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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不是孤
立的，在不同的维度下，事物之
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因
此学习数学知识时，我们不能将
其割裂开来，要充分考虑数学知
识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但由
于每个层面有许多不同知识点，
加之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能力
和水平存在差异，编者只好将这
些知识点分散编排在不同的学
段、不同的单元中。教师需要站
在数学知识体系的整体视角下，
引领学生梳理知识形成的来龙
去脉，探寻彼此之间的内在关
联，从而在脑海中构建出知识的
内在认知体系。

把握知识逻辑，梳理内在脉
络。针对所要教学的数学知识，
教师关注的范畴绝不能仅仅局
限在某一点上，也不能局限在某
一类知识上，而需要拓展开去，
以延伸关联的思维，把握与所要
教学知识相关的系列化知识体
系。这种关联的方式，可以引导
学生在思维上展开延伸与拓展，
构建知识内在的认知体系，把握
知识内在隐藏的脉络，深入洞察
知识的来龙去脉，从本质上洞悉
知识的起源。

比如教学“认识周长”这一
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根据周长
的本质特征，先引导学生回顾与
线条、线段相关的知识，把握线
段的本质属性，从而借助对线段
的认知了解周长的概念——平
面图形一周边线的长度总和。
由此，教师可以借助相关的其他
形状图形，不断巩固、延伸与夯
实学生刚刚获取的新知，相机明
确长方形、三角形、正方形、梯
形、平行四边形以及不规则图形
所展现出来的形态特点，丰富学
生对周长概念的认知，最终根据
图形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提炼出
计算周长的相关方法。

在这个案例中，教学的关注
点是周长的认识，但教师并没有
局限于此，而是激活了学生原始
经验中与周长相关的原始经验，
拓展延伸了不同图形的周长概
念，深化了学生对周长本质的有效认知，同时也将
图形周长的计算方法建立在对周长认知的基础上。
由此，教材中所设定的教学价值点就有机地串联成
了一条认知主线。

探寻知识本质，形成通透理解。数学知识内在
的关联性，不仅体现为知识与知识之间的逻辑关
联，同时更体现在知识表层与内在的逐层递进过程
中。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仅仅将现有的
方法直接灌输给学生，而需要遵循学生内在的认知
规律，尝试借助于直观化的资源，通过实践和操作，
为学生提供观察辨析、推理猜测、分析提炼的平台，
从而推动学生对所学内容概念上的理解和内涵上
的把握，直至自主建构数学模型。

以教学“异分母加减法”这一部分内容为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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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样的教学看似简洁利索，学生也能以最快
的速度计算出最终的答案，但细细考量就会发现，
学生仅仅是从机械认知的角度，接受了异分母加减
法的相关规则，并没有能够以关联性的思维，实现
从表象到内在的有效过渡。面对这样的计算题，教
师不能急于组织学生运用所谓巧妙的方法进行计
算，而可以运用折纸、画图等形象、直观的方式，激
活学生内在的思维活力，从感性层面认识到算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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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分数在单位变成统一标准的情况下，计算起来会
更加方便。学生在折纸、绘图等实践性操作中，形
成了相应的感性经验，教师再相机渗透通分的相关
方法，学生就能借助自己在实践中所形成的认知，
接纳、理解这一方法，并对其所蕴含的数学原理有
更加深入的理解。

强化聚合扩展，筑造思维体系。数学知识的
内在关联性，还体现在知识本身与其他相关信息
构建的主线上以及构建的立体模块上。基于关联
性教学理念，教师可以借助知识之间的联系展开
深度对比，在彼此融合中，将学生的认知从平面转
向立体。

以教学“圆的面积”这一部分为例，教师可以首
先引导学生回顾其他平面面积计算的方法，让学生
认识到所有图形面积的计算都是建立在原有知识的
体系上，然后顺水推舟，引导学生尝试将本次教学中
的“圆”，通过切分、拼凑等方法转化为已经学习过的
图形，并在极限数学思想的迁移运用中，自主探究，
尝试推导出圆的面积计算公式。教学至此看似可以

“鸣金收兵”了，但我们还可以引导学生将思维继续
向深处推进：圆的面积可以通过将圆转化成为其他
图形后推导出计算公式，那这些图形之间是否存在
着某种内在联系呢？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实践操
作，在动态演示中观察对比，最终认识到这些平面图
形，其实都可以看成是一种被特殊化了的梯形，比如
三角形就是一条边为零的特殊梯形，正方形就是两
条底边距离长度相等的特殊梯形。因此，这些图形
的面积计算都可以在“九九归一”思想理念中，与梯
形的面积计算公式形成联系。

总而言之，数学知识相互之间彼此融通且相互
作用。只有运用关联化的认知思维，我们才能把握
知识的来龙去脉，形成条理化、结构化的丰富认知，
充分发挥关联性思维的效能，助推学生数学素养的
有效提升。

教海探航

精心设计，唤醒学生沉睡的潜能

■泗阳县实验小学 石艳

作业是课堂教学的补充与延伸，
它既是反馈教学效果的实践活动，又
是在教师指引下，由学生独立运用知
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手段。长
期以来，人们往往把作业的功能定位
于“知识的巩固”与“技能的强化”上，
导致作业布置陷入题型呆板、形式单
调、内容封闭的误区，严重禁锢了学生
潜能的发展。“十个指头有长有短”，学
生的学习能力是有层次性的，一个班
级的学生学习水平往往参差不齐，在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教师应从
作业的主体——学生出发，因材施教，
既要在具有趣味性、实践性、合理性、
开放性和多样性的前提下设计作业，
又要引导学生通过创造性的作业活动
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教师要精心设
计不同层次的作业，给每一类学生都
提供积极学习的机会，激发各个层次
学生的学习热情。

设计趣味性作业，让学生在
“乐”中求知。爱因斯坦说过：“兴趣
是最好的老师。”因此，教师在设计
作业时，特别要在“寓做于兴趣之
中”下功夫，最好把数学知识编成故
事、童话、游戏等，使学生一看作业
的内容就跃跃欲试，激发学生的求
知欲。

如在学习了“辨认方向”后，我安
排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去描述自
己家周围有哪些建筑物。有的学生
用图画去描述，有的学生用文字去描
述，甚至还有一小部分学生在图画旁
配上文字说明，真可谓百花齐放。又
如在学习了“植树问题”后，我设计了
如下作业：唐僧师徒一行 4人来到一
座寺院，寺院住持决定考考唐僧的 3
个徒弟，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寺
院从山门直至大殿大道两旁共植树

320棵，每两棵都间隔 5米，那么从山
门到大殿的距离是多少米？”猪八戒
的算式是：320÷2×5＝800（米）；沙僧
的算式是：（320÷2＋1）×5＝805（米）；
孙悟空的算式是：（320÷2－1）×5＝
795（米）。到底谁的算法对？为
什么？

教师设计这样充满趣味的作业，
能够吸引学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吊”起学生学习的胃口，让学生“吃”
得有滋有味，使学生愿意做、乐于做，
激发其强烈的求知欲望。

设计实践性作业，让学生在“行”
中求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获取知识非要真切的体验不
可。为此，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联系
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布置实践性
作业，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去体验所
学的知识，在实践中运用知识、盘活知
识，并通过实践再学习、再探索、再
提高。

例如在学习了“轴对称图形”后，
我安排学生通过找、剪等手段去寻找
生活中的轴对称图形完成作品“轴对
称家庭”。有的学生喜欢做手工，剪
出了双喜、小花、蝴蝶等图案，有的学
生则突发奇想，找来了一系列树叶。
从学生的作品中，我看得出学生是在
用心运用所学的知识，尽力完成自己
的作品设计。又如在学习了“长方体
和正方体”这单元后，我们可以设计
这样的作业：收集生活中常见的设计
精美的长方体或正方体包装盒，开一
次展览会，从中鉴赏几何形体及图案
美；找些长方体或正方体食品盒，测
量计算出它们贴一圈商标纸的面积；
找一些长方体或正方体实物，分别测
量它们的表面积和体积（或容积）；用
一块长 20厘米、宽 15厘米的长方形

纸板，制作一个高 5厘米的无盖长方
体盒子，并写出自己的设计方案，用
图画出来。

这样，学生一方面用所学的知识
解决了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一方面在
实践中巩固了所学的知识。学生在完
成这一系列实践作业的过程中，不仅
培养了创造性思维，还培养了人际交
往、动手实践等能力。

设计合理性作业，让学生在“进”
中求知。设计合理恰当的练习，是实
施精练的关键。合理恰当，是指练习
题要符合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认知水
平。因此，教师应考虑学生的不同特
点，进行分层训练和指导，尽可能调动
全体学生的积极性，使优秀生吃得

“好”，学困生吃得“饱”。
例如：在教学“带余数除法应用

题”时，我出了这样一道题：“筐里有
80个苹果，1.平均分给 7个同学，每人
几个？多余几个？2.拿走几个才可以
平均分给 7个同学？3.最少加几个就
可以平均分给 7个同学？”这 3个问题
采用分层练习的方式：学困生做第 1
题，中等生做第 2题，优等生做第 3题。
最后通过对问题的汇报交流，各层次
学生互相启发、共同进步。

这样的作业，既促进了学生的思
维，又提高了他们的分析能力，使每
个学生逐步学会了学习，并随着进取
意识的增强，不断地向上一个层次
提升。

设计开放性作业，让学生在“活”
中求知。教师要善于挖掘知识中的
潜在因素，合理、恰当、巧妙、灵活地设
计一些开放性作业，求“新”、求“全”、
求“活”，让学生的思维发散开来，敢于
标新立异，提出各种问题，大胆创新。

如学习“百分率的应用”后，我设

计了这样的作业：“五年级 2班有 67
名学生，在读书读报活动中，班委决
定每人购买一本价格为 7元的书，书
店对购买 70本及 70本以上者给予打
7折的优惠，请说说你的购书方案。”
学生们在作业中提出了多种购书方
案：1.学生个人单独购买，全班共付：
7×67＝469（元）；2.班级统一购买 70
本，全班共付：7×70%×70＝343（元），
书多买 3本，钱还少花 126元；3.多买
3本再按 9折转卖出去，全班共付：7×
70%×70－7×90%×3＝324.1（元）。大
家经过讨论后认为，最后一种方案最
为合算。

这样开放性的作业，让学生灵活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
题，并从中找出最有效的方法，有助于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意识和创新
能力。

设计多样性作业，让学生在“新”
中求知。新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是
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而积极探索多
样化的数学作业是一个重要切入口。
教师应逐步从“作业布置”转向“作业
设计”，在作业内容与形式上改革和创
新，使学生从单一、枯燥的课外作业中
解脱出来，真正发挥作业对培养学生
综合素质的促进作用，力求逐步实现
作业方式与类型的多样化，用新颖、灵
活、有趣的作业形式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设计挑战性作业，让学生在“探”
中求知。挑战性作业能激发学生思
维的火花和自主探究的兴趣，提高其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
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已有的经
验，设计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作业，使
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成为问题
的探究者。

■常州市平陵高级中学 林萍

教育反思

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批评过自己
的孩子吗？我想大部分家长都会说
批评过。再问一个问题，你对孩子发
过火吗？我估计没对孩子发过火的
家长屈指可数。第三个问题，你批评
孩子的时候，允许他辩解吗？我估计
很多家长可能不会耐心地听孩子的
辩解。由这三个问题，我想对家长朋
友们提些建议。

教育孩子要把尊重放在首位。
想一想，如果家长事先在自己的主
观印象里或者是别人的口中，已经

“清楚”地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这
个时候，如果你能控制住不发火，我
认为已经够“优秀”了。如果孩子还
在振振有词地辩解，家长就会觉得这
个孩子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会
认为他在狡辩，不诚实。所以我们常
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你不要

再辩解了，这没有用！”“闭嘴，你又
开始撒谎了。”

斯宾塞说过：“我认为教育，无
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它在
本质上除了知识传递、道德培养之
外，就应该是对孩子权利的尊重。
不明白这一点，任何苦心孤诣的教
育都会是失败的！”我希望家长朋友
们也能记住这句话，不管有多生气，
还是应注意尊重孩子，不妨先听听
孩子的辩解，有时也可能是错怪了
孩子。

教育孩子多尝试将心比心。在
孩子犯了错误后，我们可以将心比
心想一想，当领导批评你时，你的第
一反应是什么？是欣然接受吗？你
想辩解吗？斯宾塞还说过：“要培养
孩子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首先要培
养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动物。”人类进

化得再高级也逃离不了动物的很多
本性，比如我们在受到直接的批评
时，难免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抵触
情绪，往往是在抵触的过程中去慢
慢接受批评和改正错误。大部分孩
子没有成人那样相对较好的控制力
和接受能力，他们的抵触心理更强，
辩解欲望也更强。

当我们认为孩子的辩解是狡
辩、是在逃避、是对家长的不尊重
时，我们其实恰恰忽略了孩子的心
理承受能力。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
容易引起孩子的抵触心理，反而起
不到教育的效果。

允许辩解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家长不允许孩
子辩解，那么孩子可能永远都不能
认识到自己真正错在哪里。因为此
时孩子自认为受了委屈，而根据斯

宾塞的研究，“一个受委屈的人很少
去反省自己有什么过错，因为愤怒
和不平占据了他的心灵”。事情过
后，每每想到此事，孩子脑海里的委
屈、不平、愤怒会替代不安、忏悔、警
醒，这样他怎么会发现自己到底错
在了哪里？

所以，家长朋友们，孩子犯错不
可怕，怕的是屡次犯同样的错误。
有人说：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
谅。我们要看到孩子犯错背后的实
质，不能一棒子打死，要给他辩解的
机会，才能准确发现错误背后的真
实原因，从而对症下药，避免类似问
题再次发生。

当然，家庭教育中需要我们改进
和注意的细节还有很多，我们只有多
研究、多思考、多磨合，才能找到最适
合孩子的教育之路。

请允许孩子辩解

教育在线

运
用
关
联
思
维
，筑
造
结
构
化
知
识
体
系

■
扬
州
大
学
教
科
院
附
属
杨
庙
小
学

戴
金
菊

谈
福
林

戴
金
菊

谈
福
林

——关于小学数学作业设计的一点思考

■滨海县正红镇中心小学 杨金花

三招两式

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数学计算
学习的难度不断加大，知识点更加复
杂，一些学生认为数学计算枯燥、乏
味，对数学计算有抵触或厌恶心理。
为了帮助学生更加轻松地学习数学
计算，数学教师需要创新教学手段，
更新教学观念，将计算教学与生活化
教学结合起来，为小学生学习数学计
算提供有利条件。

根据教学内容创设生活情境。
小学阶段的学生年龄较小，对数学
计算学习的态度主要凭主观喜好。
兴趣能够成为学生学习数学计算无
形的催化剂，使学生产生学习数学
计算的动力，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数学教师可以采用小组合作
学习的方式，围绕学生身边发生的
事情展开教学，将学生带入一个相
对熟悉的环境中，使学生体验到计

算学习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合作学
习的兴趣，达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的目的。

比如在学习苏教版小学一年级
数学“1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课
时，对于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这
是学习计算的最初时期，也是夯实
基础的时期，数学教师需要通过生
活情境帮助学生理解计算的含义。
教师可以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
让小组内的同学扮演顾客、服务员，
模拟商场卖东西的情景学会简单的
计算。通过这种形式，我们能够增
加计算教学的趣味性，帮助学生掌
握计算知识，使数学计算教学得以
高效进行。

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应用数学计
算知识。计算教学的目的不仅是为
了让学生掌握计算知识，更重要的

是让学生学会分析生活中的实际问
题，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数
学教师在计算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引
导学生，使学生能够将数学计算知
识应用到生活中。这不仅可以彰显
数学计算教学的重要价值，使学生
意识到学习数学计算的重要意义，
体会到数学计算独特的魅力，积极
主动地学习数学计算，而且能够加
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切实提
高数学教学的质量。

调动学生练习数学计算的积
极性。计算教学是一项比较复杂
的教学，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均
有涉及，是学好数学的基础。小学
生计算能力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
的，它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学习过
程。小学阶段的学生学习自制力
较差，一些学生难以集中精力进行

计算练习，而只有经过大量的计算
练习，才能从量变达到质变。但这
并不是说要让学生进行大量机械
重复的练习，教师应循序渐进地提
升学生的计算能力，可以在课外生
活中通过竞争性、趣味性练习活
动，吸引学生主动参与，调动学生
练习计算的积极性，不断提高计算
能力。

综上所述，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
下，建立小组合作学习下小学数学计
算生活化教学模式十分重要。为此，
数学教师要立足于学生的身心发展
特点，通过多种方法和手段，在不断
的教学实践中探索出适合学生的教
学方法。适合的才是有效的，只有这
样才能不断提升学生的计算能力，为
学生掌握和运用数学知识奠定坚实
的基础。

小学数学计算生活化教学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