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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中指出

“数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

世 纪 70 年 代 数 学 史 与 数 学 教 育 的 关 系

（HPM）已经成为当今数学教育的一个学术领

域，笔者一直根植于数学史与小学数学教育

的研究，数学史如果能够在小学数学教学中

很好地应用，能够增加学生学习动机、保持学

生对数学的兴趣、给予数学以人文的一面，对

于数学教学有着“如虎添翼”的有效作用。

一、融理——让数学的思想和方法浸润

数学知识

数学知识在教材及教学中，往往具有准

确性、抽象性和严密性，在数学课堂教学中，

要渗透数学知识所蕴含的思想和方法，经历

知识形成过程，让数学变得生动和鲜活起来。

教学一年级《比多少》时，笔者适时用课

件给学生介绍了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奥德赛》

中的一个故事：不幸的盲老人每天都坐在自

己的山洞里照料他的羊群。早晨羊儿外出吃

草，每出来一只，就从一堆石子里捡出一颗。

晚上羊儿返回山洞，每进去一只，他就扔掉一

颗。通过故事的讲述让学生更好地体会，

“一”“多”“少”是人类最早形成的数的概念。

在故事中，让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经

历了知识的来龙去脉，感受数学是讲道理的，

体会到数学的思想和方法。

二、融情——让数学的严密和数学家的

严谨润泽学生品格

数学教学要把知识背后所蕴含的数学史

和数学家故事渗透进来，让学生受到数学精

神的鼓励。数学家们为理想奋不顾身，锲而

不舍，严谨、严密的精神会成为学生宝贵的精

神财富。

例如在教学“测量不规则物体的体积”时

引入的“阿基米德测皇冠”的故事。学生们既

能够为阿基米德的聪明而感到钦佩万分，又

对数学家们为了解决数学难题，不懈努力，追

求真理的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在心灵深处

留下深刻的烙印。

三、融美——让数学的美丽和魅力滋润

数学课堂

数学的美往往体现在完备、对称、简洁、

抽象之中，但学生除了对图形中对称有体验

外，觉得数学是“冰冷”的，品味到的只是它的

骨架，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要不失时机地展

示数学之美，甚至创造数学的美。

教学“斐波纳契数列”时，向孩子们介绍，

自然世界中树木的成长，新生的枝条，往往需

要一段“休息”时间，以供自身生长，而后才能

萌发新枝。另外，如蜘蛛网、水流的漩涡、蜗

牛壳的螺纹及星系内星球的分布等是按照斐

波纳契螺旋排列的。教学“年月日”时，让学

生握紧拳头记住大小月，凸出来的是大月凹

进去的是小月，大小月的分布规律和拳头的

凹凸是那么一致；“24时记时法”介绍古代的

十二个时辰，让学生感受到一天的24个小时

与古代的时辰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让学生

感受到数学的和谐美、统一美、简洁美。

四、融趣——在数学好玩和活动中培养

学生的数学兴趣

数学活动是数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学文化的渗透也同样能在数学活动中体

现，数学家陈省身就提出了“数学好玩”的理

念，开展丰富多彩的数学活动，让学生在“好

玩”和“玩好”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有关于数学史的趣味数学活动有很多，

如一年级的七巧板，二年级的数独，三年级的

汉诺塔，四年级的24点，五年级的魔方，这些

数学游戏能充分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

“好玩”当中不断探索好玩，在不断地思考和

实践中体验数学推理、抽象和模型，学生自然

会喜欢数学、亲近数学、欣赏数学。

在数学史与数学教学中，融理、融情、融

美、融趣，让学生能回溯到数学之源，感受数

学之美，触摸数学之魂，喜欢数学之趣，更期

待数学史之花能在学生的心田开放，提升学

生核心素养。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一

般课题“小学数学HPM行动序列研究 ”（课题

标准号：XJK20CJC084）阶段性研究成果】

用“史”有法 以“融”助力
——谈HPM在小学数学课堂中的实践应用

衡阳高新区蒸水小学 屈辉

摘要：主题图是人教版小学数学新

教材的一大亮点，新教材中运用了卡通

人物、生活化场景、小游戏等来设计主题

图，这样的教材主题图更符合小学生的

数学思维，也为小学数学教师提供了新

的教学思路。小学数学教师要对新教材

进行全面解读，巧妙运用主题图开展教

学，利用主题图创设教学情境，利用主题

的故事情节启发学生数学思维，童趣化

的主题图可以激发学生数学学习兴趣，

让学生在数学课上积极发言、主动提问，

提升数学课教学有效性。

关键词：新教材；小学数学；主题图；

运用策略

主题图兼具了画面美感、思维活跃、

思路开放、形式多样和色彩鲜艳等特点，

很受小学生的喜爱，新版数学教材中运

用了大量主题图，这些主题图更能抓住

小学生的眼球，让学生尽快进入学习状

态。笔者认为小学数学教师要针对不同

主题图设计教学方案，把自然情境类主

题图和生活化教学衔接起来；结合活动

类主题图设计数学实验，引导学生开展

数学实验，让学生的大脑和双手动起来；

运用对话类主题图开展小组讨论，鼓励

学生分享数学学习心得；利用自然情境

类主题图开展问题教学，引导学生思考

数学知识的具体运用，发挥出主题图对

数学教学的促进作用。

一、新课改下小学数学教材主题图
发挥的重要作用

1. 充满童趣和故事性，有利于提升

教学趣味

人教版新教材增加了很多主题图，

这些主题图选用小学生喜爱的小动物、

卡通形象、生活场景等素材，让数学教材

更有趣味性和故事情节，让数学教材不

再是单一的数字和文字，做到了图文兼

具。数学教师可以把主题图延伸为故

事，例如针对主题图中展示的人物、场

景、对话等编写数学例题，激发学生思考

积极性，利用主题图刺激学生思考积极

性，通过图片前后连贯关系来开展教学，

让小学数学教学更加趣味化。

2. 主题多样和开放性，有利于培养

数学思维

小学数学主题图题材范围比较广，

涉及到了很多场景和知识点，具有很强

的引导性和开放性，数学教师可以利用

主题图来启发学生数学思维。数学教师

可以针对对话类主题图开展教学，引导

学生对图片人物对话进行分析，例如对

不同人物提出的解题方法进行验证，鼓

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解题方法，这是开展

思维训练的新方式，主题图起到了抛砖

引玉的作用。

3. 立足生活和人文化，有利于提升

教学质量

主题图更加贴近小学生的生活和思

维特点，充分体现了数学蕴含的人文教

育价值，小学数学教师要充分利用主题

图营造多元化情境，建立数学和生活的

紧密联系。数学教师在计算教学中可利

用主题图创设问题情境，例如计算超市

购物金额、家庭用电费用等，指导学生利

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问题，实现学以致

用的教学目标。

二、新课改下小学数学教师运用教
材主题图发挥的策略

1. 挖掘生活化主题图，培养学生应

用能力

小学数学主题图更富有生活气息，

创设了购物、游玩、用餐、旅游等不同的

生活场景，这也是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

最常见的生活类主题图。我在教学中会

着重讲解生活化主题图，引导学生联想

自己生活经历，引导学生把自己想象为

图片中的主人公，思考解决问题的方

法。例如我在教授“小数乘整数”这一

课时，对单元主题图进行了深入分析，

这幅主题图展示了学生在公园游玩购

买风筝的场景，售货小车上有不同造型

的风筝，每个风筝的价格不同，图片中

提出了一个问题“买三个蝴蝶风筝需要

多少钱？”我引导学生先仔细观察主题

图，例如图片中标记的各种风筝的价格

是多少？引导学生把价格和风筝类型

对应起来，例如蝴蝶风筝3.5元，燕子风

筝 6.4 元，三角形风筝 2.8 元，让学生先

计算图片中的问题，列出相应的算式

3.5×3，我会在板书中详细演示小数乘

整数的竖式计算法则，例如首先要先写

小数，再把整数对准小数最后一位，提

醒学生进行进位，计算出 3.5×3=10.5

元。生活化主题图让计算教学更加直

观化、趣味化，引导学生运用计算知识

解决生活问题，进一步提升学生数学知

识运用能力。

2. 立足活动类主题图，开展数学实

验教学

新教材更注重课堂学习活动设计和

引导，我在教学中会利用这些活动图设

计数学实验，让学生的双手和大脑都运

转起来。例如我在教授“多边形面积”一

课时，根据教材中图形转化图片设计了

数学实验，前后桌四人一组，学生根据图

片中三位学生的观点进行实验。例如男

同学提出了平行四边形和长方形的转

化，马尾辫女孩提出的三角形平移和梯

形的结合。学生可以自主裁剪平行四边

形，按照图片中提出的图形运动轨迹来

进行操作。学生首先裁剪一个平行四边

形，在平行四边形一侧画一个三角形，再

把这个三角形剪下来，尝试把这个三角

形平移到另一侧，观察两个三角形是否

可以重合，学生操作中可以发现，平行四

边形转化为了长方形。学生在数学实验

中发现可以把平行四边形拆分为三角形

和梯形两部分，学生测量了变化前的平

行四边形的长、宽、高，转化后的长方形

的长、宽和高，对着这二者的数据，发现

转化后的长方形的长、宽、高和平行四边

形的长、宽、高相等。数学实验可以培养

小学生动手能力，主题图可以帮助小学

生完成实验操作，让学生自主验证数学

定理，进一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3. 分析图片人物对话，开展小组合

作学习

对话型主题图在小学数学教材中也

比较常见，很多都是以小学生口吻开展

的讨论，我会引导学生分析人物对话，引

导学生开展小组互助学习。例如我在教

授“长方体和正方体”一课时，根据练习

题设计了小组合作学习活动，让学生动

一动手，动一动脑，自主制作一些长方体

和正方体，通过立体模型对比，归纳出这

两种立体图形的异同点。让学生针对长

方体和正方体进行讨论，我会引导学生

对图片中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探究，通

过制作立体模型、小组讨论解决图片中

的问题。例如每一个小组利用废旧纸箱

制作了长方体和正方体，分别测量每一

个模型的尺寸，通过二者的对比得出结

论，例如长方体相对的棱相等，正方体每

一条棱都相等，正方体对边也是平行且

相等的，长方体的一些属性正方体也具

备。对话式主题图更能激起学生探究和

讨论的兴趣，数学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

主题图片中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讨论，

进一步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创设问题教学情境，培养学生数

学思维

数学教师可以利用主题图创设不同

的问题情境，让课堂提问更加灵活，采用

图文并茂的方式开展问题教学。例如我

在教授“分数加减混合计算”时，借助主

题图设计了问题链，第一个问题是图片

中的问题，紧接着设计了其他问题，还鼓

励学生根据图片自主设计一些问题，让

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提问。例如我把草地

面积和乔木林面积进行了对比，例如草

地加乔木林面积比灌木林多多少？学生

自主设计了一些问题，例如灌木林和乔

木林面积加起来比草地面积多几分之几

等问题。我会鼓励学生列出相应的算

式，让学生复习同分母、异分母分数加减

法法则，再一次强调异分母通分技巧，指

导学生进行脱式计算，帮助学生尽快掌

握分数计算技巧。主题图教学模式让数

学课堂提问更加多元化，教师利用主题

图引导学生主动提问，学生讨论积极性、

探究热情高涨，数学思维培养也取得了

很好的教学效果。

三、结语
总之，小学数学教师要深度挖掘、巧

妙运用主题图，利用主题图创设不同教

学情境，指导学生对主题图营造的生活

化的问题情境，精心设计数学实验，鼓励

和引导学生主动提问，对数学知识点进

行深挖，让小学生掌握阅读和分析主题

图的技巧，提升小学生数学学习能力，师

生携手打造趣味、高效数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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