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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数学教学与信息技术的融合
永州市零陵区黄古山小学
【摘要】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将小学数
学教学和信息技术融合到一起是非常重要
的。 小学数学教学和信息技术融合，指的就是
如何借助现代信息化技术开展小学数学的课
程教学， 如何构建一种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
小学数学教学新型模式。 在小学数学教学过
程中， 教师应借助数学内容与信息技术进行
融合，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启迪学
生思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减轻学生的课业
负担、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小学数学；信息技术；融合
一、运用信息技术，创设情境，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有法，妙在得
法。 由于小学生具有好奇、好动、有意注意时
间短、持久性差等特点，往往影响课堂学习效
果。 因此，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最大优势
在于它能给学生提供直观的材料，通过图像、
形体、文字、色彩、声音等技术手段，使学生多
渠道、 多层次、 全方位地接受现代的教学信
息，开拓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认识，更激
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挖掘学习思维，给其以更
生动、更直接、更具体的印象，营造一个和谐
友好的数学环境。 在数学教学课堂上，教师应
该改变传统的数学教学模式， 将数学内容与

我们班有这样一个案例。 杨同学，女，14
岁，中学生。 她的主要问题有：自卑、孤独、压
抑，不合群、害怕参加各种活动，学习成绩较
差，总受到班上同学的排挤和嘲笑。
一、问题分析
通过平时的观察与了解， 我们终于找到
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杨同学家三代同堂，爷爷
奶奶年岁较大，身体很差；而父母文化程度较
低，也无一技之长，属于贫困家庭，她家又是
三女户， 因此在家排行老大的杨同学在院子
里总受人歧视，由此导致学习不努力、表现不
佳。 经过老师们的悉心观察，杨同学有很大潜
力可供挖掘。 只要老师和同学多多关爱她，多
给一些表现机会并给予鼓励， 使之忘却孤独
和自卑，增强自信、战胜自我，找到自己的亮
点和长处，发奋学习，则可能完成向优生的转
化。
二、辅导过程
（一）从活动中找回自信
通过平时的细致观察， 我们发现杨同学
的乒乓球打得很好。 所以我们借体育活动课
的机会，进行“争王选将”的乒乓球赛，让杨同
学从乒乓球比赛的胜利中找回自我与自信，
享受成功和胜利的喜悦。 活动中，她和同学们
玩得很开心，充分享受到“当王”的成功和快
乐。 老师们也终于看到了她开心的笑容，如鲜
花般美丽。 本次活动课后，我们两个老师把她
请到教师办公室， 进行面对面的、 真诚的交
谈，让她对老师产生信任。 在交谈的过程中，

小学数学快乐教育不仅是一种素质
教育，而且是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它不但
培养学生的兴趣， 而且能提高学生的智
能，有利于个性的发展。直观教学是小学
数学快乐教学的重要手段， 是一种惯用的课
堂教学艺术。 演示引导是这种艺术的主要表
现形式，其特点是授业解感。 寓教于乐，它能
使课堂气氛活跃，师生关系融洽，双边活动谐
调。 学生可以从苦学中解脱出来，大胆实践、
积极主动地思维、轻松地感知教材，从而变抽
象为具体、变呆板为灵活，始终保持活跃的思
考状态，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积极引导学生观察数量关系
数学是数和量相结合的科学。 用直观教
具演示可以引导儿童去观察数量关系， 看到
事物间的相互联系，抓住特征，辩明异同，从
而得出观察结果， 这样做有利于提高儿童的
观察能力。儿童的特点是好奇心突出、模仿性
强，他们爱说爱笑、爱蹦爱跳、摸摸抓抓、剪剪
画画……这都是儿童的可贵之处。 如学习数
学时，遇到第一个数量概念是“多少”，还有
“一样多”“多多少”“少多少”“多些”等等。 这
就需要用直观教具来引导儿童观察， 从而建
立这些概念，如果能画出儿童常见的事物，如
白羊与黑羊、铅笔与钢笔、乒乓球与羽毛球等

信息技术融合起来，培养学生的数学发散性，
让学生能够掌握数学的学习思路和规律，从
而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促进学生综合
能力的发展。
二、借助信息技术，化难为易，促进学生
理解数学知识
小学生生活知识面窄，感性知识少，抽象
思维能力较弱， 运用信息技术能直观形象地
把整个过程显示出来， 给学生身临其境的感
觉， 为他们学习数学知识架设一座由抽象思
维过渡到形象思维的桥梁， 并通过多样化的
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创新性，
化难为易，帮助他们理解知识。 小学生由于受
年龄特征和生活实践的制约， 对于一些数学
概念，无法通过文字来有效理解，利用多媒体
为学生铺路搭桥，逐步降低思维难度，有达到
理解概念的目的。
三、依托信息技术，化静为动，让学生感
受知识形成过程
应用信息技术教学， 能根据教材的内容
和教学需要化静为动，动静结合，直观生动地
展示出来。 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探究新知
识的兴趣，同时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
思维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利用计算机多媒体
能创设动静结合的教学图像、 生动活泼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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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气氛，可以把教学时说不清道不明的知识，
在形象生动的画面、声像同步的情景、悦耳动
听的音乐，在及时有效的反馈中，进一步地加
强学生对于知识点的认识。
四、凭借信息技术，学科知识还原于学生
生活实际
知识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 在以往的
生活、学习和交往活动中，他们逐步形成了自
己对各种现象的理解和看法， 并具有利用现
有知识经验进行推论的智力潜能。 学习不是
简单地使知识由外到内转移和传递， 而是学
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经验的过程。 学生能在具
体的生活情境中抽象出学科问题， 又能在实
际的生活情境中运用所学知识， 使之构成一
个完整的认知体系。
五、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了学生的观
察与思维能力
学生学好数学，是发展智力的必要条件，
关键在于要有敏锐的观察能力。 因此，在课堂
教学中， 教师应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观察能
力，千方百计地调动他们的观察兴趣，激励他
们要养成认真观察、主动观察、勇于探究的良
好学习习惯。 例如我们通过引导提问的方法，
不仅激发了学生观察的兴趣， 强化了新知识
的概念，而且还培养了学生观察的能力，也提

浅谈如何诊治学生的心理疾病
—
——“问题生”成功转化案例
邵阳市洞口县大水中学

我们不失时机地抓住她的闪光点， 给予表扬
和鼓励，帮助她走出自我封闭，从而积极面对
他人和世界。
另外， 我们动员所有老师和同学多和她
进行一些活动和游戏，主动接近她、帮助她、
认可她。 杨同学失败了，大家鼓励她；她成功
了，大家就极力地表扬她、奖励她。
（二）爱心感化
爱是教育的润滑剂， 教育没有爱就很难
成功，教师没有爱就很难赢得学生欢迎。我们
对杨同学给予物质上的帮助、 精神上的鼓
励，不仅培养她当团支部书记，还推荐其到
校学生会任职。 放假了，老师带着学生去慰
问她的爷爷奶奶，帮助她家干农活。 杨同学感
动得热泪盈眶：“敬爱的老师， 你们永远都是
我的亲人!”
经过我们的引导和教育， 班上的同学主
动和杨同学交朋友， 并且积极在学习和生活
上帮助她。 让她在潜移默化中恢复自信，感受
快乐和成功，沐浴人间真情和大爱，使其拥有
博大胸襟和远大理想，能够吃人间大苦，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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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轻言失败和放弃的意志。
（三）家校合作
我们两个老师曾多次开车送杨同学回
家，与她的家人和左邻右舍沟通，当着大家的
面公开表扬她，劝他们多和孩子交流。 在与孩
子家人的沟通中， 我们倡导家长在关心和帮
助孩子学习的同时， 更要多关心孩子的心理
状况，帮助他们积极清扫成长路上的绊脚石。
这样，即增进了家庭间的亲情与温暖，和谐了
邻里之间的关系， 更构建了一个较好的育人
环境，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四）抓住机遇，展现自我
学校举办演讲比赛，我们大力推荐杨同
学当主持人。 演讲赛的组织、策划、写主持
词，都放手要她和搭档去完成，老师只是适
当引导和督促。 在此次演讲比赛中，我们给
杨同学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她和她的搭档
团结协作、展示风采，造就了一个新的自我，
师生和家长们赞不绝口。 赛后，我们还辅导
杨同学就此次比赛写了一篇新闻稿在媒体
上发表。

寓快乐教育于小学数学教学之中
常德市澧县第一完小
来说明上面所述的概念， 更容易被儿童所接
受。 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是基础运算，儿童
必须真正理解这些概念， 而这些概念的建
立，都需要直观教具的辅助，让儿童通过自
己的观察来获取新知。 在儿童学会了数量及
数序以后，可用计数器助教，学习两位数内
的加减法时，用“凑十法”拆小补大，这样使
儿童既明算理，又会算法。 在讲解四则运算
的互逆关系时， 可用幻灯等实物直观演示；
讲解乘法交换律时， 可借助小方格来说明。
这样做时尽可能交给学生来完成，使他们观
察，发现、总结、提高，知道数、形对应，数量结
合的道理。
二、主动引导儿童分析数量关系
直观教学在儿童分析数量关系时， 有启
发引导作用，特别是对解答应用题尤为重要，
因为这是突出重点、难点，寻求解题思路的重
要手段。 在简单应用题的教学中，用计数器、
实物、图画、绒板等作直观演示，是为了说明
并使儿童形象地掌握最基本的数量关系。 在
典型应用题的教学中， 借助于直观教具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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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分析题中的数量关系， 从而认识各类问
题的特征结构及解题方法。 如用活动教具演
示， 可以使儿童看到为什么在解答相遇问题
时要求“速度和”，为什么追及问题用的是“速
度差”，从而认清速度、时间、路程三者在不同
情况下的对应关系。 在解答“
水管注水、排水”
问题时，可用幻灯来教学，使学生懂得为什么
用工程问题解答。 可见运用直观教学，发挥教
具的作用对于分析数量关系， 灵活地解答应
用题极为重要。
三、大胆引导儿童进行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是数学教学任务之
一，要求他们合理科学地思考问题。 逻辑思维
的方式是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念、判断与推
理， 直观教学从而起到启发引导作用。 如教
“34+25”一式时，可以在教具的引导下，讲解
竖式演算的步骤，特别强调数位对齐，先从个
位加起； 又如乘法的初步认识是儿童学习乘
法的启蒙，是一种新的运算，儿童不易接受，
教师可以用动物图来直观教学， 先画三个小
圈，每个小圈画 5 只蝴蝶，让学生说出这三个

高了观察的准确性。
我们将现代信息技术引入到数学课堂教
学上，则能把静态的数学知识动态化，变抽象
为具体，还能把在现实中无法看到的事物或
现象展现在学生面前， 从而扩大他们的视
野，培养他们的观察力，甚至能够获得大量
的感性材料。 我们为学生营造一个色彩缤
纷、图文并茂、动静相融、声形俱全的教学情
境，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活动，使形象思维迅
速过渡到抽象思维，实现认识上的飞跃，也发
展了智力。
总之，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将小学数
学教学和信息技术融合到一起是非常重要
的。 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借助数
学内容与信息技术进行融合， 更新教育观
念、改进教学方法、启迪学生思 维 、 激 发 学
生学习兴趣、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节省教
学时间、加大课堂教学的容量，从而增加学
生课堂自学和练习的时间， 提高课堂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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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辅导效果
经过两位老师的精心辅导和培养， 以及
杨同学持之以恒的努力下， 她的性格越来越
开朗、能力越来越强了，不仅成了老师的小助
手，成绩也上升到年级的前十名，深受学校领
导、老师和同学的喜欢。 她多次被评为“洞口
县优秀共青团员”“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
部”。 她的文章经常在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
现在， 她正全力以赴向梦想冲刺——
—考取湘
中幼专的公费班，成为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
四、辅导反思
为什么花儿没有美丽的绽放？ 为什么学
生的心理有了疾病？ 为什么学生的成长偏离
了方向？ 学生的健康包括身体和心理。 孩子们
心理有了阴影，就没有了阳光和理想，何来鲜
花烂漫，何来满眼春色？
花儿需要阳光的滋润， 学生需要师爱的
滋养。教育的公平，不仅仅是教育资源的公平，
更是师爱的公平。 每一个花苞都可以绽放，每
一棵树苗都可以从石缝里钻出， 成长为大树，
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健康成长。“
00 后”的学生
是比较有个性的一代，而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
时代特征。 因此，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关心孩子
的学习成绩上， 更要关心孩子的个性特点，心
理健康，找出问题的根源。师者，不仅仅是传授
知识，更要
“
育心”
“
育人”。 哪怕他们是阴霾下
迟迟不能开放的花苞，存在任何不足，我们也
不言放弃，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巧用方案、多
付爱心，让每一朵花儿都美丽绽放……

圈内的蝴蝶只数是否相等， 再在 15 只
蝴蝶的外面画一个大圈， 让学生连加，
最后让学生说一说，这是几个相同的加
数，从而引出新的运算，帮助学生从根
本上理解乘法的意义，渗透现代数学思想。 这
种系统的思维过程，对于理解定律、法则、方
式、理解正确的教学概念十分必要。
四、模拟引导儿童走向抽象思维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 从感性认
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是儿童认识事物，理解
数学概念的途径，直观教具的使用能起到“生
动的直观”和“感性认识的加强”之作用。 然
而，这不是目的，仅仅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
达到抽象思维的理性认识。 数是从具体事物
中抽象出来的、 要认识它当然也离不开具体
的事物。 量的概念是对度量单位的认识，是进
行操作而获得的。 例如：让学生看看米尺的长
短、掂掂 500 克法码的轻重、试试一个鸡蛋的
重量、 量量儿童的身高、 看看 1 平方米的大
小、体会 1 小时的长短等等，都是让儿童亲自
感受到某一种量的内含。
总之，直观教学，演示引导是一门科学，
如果认真构思，使用得当，且根据儿童的年龄
特点，因材施教，定能达成在小学施行快乐学
数学的目的，并收到满意的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