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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学生提出数学问题的能力进行评价，其目的在于更好地根据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状况来改进教学，使他们的数

学创新意识和能力得到进一步发展．立足于对学生提出问题中的数学思维的揭示和分析，建立以问题的数量、问题的种类和

问题的独创性为指标的关于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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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程下，《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

稿）》（2001）和《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2003）
相继提出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和提出问题能力的课程目 
标[1，2]．由此，提出问题成为我国数学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

话题．几年来，提出问题的教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各种

各样有关提出问题的教学方法和方案与日俱增．然而，在教

学实践中，尚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譬如关于学生提出

问题能力的评价问题，便是困扰教师有效实施提出问题教学

的一个重要问题．《数学教育学报》2007 年第 3 期发表了“中

小学生提出数学问题能力的评价探究”一文[3]，该文立足于

中小学数学“情境—问题”教学的实验研究，从问题的数量

和质量两个方面，对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评价标准进行了探

究．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就提出问题能力评价的目的与作用，

评价标准的建立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以期有一些

理性的提升和拓展． 

1  评价的目的与作用 

在数学活动中，提出问题指：“通过对情境的探索产生

新问题，或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对问题的再阐述．”[4]其实质

就是一种以问题生成为基本形式的数学探究活动．因此，对

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评价应基于动态的、不断呈现学生思维

发展的提出问题过程．评价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根据学生提出

问题能力的状况来设计教学，改进和精炼教学策略和方法，

使学生的数学创新意识和能力得到进一步发展． 
评价可以对教师的教学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具体地

说，由于提出问题成为数学教学的基本构成——既作为教学

的一种手段，也作为教学的一种目标，因此以适当的方式评

价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这有助于考察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

解和基本技能的掌握，也有利于揭示和分析学生的数学 
思维． 

作为一种教学手段，提出问题是学生理解基础知识、掌

握基本技能的一种学习方法．因此，为了有效达成教学的基

本目标，教师需要以有效的活动方式来评价学生提出问题的

能力，并以此考察这种教学方式对学生知识技能的影响．譬

如在高中“函数”概念的教学中，教师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关

于“函数”概念的数学任务： 

考虑问题：f (x) = x 与
x
xxf

2

)( = 是不是同一个函数？提 

出你能解决的问题．你能够提出和解决多少个不同的问题？ 
对上述两个函数的判断，学生可能会提出“是同一个函

数”和“不是同一个函数”的问题．比如，如果这两个函数

是同一个函数，那么它们的定义域是什么？其对应关系相同

吗？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教师可以诊断学生在“函

数”概念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帮助他们进一步弄清“函数”

概念所包含的意义，促进其对“函数”概念的认识． 
作为一种教学目标，提出问题教学的核心在于激发学生

的问题意识，提高他们提出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学生积极

提出问题，并以探索的方式进行学习．譬如在数学问题的解

决活动中，一个常规问题可以用一个标准的算法解决，但是

一个非常规问题则要求学生对问题情境及问题解答进行探

索．为此，学生需要将问题解决调整为在原有问题中寻求新

的问题，即提出一些连续的更能体现己知信息与目标之间的

关系的问题．这样，通过对原有问题目标的层层分解以及次

目标的逐次实现，不断接近或达到对原有问题的解 
决[5]．在此过程中，由于学生的思维方式不只是抽象和逻辑

的，还有直觉的、归纳的和类比的，因此，对学生问题探究

中的提出问题能力进行科学评价，有利于揭示和分析学生的

数学思维． 

2  评价标准的建立 

提出问题能力的评价目的在于改进教学，提高学生的创

新意识和能力．自然地，评价的核心就在于对学生提出问题

中的数学思维，特别是创新性思维的揭示和分析． 
提出问题是创造性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目前，尽管人

们对于数学活动中的提出问题与创造力之间的一般关系还

不十分清楚，但是对“问题”的创造性的关注却一直是有关

提出问题评价的基本着力点[6]．事实上，在早期有关提出问

题的教学研究中，研究者就已从托伦斯创造性思维测验

（Torrance test of creative thinking）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关于

提出问题能力的新认识，即现今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用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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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提出问题能力的三要素[7]： 
（1）问题的数量——思维的流畅性； 
（2）问题的种类——思维的灵活性； 
（3）问题的新颖性——思维的独创性． 
无疑，这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学生提出问题中的数学思维

提供了条件．由此，我们可以以问题的数量、问题的种类和

问题的新颖性为指标，建立一个关于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评

价标准． 
2.1  问题的数量 

问题的数量是评价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基本指标之

一．主要关注的是学生能否提出大量有价值、有意义的、表

达清楚的问题．事实上，提出问题无论是作为教学手段，还

是作为教学目标，其基本任务就是允许学生提出大量的数学

问题．至少，一个学生所提出的问题数量较多，表明他在收

集和处理问题信息时能产生大量有价值和意义的联想，对其

中的数学关系能根据问题的结构要求进行不同的排列，并给

予清楚的表达．以下面有关“圆点图形”的数学任务[8]为例： 
黄老师按某一规则画了下面一组图形（如图 1所示）： 
 
 
 
 

（1）        （2）          （3） 
图 1  圆点图形 

他要在这组图形的基础上提出 3 个问题作为学生的家
庭作业：一个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是中等难度的，另一个是

比较难的问题．这 3个问题可以用上面这组图形提供的信息
解决． 

请你帮助黄老师想出 3个问题，并把它们写下来． 
在这个“圆点图形”任务中，虽然给学生提供的情境—

—“圆点图形”和教师要求“提出问题”的背景信息——没

有明确的、需要解决的数学问题，但包含了一些可以帮助学

生发现和提出数学问题的探究点：某个或多个图形的点数，

不同图形点数的比较，以及图形点数的变化规律等．比如，

围绕图形的点数，学生可能提出诸如“第 3 个图形的点数是

多少？”“第 5 个图形的黑点数是多少？”“第 10 个图形中

的白点数是多少？”等问题．围绕图形点数的比较，可能提

出“第 3 个图形的点数比第 2 个图形的多多少？”“第 11 个

图形的点数比第 10 个图形的多多少？”等问题． 
把问题的数量作为评价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一个基本

指标，其目的是为了引导学生在问题意识的驱动下去发现问

题和提出问题．基于这种需要，人们常常要以问题的数量去

考察学生问题意识与提出问题能力的发展．为此可采取以下

方法：就学生个体而言，一种可行的方法就是教师对学生当

前和以往提出的问题数量进行统计和分析；对不同学生或不

同班级的学生来说，可以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数量进行比较． 
2.2  问题的种类 

在提出问题能力的评价中，如果说对问题数量的关注在

于考察学生能否在较短的时间提出大量有价值和意义的问

题，那么对问题种类的判别，则主要关注的是学生能否从不

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数学问题．事实上，在一项关于提出问

题的具体任务中评价学生不同的数学反应，这对于学生弄清

如何决定两种反应相同或不同，进而提高其思维的灵活性是

十分必要的．因此，当学生提出大量的问题之后，教师需要

关注的就是从这些问题中鉴别哪些是同一种类的数学问题，

哪些属于不同种类的数学问题． 
通常，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种类的判断，可采取多种不

同的判断纬度，如问题信息的拓展与否、问题的可解性、问

题的难易程度等．以“圆点图形”的数学任务为例，假定学

生 A 提出了这样 3 个问题： 
（1）第 3 个图形的白点数是多少？ 
（2）第 10 个图形的白点数呢？ 
（3）第 n 个图形的白点数呢？ 
从问题信息的拓展程度来看，可以判断它们分别属于两

种不同种类的问题，其中，问题（1）属于非拓展性问题，

其信息来自“圆点问题”情境给定的初始条件，问题（2）
和问题（3）属于拓展性问题，其信息已超越“圆点问题”

情境给定的初始条件． 
为了进一步分析有关问题的种类，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关

的判断问题种类的结构示意图（见图 2）．图中显示了不同

判断纬度按一定序列所形成的结构关系：“问题信息的拓

展”纬度——“问题的可解性”纬度——“问题的难易程度”

纬度．从中我们可以对问题的种类做出相应的判断：以问题

信息的拓展纬度来判断，数学问题被分为“非拓展性问题”

和“拓展性问题”；以问题的可解性为判断依据，“非拓展性

问题”被分为“可解决的非拓展性问题”和“不可解决的非

拓展性问题”，“拓展性问题”被分为“可解决的拓展性问题”

和“不可解决的拓展性问题”．以问题的难易程度为纬度，

还可以对问题的种类作进一步划分．由此形成两个方面的数

学问题： 
数学问题 

以问题信息的拓展来判断 

简单的拓展性问题 复杂的拓展性问题

以问题的难易程度来判断 

以问题的可解性来判断 

可解决的 
拓展性问题 

不可解决的

拓展性问题

拓展性问题非拓展性问题

可解决的 
非拓展性问题

不可解决的

非拓展性问题

以问题的可解性来判断 

 
图 2  问题的种类判断 

一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数学问题——可解决的非拓展性、

简单的拓展性问题以及复杂的拓展性问题． 
二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不可解决的非拓展性

问题和拓展性问题． 
在我们看来，把问题的种类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

并把与此相关的信息传递给学生，这有助于转化学生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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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增强其思维的灵活性． 
2.3  问题的新颖性 

问题的新颖性是反映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核心要素．对问

题新颖性的判断，其视角可以是数学的，也可以是教育的．从

数学的角度看，一个问题具有新颖性，主要指它在某个特定

数学学科领域上的独创性．然而，在数学教育中，“问题”

被看作是人的一种心理困惑，问题的存在与否，取决于人的

主观认知和感受，因此，问题是否“新颖”，往往具有相对

性．换言之，新颖的问题大多包含了两个基本特征： 
（1）原创性——问题必须对其他学生的问题而言是“新”

的．通常，新颖的问题往往具有不落俗套的、出人意料甚至

有趣的特点． 
（2）合理性——问题必须合乎数学的简洁性、逻辑性特

点且为师生普遍接受．否则即使问题是“新”的，可能也难

以被人赏识． 
关于问题是否新颖的判别方法，我们可以从托伦斯的创

造性思维测验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按照托伦斯创造性思维测

验的基本思想：“独创性的分数是由统计频数所决定的．如

果被试的想法或观点罕见于常模所记录的学生的想法，就可

以认为这种想法具有独创性．”[9]因此，当提出问题的任务

作为检测学生思维独创性的一部分而被实施时，一种可行有

关问题新颖性的判断方法就是把提出问题的测试应用于许

多学生，从学生的反应中积累一些典型的数学问题，并对不

同的问题分别赋以不同的分值．然后，在学生的问题中找出

与这些典型问题最接近的问题，据此就可以对问题的新颖性

加以判断．或者，从所有学生提出的问题中积累一套典型问

题，然后把学生提出的问题与那些典型问题作比较，看这个

给定问题是否具有典型性，这样，通过对新颖问题的数量进

行统计，就可以检测学生思维的独创性．当然这是一项十分

艰巨复杂的工作． 
以上 3 个方面评价内容及其权重比例分配如表 1 所

示．考虑到问题的数量和问题的种类在学生提出问题能力发

展中具有比问题的新颖性更为基本的意义，因此，这两个评

价指标的权重比例相对较高． 

表 1  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评价量表 
评 价 因 素 得    分 

母    项 
母  项 
权  数 

子    项 
子  项 
权  数 

子  项 
得  分 

母  项 
得  分 

A1：有价值和意义的问题数量 K1 = 0.60  A 
问题的数量 

KA=0.40 
A2：表达清楚的问题数量 K2 = 0.40  

 

B1：问题的可解性 K3 = 0.30  

B2：问题信息的拓展程度 K4 = 0.40  
B 

问题的种类 
KB=0.40 

B3：问题的难易程度 K5 = 0.30  

 

C1：原创性 K6 = 0.40  C 
问题的新颖性 

KC=0.20 
C2：合理性 K7 = 0.60  

 

 

3  结 束 语 

前面，我们建立了一个以问题的数量、问题的种类和问

题的新颖性为指标体系的关于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评价标

准．然而，评价标准的建立只是为考察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

提供了条件．事实上，为了增强评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教

师在评价时还应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判断．在提出问题活动中，

由于学生提出的问题并非都是教师期望的问题，因此评价时

应关注那些与数学有关的、有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为此，需

要判断学生提出的问题中哪些是数学问题？哪些不是？如

果是数学问题，它们是否有价值和意义？ 
其二，评价主体的多样化．教师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把学生自评和互评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帮助教师找出学

生存在的问题，以改进教学策略和方法，同时也有利于促进

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发展． 
作为对提出问题能力评价的进一步反思，我们也应看

到，上述评价标准的设计只是诸多设计策略中的一种．事实

上，提出问题能力的评价不仅关注学生提出问题的结果，也

关注学生提出问题的过程；不仅关注学生提出问题的水平，

也关注他们在提出问题活动中情感态度的变化．因此，如何

从多角度和多层面来设计评价标准，以使提出问题能力的评

价能基于动态的、不断呈现学生思维发展的提出问题过程，

这仍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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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Evaluation of Students’ Ability of Posing Mathematical Problems 
XIA Xiao-gang, WANG Bing-yi, LV Chuan-han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Colleg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zhou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aim of evaluating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pose mathematical problems was to improve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students’ the ability to pose problems, which could make students’ mathematical creative thinking and ability further 
improved. Establish evaluation criterion of students’ posing problems, which was based on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students’ 
creative mathematics thinking of posing problems, by making the number, kinds and novelty of problems the evaluation index. 
Key words: ability to pose problem; mathematical thinking; evaluation index; evaluation crite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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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参与初、高中数学课程改革，沈文选先生撰写了一套以献给中学师生、高师院校数学专业学生、

广大数学爱好者，企图拓展其数学视野、提高数学素养、融进新课改理念、丰富数学文化的丛书．这套丛书

是作者学习张景中院士的教育数学思想，响应张奠宙教授的倡议：建构符合时代需要的数学常识，享受充满

数学智慧的精彩人生的书籍．该丛书由张奠宙教授作序，于 2008 年 1 月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共计

300 余万字，分为 6 册：  

《数学透视眼光》该书 10 章，内容丰富，令人兴奋，其中包括了勾股定理的近 200 种证法．定价：每册

38.00 元．  

《数学思想领悟》该书 7 章，其中介绍了中学数学的尽可能多的思想，并系统分类举例谈领悟．定价：

每册 38.00 元．  

《数学应用展观》该书 13 章，介绍了中学数学知识在生产、生活、学习中的广泛应用．定价：每册 38.00

元．  

《数学建模导引》该书 7 章，其中介绍了利用中学数学知识进行建模的大量案例．定价：每册 28.00 元． 

《数学方法溯源》该书 22 章，其中介绍了从生活实践中归纳出 22 个数学方法原理及应用．定价：每册

38.00 元．  

《数学史话揽胜》该书 11 章，其中介绍了中学数学各类知识产生的历史故事及数学发展年鉴．定价：每

册 28.00 元．  

上述书籍均可直接到各地新华书店购买或订购，也可以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刘培杰数学工作室

（150006，哈尔滨市南岗区复华四道街 10 号，0451-86281378）联系邮购．若想从作者沈文选（410081，长

沙市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0731-6655633）处邮购，则需另加 15%的邮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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