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阅读是我们获得信息的主要
途径，数学阅读有自身的特点 ，需要教
师指导阅读方法 ： 在愉悦的氛围中阅
读；带着疑惑去阅读；在辨析中阅读；继
而在阅读中思考，使学生领悟数学语言
的内涵，发展数学思维，提升数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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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科技越
来越数学化，社会越来越数学化，阅读
是我们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 著名教育
家苏霍姆林斯基说：“阅读能教给他们
思考，而思考则会变成一种激发智力的
刺激。 ”数学阅读是掌握数学语言的前
提，是顺利、有效地进行数学学习活动
的基础之一，通过数学阅读，使学生领
悟数学语言的内涵，发展学生的数学思
维，提升数学素养。

一、数学阅读的特点
数学阅读与普通阅读一样需要认

读、分析理解、掌握阅读技巧等，还具有
自身的特点：（1） 数学材料主要由数学
语言组成，分为文字语言、符号语言和
图形语言，阅读中常常需要将这三种语
言转换运用；（2）数学材料严谨、简练，
一字之差，就会谬以千里；（3）数学材料
抽象，呈现的大都是规律、性质、定理。

二、数学阅读的指导方法
1．在愉悦的氛围中阅读。 教师充

分挖掘数学阅读资源，如创办高、中、低
段数学阅读材料集， 学生收集数学读
物、报刊，办数学手抄报等。 每周开设一
节数学阅读课， 每天午读 20 分钟的时
间专门用于数学阅读， 课后的每日一
读， 家校共同创设愉悦的阅读氛围，让
学生真实有效地进行数学阅读。

2.�在质疑中阅读。“学启于思，思启
于问”，阅读数学课本时，学生走马灯似
的浏览，并没有真正读懂。 教师适时“设
疑”，帮助学生解惑，如在教学“商不变
的规律”时，问：为什么要“在除法里”？

“同时乘或除以” 怎样理解？ 一定要是
“相同的数”吗？“0 除外”是在强调什么？
通过质疑、追问，加深了学生对数学规

律的认识，对数学语言的理解。 潜移默
化中学生在阅读时也会提取关键词，多
问“为什么”，久而久之，思考问题愈加
周密。

3．在辨析中阅读。 有辨析才有深
刻地认知，数学材料既有同类题型的横
向比较， 也有同一知识体系的纵向比
较。 比如：“增加 5 倍”是比原来的数多
了 5 倍；“增加到 5 倍”是在原有 1 倍的
基础上多 4 倍；又如：画三角形的高与
画垂线有什么不同？ 通过阅读比较得出
高是垂线上顶点与垂足之间的线段。 在
重、难点处辨析点拨，学生才能有效获
取新知，增强学习信心。

4．在阅读中思考。 鼓励学生默读，
圈出关键词，标明重点句，反复琢磨，有
的放矢地分析思考； 其次运用数形结
合，理解阅读内容。 比如教学“在长方形
广场四周插彩旗， 每隔 3 米插一面，最
少需要多少面彩旗？ ”的问题，让学生一
边读题，一边画出简单的线段图，在图
上将数学信息标明出来，学生立即明白
顶点处只插一面彩旗是最少的。通过数
形结合的方式正确理解题意， 独立解
决问题； 三是指导学生用关键词摘录
要点，读思结合，升华认知。 比如，“画
角”的教学，先让学生阅读课本上的画
角步骤，尝试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再
让学生试画一个角， 互动交流在试画
时出现的问题；最后教师抓住重点、易
错点进行讲解，归纳出“一画线二找点
三连线”的画角小秘诀。 这样不仅培养
了学生“边读边思”的习惯，也提高了自
学能力。

作为小学数学教师要从点滴做起，
持之以恒，充分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以
科学的方法指导学生学会数学阅读，培
养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让学生终生受
益，真正达到“教学生学会学习”的育人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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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课程标准在教学方式的运用上
强调“探究式学习”和“合作学习方式”，
导致当下教师片面地认为代表新课程理
念的教学方式就是这两种学习形式，进
而影响到对数学课堂教学进行流程评价
时以这两个因素作为重要评判标准。
目前课堂突出表现是：

1.过度推崇学生的自主学习，忽略教
师的指导作用

数学课堂上教师经常会说 “用你喜
欢的方法计算” 之类的话来体现对学生
自主探究的尊重， 对学生讨论得出的不
同看法不进行归纳分析，淡化了教师“传
道授业解惑”的职责。

2.过度推崇学生的外在奖励，滥用激
励性评价

课堂上， 教师奖励学生食品或玩具
的做法很可能适得其反。 这种方法不仅
无法调动学生长期稳定的学习积极性，
还可能严重降低教学效率。

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
意识”要保持动态的平衡，数学课堂上学
生主体探究的“度”该如何调控，应该属
于我们一线教师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此，
我也想提出自己的几点建议：

1.接受式学习方式不可全盘否定。

由于新课程标准没有提到讲授式和
启发式教学方式， 我们很多一线教师不
敢公然肯定接受式教学方式。但事实上，
探究性学习方式和合作学习方式并不适
用全部的学习内容和学习阶段。譬如，在
教学“米和厘米”“吨的认识”时，教师在
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基础之上， 通过启
发学生表述他们所了解的关于长度或吨
的知识， 然后单刀直入地提出“长度单
位”或“吨的认识”会让孩子更容易建立
这些知识点的表象。

2.小坡度探究方式有助于后进生。
我们面对教学成绩评价标准核心之

一的“平均分”时，不能单纯依赖成绩优
异学生群体去达成，而是要靠实践“不让
一个孩子掉队”达成。 因此，为了使大多
数学生思考的节奏能跟上， 小坡度的探
究学习方式能给予积极助力。

比如， 人教版小学数学三年一期中
有这样一道题：“游泳池的长度为 50 米，
小明需要游多少个这样的长度才会有 1

千米？ ”此类题型对于优等生来说非常简
单， 他们甚至可以在还没有正式学习相
关除法之前就用除法算式解决问题。 但
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学生来说， 他们的理
解能力还未能达到完全理解和接受的程
度。 如果教师以小步走的方式提问引导：

A、1 千米等于多少米？（1000 米）
1000 米里面有几个 50 米？（部分学生无
法马上想到答案）我们先想想 2 个 50 米
是多少米？（100 米） 那几个 100 米是
1000 米？（10 个） 所以多少个 50 米是
1000 米？（20 个）

B、10 个 50 米是多少米？（500 米）那
多少个 50 米是 1000 米？（20 个）

这种提问方式应该更适合大部分学
生的理解水平， 使他们在学习中更加能
建立起自信。

3.尝试性探究方式可进一步推广。
尝试性教学是探究式教学的常态表

现形式，它倡导“学生先做，教师后讲”，
更加切合教学实际，也更便于操作，耗费

时间也比较少， 是收效显著的可持续模
式。

我个人认为在进行计算教学时，很
适合采用“尝试教学法”。 比如在二年级
时学生已经学习过列竖式计算“两位数
加减两位数的笔算”方法和格式，那么
在三年级升级为“三位数加减三位数”
时完全可以放开手让学生进行自主探
究。

① 从回顾“两位数加减两位数的笔
算”切入。

② 教师出示例题让学生独立尝试
计算。

③ 引导部分出错学生自学教材，发
现问题。

④ 学生再次尝试计算。
⑤ 小组讨论算法和注意事项。
⑥ 教师简单小结本节课的知识点。
⑦ 巩固和提升练习。
在此过程中， 学生需要尝试解决的

问题相对简单，并且允许失败，失败之后
也能在师生共同讨论中求得答案。 教师
根据不同学生的水平差异选择何时指导
与介入相对探究式教学更加自由， 由此
激励作用和纠错功能也可以充分体现。

2012 年，我大学本科毕业。 通
过参加湖南省特岗教师招聘考试，
我来到一所乡镇中学担任数学教
师。 那时的我年轻气盛，暗想：一个
班的七年级数学教学和一个班的八
年级数学教学， 对于大学数学专业
毕业的我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记得教七年级第一章“有理数”，整
个这一章的主要知识点就是有理数
的加减乘除乘方运算，相对于小学，
七年级就多了一个乘方运算，天啦，
这么简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
那我天天教他们什么， 这么简单不
是一教就会吗？ 我就是以这样的心
态教了三个星期， 我觉得自己教得
很轻松， 好像学生们也学得很轻松，该
会的都会了一样，孩子们在课堂上也没
提出什么问题。 我非常得意地跟一个年
长的老师说， 我们班的学生太聪明了，
我一教就会， 课堂作业做得非常好，学
生也没有任何困难。

年长的老师微微一笑，欲言又止。
我隐隐意识到似乎存在什么问题。
当晚我精心准备了一些题目，第二

天准备测试下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效果。
测试结果很让人意外，只有十几个学生
过关。 看到这个结果，我才意识到我的
教学存在很大漏洞。

接下来， 我利用课后时间一个一
个了解学生， 询问他们学习上的困难
与要求。 这时我才了解到孩子们从来
没有在我的课堂体会到学习的乐趣。
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原来，我没有
站在学生的角度而是站在一个数学专
业毕业的大学生的角度去教学， 我自
认为简单的公式和例题， 对于刚升入
初中的孩子来说，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比方说一个有理数的运算， 其实我们
的孩子们在小学阶段已经学过， 但是
到了初中为什么还会有难度呢， 因为
他们还停留在小学的意识里， 小学阶
段几乎是没出现过负数的， 所以对他
们来说“负数”这个新物种的出现让他
们无所适从， 根本无法处理符号的问
题。 甚至还有一些孩子们干脆忽略负
数这个概念， 在有理数运算中所得的
结果都是正数。 这是孩子们普遍存在

的一个问题。
了解学生后， 我一方面向教

数学多年的前辈请教， 一方面进
行深刻反思： 在整个教学中我讲
得太简单了，没有举一反三，没有
让所有学生参与到我的数学教学
中去，没有调动他们积极性，没有
让他们体验到数学学习中的乐趣
与成就感。

在后来的教学中， 我调整了
上课的节奏， 让所有学生参与到
数学学习中。 有时为了提高孩子
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习
题讲解的时候我特意错误示范，
看学生们的反应， 我特意大声说

出错误答案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大声
说，老师你的答案是错误的。 然后我大
声反驳，你能确定吗？ 然后那个学生不
敢做声了。 我笑着说：“老师刚才讲的确
实是错误的，希望以后你们在学习中碰
到问题，要敢于大声说出自己心中的疑
问，也要学会坚持自己的见解。 ”

不久后，我的数学课堂活跃了。 碰
到一些数学问题、难题时，孩子们敢于
思考、敢于提问、敢于用不同的方法去
解决问题。 孩子的数学学习积极性提高
了，思维能力提高了，真正感受到数学
学习轻松了。 不管题目怎么变形，他们
都能领会出题者的意图，能快速准确解
决问题。

几年来，我始终站在学生的角度去
思考问题、分析问题。 思考孩子们在碰
到这个问题时会有什么困难，分析孩子
们思考这个问题时可能出现哪些思维
漏洞。 在共同成长中，孩子们学会了思
考，思维能力提高了，思维更加严谨了。
我自己也在这七年的数学教学中慢慢
成长起来，由一个青涩的年轻教师慢慢
变成一个稳重的骨干教师。

2017 年 7 月， 我参加洞口县城区
教师招聘考试， 以文昌街道第一名的
成绩进入城关中学。 2018 年上学期，在
七年级全县质量检测中， 我所教班级
的数学在全县 156 名教师中排名第
八。 2018 年 9 月，因教学成绩突出、班
主任工作出色， 学校破格提拔我担任
年级组长。

学生主体探究不能过“度”
衡阳市石鼓区都司街小学 唐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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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指导学生阅读
衡阳市石鼓区都司街小学 刘丽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