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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材料还是比较低级的具体表象; 他们进行思维加工多是比较低级的形象的分析和
综合, 还缺乏抽象分析和综合的能力; 在思维过程中还缺乏自我意识的监控和调节。
所有这些都说明他们的思维结构还是很不完善的。 真正意义上的思维是和完善的思维
结构相联系的。
儿童进入小学以后, 其思维结构才获得了初步的发展。 在小学低年级, 儿童思维
结构的诸因素开始受到初步的训练, 但这仅仅是起步阶段。 只有到三年级以后, 他们
通过阅读和写作的系统训练, 思维结构的诸因素才能逐步得到发展。 到高年级, 儿童
能够初步地按照一定的目的、 围绕一定的中心来记叙人物和事件, 为了突出中心、 强
化主题, 他们开始注意材料的取舍、 内容的主次和叙述的详略问题。 他们的抽象分
析、 综合等能力得到发展, 能够对感性的材料进行初步的加工和处理。 这时, 抽象思
维开始参与形象思维的过程, 在叙述的基础上出现了抽象的议论, 以表示自己简单的
观点和态度。 同时, 儿童的自我意识也发展起来, 能够初步对自己的思维过程进行监
控和调节。
可见, 到高年级时儿童基本上具备了人类思维的完整结构, 但这个思维结构还有
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小学儿童由具体形象思维分别过渡到一般性形象思维和抽象
逻辑思维, 并且在这一过渡过程中逐渐具备了人类思维的完整结构, 这标志着儿童的
思维发展开始过渡到了人类真正意义上的思维阶段。

第五节摇 儿童语言学习思维能力的训练
首先是思维能力的训练, 下面举一些浅显的例子。

一、 找规律训练法
找规律训练法是一种训练儿童发现事物之间的规律, 并灵活运用这种规律的方
法。 具体做法是, 让儿童观察一些材料, 使儿童通过这些材料的前后顺序关系找出其
中的规律。
例如:

填写空白处的数字: 0郾 1郾 1郾 2郾 3郾 5郾 ( 摇 ) 郾 ( 摇 ) ……
答案: 0郾 1郾 1郾 2郾 3郾 5郾 (8) 郾 (13) ……

原理: 第三个数是前面两个数的和, 0 + 1 = 1, 1 + 2 = 3, 2 + 3 = 5, 3 + 5 = 8, 5+8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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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找关系训练法
找关系训练法是一种通过让儿童找出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 训练儿童的比较、 概
括和综合能力的方法。
例如:
成人问儿童下列问题, 儿童给出答案:
爷爷与奶奶的关系, 就如同爸爸与谁的关系?
锅与锅盖的关系, 就如同杯与什么的关系?
答案: “ 妈妈冶 、 “ 杯盖冶 。

三、 找同类训练法
找同类训练法是一种通过让儿童寻找一些词之间的关系和理解它们的含义, 从而
达到训练儿童抽象能力和判断能力的方法。
例如:
成人说出下列五个词, 让儿童找出哪个词与其他四个词不属于同类。
香蕉摇 苹果摇 水果刀摇 橘子摇 西瓜
答案: 水果刀。

四、 组合训练法
组合训练法是创造能力训练中常用的一种简单方法, 可以提高儿童的创造意识和
能力。
例如:
成人问儿童:
收音机与录音机合在一起变成了收录机。
手机加照相机变成了照相手机。
你能把两个什么东西加在一起变成新的什么东西?

五、 发散训练法
发散训练法是创造能力训练中常用的方法, 其原理很简单。
例如:

成人问儿童: “ 回形针有什么用途? 说得越多越好。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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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训练中, 大学生能够说出回形针的 1 000 多种用途。)

例如, 回形针的用途有: 淤夹文件; 于做成钓鱼钩; 盂作书签; 榆涂上颜料做成

笔画画……

六、 逻辑推理训练法
逻辑推理训练法是一种通过让儿童掌握各种逻辑推理方法, 学会归纳和概括的能
力, 从而训练儿童逻辑推理能力的方法。
例如:
成人先把第一组逻辑推理题念给儿童听, 让儿童判断推理的结果是否正确, 然后
要求儿童推理出第二组逻辑推理题的答案。

第一组: 淤牛、 狗、 马、 兔都是动物; 于牛是动物; 盂狗是动物; 榆马和兔都是

动物。

第二组: 淤桌、 椅、 柜、 床都是家具; 于桌是家具; 盂椅是家具; 榆……
标准答案: 柜和床都是家具。

七、 组词训练法
用一个单字, 组成各种词组, 组得越多越好。
例如:

成人说一个字, 例如 “ 好冶 , 要求儿童用这个字组词。

答案: “ 好人冶 、 “ 好事冶 、 “ 早上好冶 、 “ 好学生冶 ……

八、 接词训练法
第一个人说出一个词组, 第二个人用第一个人所说词组的最后一个字组成另外一
个词组, 依此类推, 持续接下去。
例如:

第一个人说: “ 好人冶 , 第二个人接词: “ 人家冶 , 再接: “ 家里冶 ……接得越长

越好。

对于如何训练儿童学习汉语的思维能力, 可以根据不同层次或阶段儿童的学习特
点来进行。 对于初学者, 可从课堂下手, 规范语言学习中的呈现模式, 即采用更直观
的形式呈现目标语言。 如在教学生词时, 努力做到用教过的汉语, 包括未教过但学生
能听懂、 想懂、 猜懂的汉语来帮助学生理解生词的语义。 能用手势、 图片、 简笔画、
幻灯片等直观教具呈现清楚的, 尽量不用中介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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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级阶段的学生, 这个阶段是形成学生语言思维能力的关键时期, 突破母语
的思维定式是发展语言思维能力的前提, 如何使学生摆脱母语思维定式的束缚, 形成
用汉语思考、 分析、 归纳和概括的能力是主要的研究内容。 为了培养学生的这种能
力, 我们可先从阅读课教学入手。 可以将阅读课的目标定位在: 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
学习与信息的寻找和处理, 而是要让学生学会用汉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用汉语
解释得出该答案的缘由, 并用汉语揭示文本的深刻内涵。
汉语教学中要发挥第一语言的正迁移, 消除负迁移。 要帮助学生克服第一语言对
汉语学习的干扰和影响, 就应在教学过程中加强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思维方式和表达
习惯异同的对比。
揖 思考与练习铱

1郾 什么是思维? 它具有什么特征?
2郾 思维过程包括哪些方面?

3郾 怎样培养儿童语言学习中的分析和综合能力?
4郾 思维的种类有哪些?
5郾 什么是形象思维?

6郾 如何训练儿童的形象思维能力?
7郾 什么是求异思维?

8郾 如何发展学生的求异思维?

9郾 什么是 KJ 法求异思维训练?

10郾 什么是直觉思维? 它具有什么特点?
11郾 如何培养学生的直觉思维?

12郾 儿童 3 岁前思维的发生和发展具有什么特点?
13郾 幼儿的思维发展具有什么特点?

14郾 小学生的思维发展具有什么特点?

15郾 儿童思维结构的发展具有什么特点?

16郾 常用的思维训练方法有哪些? 请举例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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