野学习成绩冶袁而对野创新能力冶的关注度最低袁尤其
是家长与青少年自身对这一能力的关注度很低 [24]遥 家长对创新的关注度低袁就难以从行为上有
效支持青少年从事创新活动袁青少年的家庭支持感也无法达到较好的水平遥

来自教师的支持是青少年创新支持感的重要来源之一遥 但在当前教育环境中袁很多课堂
缺乏信息反馈和民主宽松的氛围袁这在研究中也得到了相应的结果袁以教师支持感的具体条
目为例袁野在课堂讨论中袁老师鼓励我们发表不同的意见遥冶得分低于 3 分遥这一点在有效的课堂
讨论中对老师来说应是最基本的要求袁然而袁学生却没有明显地感知到遥 在成绩排名和升学等
压力下袁部分教师往往不知不觉的成了应试教育的践行者袁分数成了他们关注的重点之一遥 托
兰斯认为袁由于富有创造力的儿童所具有的人格特点袁他们可能被老师尧同伴视为调皮尧胡思
乱想者袁因不服从老师管教尧违反课堂纪律而被看作问题儿童袁因此袁常常不被同伴接受尧信任袁
也不为老师所喜欢袁而陷入孤立状态 [25]遥 部分教师若是持类似态度袁那么他们对学生的创新支
持将面临更大的挑战遥 另外袁还有来自学校的硬件及资源支持也面临一定的困境袁这也导致青
少年学生的学校支持感偏低遥
青少年的团队支持感较低袁表明他们在组建团队尧寻求同学帮助尧感知班级包容气氛等方
面存在一些问题遥 与单独学习相比袁同伴互动的学习方式更能提高学生提出创造性科学问题
的能力 [26]袁同伴互动利于青少年创造性培养遥 团队合作将是未来创新的重要趋势之一袁团队成

员之间的交流尧知识共享等会给创新带来积极作用遥 然而青少年升学和就业的残酷竞争袁对培
养与他人合作的团队精神可能会有一些消极影响遥

渊三冤不同类型的青少年创新支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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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 检验发现袁来自农村与城市的青少年的创新支持感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渊p<0.05袁

p<0.005冤袁来自农村的青少年在家庭支持尧团队支持与学校支持等三个维度以及创新支持感总
分显著高于城市的青少年遥

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创新支持感的 t 检验结果表明袁二者存在显著性差异袁高中生的创新支

持感在所有四个维度及总分上都显著高于初中生的创新支持感水平遥 更为明显的是袁除学校
支持这一维度外袁在初中阶段袁教师支持尧家庭支持尧团队支持等三个维度及创新支持感总分
都呈现出了逐个下降的现象袁即初中年级越高的青少年感知到的创新支持越来越低遥
从总体样本来看袁不同性别以及是否是独生子女的青少年的创新支持感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遥 但在独生子女群体的样本渊n越556冤中发现袁不同性别的青少年在创新支持感上存在显著性
差异袁女生在教师支持尧团队支持这两个维度以及创新支持感总分上都显著高于男生遥 同时结
合女生群体的样本渊n越520冤发现袁是独生子女的女生在教师支持与团队支持两个维度上显著
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女生遥 这说明是独生子女的女生在教师支持尧团队支持这两个维度上得分
相对较高袁都显著高于独生子女男生和非独生子女的女生遥 在城市样本渊n越645冤中袁是独生子
女的青少年在教师支持这一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的青少年遥
从上述结果来看袁除教师支持外袁来自农村的青少年其创新支持感显著高于城市青少年遥
这可能是因为农村的天地广阔袁有更多的机会亲近尧探索大自然曰现有玩具少袁青少年很多时
候和同伴一起做玩具尧做游戏尧开展户外活动等曰同时许多父母忙于农务或外出打工袁隔代抚
养的情况让青少年有更加自由的家庭环境袁这些青少年不受过多的家庭管束袁有些学校管束
也不如城市学校严格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的创新支持感相对较高遥 当然袁不容忽视的是袁
少部分农村学生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中学学习袁在多方面形成强烈对比的基础上袁感知也有可
能出现更为积极的倾向遥
初中生比高中生明显感知到更低的创新支持感袁这可能与中考有关遥 经过中考袁一般来
讲袁考分低的学生进了职业高中或其它学校遥 考分高的学生大多进了高中袁他们更容易受到周
围人的支持袁创新支持感会相对比较高遥 同时袁初中生处在一个叛逆与成长共存的年龄袁却过
早地要面临来自中考的压力袁中考升学的压力影响了初中生的创新表达 [27]遥 最近的研究得出了

与本研究紧密相关的另一结论袁即青少年年龄越低袁创新能力越高遥 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 21
世纪以来袁我国政府和教育系统在创新政策与创新教育方面的改善 [12]遥

独生子女尤其是女生感知到更多的创新支持袁城市样本中的独生子女青少年也能感知到

更多的创新支持遥 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项对 300 名大学生的创造力测验的行为数据及大脑影
像数据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袁在行为上袁独生子女个体相对于非独生子女个体而言袁表现出更
高的创造性得分袁另外袁独生子女组在缘上回的灰质体积渊与创造性得分显著正相关冤明显大
于非独生子女组曰而非独生子女组在内侧前额叶的灰质体积渊与宜人性得分显著正相关冤明显
大于独生子女组遥 这项研究从大样本行为学和神经影像学的角度证明了野独生子女更具创造
性但社交能力较差的传统直觉冶[28]遥 由此可见袁一般情况下袁独生子女可能获得更多来自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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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以及更多的资源袁而独生子女群体中的女生由于性别特点袁则会得到更多的爱护尧宽容和
支持袁从而利于其创造性的发挥遥

四尧对策建议
培养创造性不仅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袁它也成为全世界共同追求的核心素养之一[29]遥 然

而袁本研究表明袁不管是青少年感知到的总的创新支持感袁还是具体来自家庭尧学校尧教师尧团队
等方面的创新支持感都较低袁这无疑阻碍青少年创造性的培养与发挥遥 要想激发青少年创造
性发展的外驱力尧提升青少年的创新支持感袁宜坚持政府部门政策引导袁社会尧学校尧家庭等各
方面积极参与袁坚持政策支持与多元教育并行的原则袁从教师尧家庭尧学校和团队等多方面出
发袁提升青少年创新支持感袁优化青少年创造性发展的外部环境遥

渊一冤政府部门政策引导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目前社会创新环境存在一定的不足袁如社会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袁社会创新机制及制度还不
健全袁在社会舆论和道德规范方面鼓励尧支持和激励创新的氛围还不是很浓郁[30]遥 不管是针对社
会尧学校还是家庭袁有关部门或机构都可制定相关的政策与指导意见或提供相应的平台袁关注青
少年创造性的培养袁营造与保护青少年创造性发展的良好氛围遥 例如袁有些地方政府实施的青少
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袁有关机构建立中国青少年创新教育联盟以及各地的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
服务平台袁提供全国性或地方性交流互动平台等等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引导的作用遥
当然袁良好社会氛围的构建最终要落实到青少年更易感知的学校尧家庭等环境遥 例如袁对
于家庭环境袁政策的引导意义与作用也开始凸显袁近日教育部印发的叶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
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曳渊教基一[2015]10 号冤袁涉及到良好家庭教育环境的营造袁为学生全面和谐
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遥 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曳
渊国办发[2015]36 号冤也涉及了学校对创新的支持活动袁虽然是针对高校的政策袁但也会让部分

青少年从中受益遥 如何将这些政策落到实处袁更大程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袁也是亟待探索与实
践的问题遥 总之袁青少年创造性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尧社会尧学校及家庭等力量的关注与支持袁也
离不开这些力量的有机配合与衔接遥 一旦这些力量有效发挥作用袁青少年的创新支持感将会
得到很大程度地提高 [10]遥

渊二冤学校搭建平台袁提供创新实践机会

学校可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为青少年学生提供创新活动平台或保障袁如提倡问题解决式的学
习方式袁 类似科学探索式研究曰 开展除巩固课堂知识之外的其它丰富多彩的活动或竞赛提供机
会袁让青少年学生与社会适当接轨袁与创新型人才或创新型企业家一起讨论创新问题[10]遥 当然袁无
论是这些创新活动的举办还是创新基金的设立袁都应体现一种安全氛围袁让学生认为敢于尝试与
挑战更重要袁即使失败了也不会受到相应的批评或惩罚袁学生才能获得更强的创新支持感遥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袁相比农村青少年袁城市青少年感受到更少的学校支持遥 城市的学校可
尝试创造机会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大自然袁并一起协作制作具有创意的玩具或开展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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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遥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袁在确保学生安全的前提下袁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户外活动或外
出参观袁不仅提高学生的满意感袁还能让学生提出更多的问题尧进行更具创意的思考遥

渊三冤教师认可创新袁鼓励学生的创造性表达与探索
作为教师袁需认可创新或创造性的重要性袁将它当做是一个核心或基本技能袁与读写尧数
学等技能一样同等对待袁创造性不能从任何学科中分离出来遥 然而一项对中小学生创新素质
的调查表明袁教师不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和求异袁学生回答问题时袁教师常以统一的答案来衡量
学生答案正确与否袁使学生学会了对权威的顺从袁而不敢自由表达尧求异创新 [31]遥 本研究的结果

也表明袁学生在课堂上并没有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能自由提问或发表不同的意见遥 虽然我国教
师比美国教师更清楚某些课堂活动对学生创造性的好处 [12]袁但上述研究却表明真正让青少年
学生获得来自教师的支持依然是个严峻的挑战袁现状需得到进一步改善遥

教师不同的评估反馈方式以及营造的评估氛围对学生的创造动机和创造性表达的能力
有显著影响 [32]遥 由于教师与青少年学生接触的主要时间在课堂袁因此为提高青少年的教师支持

感袁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善遥 首先袁关注每一个学生创造性的开发遥 学业成绩不好或难以服
从管教的学生袁其创造性的培养与开发也同等重要袁教师不能因为他们的这些特点而对其缺
少关注与鼓励遥 其次袁努力营造安全的课堂环境袁让学生自由思考并表达自己的观点袁即使学
生的观点对权威者或教师的观点有所批判袁教师也应鼓励其充分阐述与并之交流袁让学生敢
于说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袁而不是让学生认为批判了权威观点就会被批评或惩罚遥 比如在课
堂讨论中袁让学生体会到来自教师的包容与鼓励袁能促进学生创造性的培养 [33]遥 最后袁鼓励与

肯定创造性思维遥 在课堂上袁一旦发现学生从批判的或新颖独特的角度思考与回答问题袁教
师可适当肯定学生的这些创造性表现袁让他们获得更多从事创新活动的动力与支持遥 从本研
究的结果来看袁由于初中高年级学生尧独生子女男生以及非独生子女的女生相比其他的群体
感知到更少的教师支持袁教师开展这些课堂活动时可适当关注这部分学生袁让他们获得更多
的支持遥

渊四冤家庭成员示范袁重视与保障创新
家庭是个体成长的摇篮袁它在青少年创造性发展中的作用非常重要袁家庭对创新活动的
支持是青少年获得创新支持感的重要来源之一遥 家庭的教育方式尧父母的行为方式尧父母对教
育的重视程度等家庭特点对青少年创造性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3]遥 大量证据表明袁凡是能促进
创造性发展的家庭都是民主型的袁较少权威主义的限制袁鼓励独立袁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往较
强调理性 [3]遥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袁野尊重尧宽容尧包容等思想理念和严谨尧求实尧创新等品
质的培育应该以家庭为起点袁并最终进入国民的社会属性之中冶[34]遥 在孩子面前袁父母就是他们

的榜样袁如果父母等家庭成员经常表现出用创造性思维来解决问题并赏识创造性思维袁那么
孩子们也更愿意去尝试尧冒险 [10]遥

为了让青少年在创新活动中获得更多的家庭支持袁一方面袁家长可启发孩子经常去观察尧

思考自然与社会现象袁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观察力 [35]袁在这一过程中袁家长可尽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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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范袁与孩子一起实践创造性思维遥 尤其是来自城市的以及初中高年级的青少年袁据本研究
结果袁他们的家庭在这一点上应给予更多支持袁而不是占用孩子大部分休息时间让其参加各
种兴趣或特长班遥 另一方面袁家长应充分尊重孩子袁不管是思想层面袁还是言行遥 即使孩子的观
点与想法看似荒唐袁也依然能包容他们袁如果有些想法很独特或新颖袁也可与他们一起探索或
实践新想法遥 此外袁国外研究表明袁家庭尧社会尧经济地位对青少年的创新能力有正向预测作用[36]袁
以我国青少年为研究样本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12]遥 因此袁对于青少年创新活动中需要的物质
资源保障袁家庭成员在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可给予适当支持遥

渊五冤多种力量创造机会袁让青少年参与更多的团队活动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袁青少年感知到的团队支持也较低袁尤其是独生子女男生和非独生
子女的女生以及初中高年级的青少年遥 如前所述袁团队合作极为重要袁是未来创新的趋势之
一遥 来自社会的不同力量可开展或联手开展有关活动袁创造青少年团队合作尧实践创新的机
会遥 如社会机构举办创新竞赛时袁参赛规则可鼓励以家庭为单位或自行组建团队参加袁创造青
少年与家庭成员或他人组建团队并合作的机会遥 而学校和教师也可开展一些团队活动袁让青
少年学生在团队内分工协作完成某项具有创意的活动遥 家庭之间也可组织活动袁让孩子们一
起参加户外活动尧分工完成有趣的任务或一起协作解决某一问题遥 这样青少年有了更多的团
队合作环境袁在从事创新活动时会更有能力组建高效的团队袁获得更多的团队支持遥
当然袁上述五项措施能否有效实施袁关键在于这些不同的社会力量对创新是否有充分的
认识与足够的重视袁只有当他们认可或肯定创造性的价值袁才能真正为青少年提供有力的外
部支持袁从而让他们的创造性得到充分培养与发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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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ternal Driving Force of Youngsters爷 Creativity Development:
Perceived Support for Innovation
ZHANG Hua1, WANG Yan2, YAN Xiaobi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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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eativ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Cultivating youngsters爷 creativity is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the innovation-oriented country. The
perceived support for innovation is an individual爷s perception of external stimuli that support his or her
innovation in the environment. These external stimuli come from different forces, such as family or school. The
study surveyed 1047 youngsters in Chongqing, Tianjin, Sichuan by the revised self -compiled questionnaire,
and found that perceived support for innovation included teacher support, family support, team support and
school support. Overall, their perceived support for innovation was low, and among the four factors, family
support scored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teacher support, and finally the team support and school support. There
were some differences for the perceived support for innovation among different groups in youngsters, except of
the teacher support, the youngsters爷 perceived support for innovation from rural area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youngsters from cities. The perceived support for innovat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scores of teacher support, team support and
total perceived support for innovation of the girls from only child famil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oys
from only child family and girls from multiple children family. In the samples from cities, the teacher support
of youngsters from only child famil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from multiple children fami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following five measures of inspiring the external driving forces for
creativity development can be tried. First, government sectors create good social atmosphere by policy
guidance. Second, schools set up platforms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爷 innovation. Third, teachers
recognize innovation and encourage students爷 creative expression and exploration. Fourth, family members
demonstrate, emphasize and secure innovation. Fifth, a variety of forces create chances and let youngsters
participate in more team activities.
Key words: youngster; creative development; perceived support for innovation; innovaation education;
innovation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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