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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教学原创成果

特级教师谈教学特级教师谈教学··邱恭志邱恭志

什么是儿童真正需要的课堂

“日记”让小学生爱上数学
□聂凤霞

推荐理由
数学难学，让许多学生

正在失去在校学习的兴
趣。然而，数学日记却有效
改变了这一状况。作为一
种新兴的数学学习方式，数
学日记可以不拘泥于课本
限制，也不受教师的束缚，
学生可以综合运用自己的
基础知识，大胆进行尝试，
独立对问题进行探究；同
时，可以在孩子面前展现出
一个五彩缤纷的数学世界，
把抽象、枯燥的数学，变得
生动有趣、引人入胜。

小学一年级教师执教《万物生长·种
子》。课未开始，台下听课教师充满了好
奇：“万物生长，好听的课题。”“一年级孩子
学这个内容，行吗？”“上课教师及 26 个学
生怎么还带着一位资源教师？“怎么每个组
的桌上还摆着盆栽？”太多的疑问萦绕在听
课教师心中。

原来，这节课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语
文课，因为没有使用现行教材，而是以学生
的生活经验、活动照片为上课资源，选用并
改编了柯岩的诗歌《种子的梦》。课前，教
师带领孩子们做了许多准备，他们以小组
为单位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种植，并请家长
开设了有关种植的讲座，还以班级为单位
进行了经验交流，发现了种植及养护中存
在的问题，而且师生在活动中积累了不少
照片。

课堂上，教师首先带领学生复习对种
子的认识，观看“播种图”。学生先自由表
达自己是如何播种的，然后阅读文字材料

（改编的柯岩诗歌《种子的梦》），体会比喻
句的精妙。随后，根据“发芽图”“养护图”

“长叶图”，训练学生的表达，每个环节都有
练习重点，比如“发芽图”配有种子发芽的
视频，让学生练习动词的准确使用。最后，
小组成员每人选择一张图片进行写话，把
写好的话按顺序装订起来形成绘本，并由

小组给绘本起名字。
这节课突破了传统语文教学，颠覆了学

生学习的内容和方式，也让我想到了当前课
程与教学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

就课程本身而言，课程目标、内容、
结构、资源等不是围绕儿童来组织的，而
是围绕学科与知识，学科关注的核心不
是儿童的情感、生活、经验，课程的适切
性还不够。

在课程的组织形式上，很大程度还是
以学校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
心，内容比较单一、狭隘、封闭，课程没有回
归儿童完整的生活世界，学生在学习中感
受不到知识的意义与价值，感受不到学习
的愉悦与快乐，阻碍了学生运用知识、技能
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的提高。

另外，统一的学习标准、学习内容、学
习方式、学习评价等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
是学校课程与教学改革过程中难啃的“硬

骨头”，这些积重难返的问题限制和扼杀了
儿童的天赋，扼杀了儿童天然的学习动机
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扼杀了儿童的学习兴
趣，严重压抑着学生的个性发展。

儿童的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假如是
为了效率，那么在学的时候必然追求单位
时间内获得知识的最多化，从而导致教师
无视儿童学习的认知规律及学习需求；假
如是为了成功，那么在学习时必然会过度
追求结果，从而忽略学习过程的丰富体验，
使得儿童的学习少了成长过程的愉悦和
自由。

儿童的学习究竟为了什么？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我认为，儿童应该“为成长
而学”。“为成长而学”的课程应该关注儿童
自身的社会活动，让师生在与生活世界的
互动中不断生成，生成的目标始终朝向“健
康的身心”“自由的思考”与“高贵的品质”
的成长。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在于当

下，而是在于未来，在于创造一种高于现实
生活的更加美好的生活。

近日，学校四年级教师团队进行了《朋
友》课的展示。

这节课起源于一次研修沙龙，教师们
提出，孩子们对“朋友”关系缺少深刻理
解。但通过调查发现，孩子们对“朋友”话
题又有着浓厚的兴趣。接着，四年级教师
研修团队将语文、音乐、美术、数学等领域
相关的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进行了有效统
整，安排了两个时间段进行教学：

第一个时段是《朋友·微电影》主题
教学，师生借助数字化学习手段，从片头
设计、细节处理、画面配乐、主题升华等
各个环节进行合作学习。由一位教师主
讲，另外配备美术、音乐教师以及几个学
生共同协作完成教学任务。课堂上学生
担任多种角色，如导演、编剧、演员、配音
师等。

第二个时间段是《朋友·数据分析》教学
时间，本节课整合数学、语文、信息技术等各
领域的课程标准要求，特别是在数学领域，
通过对朋友之间收集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能够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大小；在人与社会领
域，理解朋友之间相处的基本规则，学生在
参与调查统计有关朋友数据的过程中，明确
如何获得友情、发展友情、培养友情，如何让
自己成为有品质的人。

这样的课堂，教与学的方式至少要有
五点改变。第一，整合课程标准要求，把目
标变成需求，或儿童自我价值实现的标志；
第二，根植于儿童的生活世界，把学习变成
儿童生活需要；第三，依据儿童的学习需
要，把学习变成儿童向往的生活；第四，让
教材回归资源，资源化运用现行教材文本；
第五，变评价为帮助，为每个孩子设计评价
方案。

我认为，儿童真正需要的课堂是将以
“学科中心”的课堂转变成以“儿童中心”与
“社会中心”融合的课堂，从而解决课程回
归儿童立场以及课程与生活分离的问题。
这样的课堂，基于课程标准、整合各种资
源、根植儿童需要、贴近儿童经验，让儿童
在学习中感受到精神愉悦，从而全面、健康
地成长。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溧阳市实验小学）

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学学习方式，数学
日记的教育价值已逐渐被国内外数学教育
工作者所认识。早在20世纪90年代，数学
日记就在美国风行，并成为美国数学文化
体系中的新生力量。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语文学科较注重
学生的日记，而对数学日记的撰写，学生、
家长甚至教师也缺乏理解与支持。

数学日记是什么

在生活中，到处可见数学原型。与孩
子们密切相连的生活事例，会使他们有一
种特别的亲近感，能一下拉近他们与数学
的距离。那么，如何在孩子面前展现一个
五彩缤纷的数学世界，把抽象、枯燥的数
学变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呢？这引起许
多数学教师的思考。我们认为，“数学日
记”是指学生对数学学习状况、自己在日
常生活中发现的数学知识、提出的数学问
题、应用数学的情况等，抒发学习感受的
真实记录。

数学日记的范畴很广，可以是与教师
的“对话”，可以是对学习过程的“反思”，可
以是对所学数学知识的“拓展”，也可以是
学生在数学学习中的“新发现”“新方法”，
等等。因此，数学日记的内容可以不拘泥
于课本限制，也不受教师束缚，学生可以综
合运用自己的基础知识，大胆进行尝试，独
立对问题进行探究。数学日记可以成为我
们了解学生思维过程、心理感受、反显课堂
效果的重要途径。

通过记日记，学生能很快用自己个
人化的语言对数学加以解释——建构
意义和建立连接。通过对学生写数学
日 记 的 研 究 ，可 以 有 效 提 升 学 生 数 学
素养。

在“说、找、用、想”中玩数学

实践中，我们根据低年级数学课程内
容的实际和学生的年龄特点，把小学低年
级学生写数学日记分成两个部分进行：第
一部分是“说数学”“找数学”“用数学”“想
数 学 ”系 列 。 第 二 部 分 是“ 主 题 日 记 ”
活动。

我们对将要参加课题实验的学生从
“听过数学故事”“有数学课外读物”“在生
活中应用数学”“喜欢数学课”等几个方面
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参加写数学日记

活动之前的一些基本情况。调查结果显
示，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应用和来源知之甚
少，这为数学日记活动的内容和方向确定，
提供了有力参考。

我们带领实验教师在一年级进行“说
数学”“找数学”“用数学”“想数学”的活
动。“说数学”，是指说一说有趣的数学故
事、数学家轶事、数学符号的由来等，拓宽
学生的知识视野，激发学生喜爱数学的情
感。“说数学”部分由教师完成，并且可以
贯穿整个活动的各个阶段。我们针对这
部分内容的特点，从数学符号的来历、数
学家的故事、数学名题赏析等方面，搜集
了约 320则故事共计 8万余字，以《走进奇
妙的数学世界》为题印刷成一本数学课外
读物，书中内容集科学性、故事性、趣味性
于一体。比如聪明的高斯、有趣的七巧
板、数字回文等。这本“说数学”，不仅是
数学日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师
的好助手，更是学生的好朋友。“找数学”，
是指在生活中找一找，哪里蕴含着数学知
识，逐步培养学生用数学眼光观察生活的
意识和习惯。“用数学”，是指生活中哪里
用到了数学知识，即数学知识解决了哪些
实际问题。“想数学”，是指对所学知识的
回想、思索或推断。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可以进行数
学“主题日记”活动了。教师针对数学教
学内容的实际，每周布置一个统一的日
记主题。主题可以是对所学知识的回
想、思索或推断，也可以是对应用数学知
识情景的描述。“主题日记”是“说数学”

“找数学”活动的延伸和继续，学生可以
与家长合作完成。日记里既有学生参加
活动的记录和感受，也有家长参与活动
的体会。因为数学日记对家长而言是陌
生的，家长在与孩子围绕日记主题进行
测量、购物、讨论等亲子活动过程中，既
是参与者，又是合作者，可以随时激发孩
子的灵感，发现新问题，往往使孩子对数
学知识的内涵或外延有新的发现。在二
年级下学期的主题日记活动中，我们根
据 教 学 进 度 情 况 ，确 定 了 18 个 主 题
活动。

活动开展几年来，“主题日记”活动促
使学生对知识进行梳理、思考和应用，对诸
如长度单位、乘除法、平移与旋转等概念经
历了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具有比较深刻
的认识。在“生活中的平移和旋转”的主题
日记中，学生李硕写道：“今天我乘坐爸爸
开的车回奶奶家。我发现，我们和车一起
在平移，车轮在路上旋转。爸爸的方向盘
也时常在旋转。到奶奶家后，我下车帮爸
爸开大门，大门在旋转。生活中到处可以
发现平移和旋转。”

学生的日记，能让教师和家长读出他
们对生活的观察与发现，感受到他们的喜
悦和收获。

数学日记怎样提升数学素养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成效明显
呈现出来。

数学日记活动使学生养成了用数学
眼光观察生活的习惯。随着活动的开展，
学生在生活中寻找数学、应用数学、思考
数学，逐渐养成了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生活
的习惯和兴趣。从卧室里“玩具的统计”

“衣服的搭配”，到客厅、厨房的“找角”，再
到“花坛里的花”“奶奶家的平移与旋转”；
从“我的书柜”到“一家人的身高”，再到

“教室里轴对称图形”；从“放学回家的路”
到“怎样买便宜”，再到“合理租车”……从
这些有趣的数学日记可以看出，用数学眼
光观察生活中的事物，已经成为学生的习
惯。数学知识和数学问题遍布孩子们的
生活，都会被他们善于观察的眼睛捕捉
到、记下来，数学日记使孩子们的生活没
有角落。

数学日记活动培养了学生对数学学科
的兴趣。针对参加数学日记活动的学生，
我们设计了调查问卷，对参加活动前和参
加活动两年后的97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显示，在生活中应用数学的人数从13%
提升到100%，听过数学故事的学生从5%提
升到100%，有数学课外读物的学生从0%提
升到65%，喜欢数学课的学生从55%提升到
95%。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数学日记系列

活动已经深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并且使
学生的课内、课外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了变化。学生从对数学学科的懵懂状态，
逐渐走近数学、了解数学，进而被数学知识
有趣、有用的魅力所征服，越来越喜欢
数学。

活动开展过程中，有些学生的数学日
记先后被媒体选登。王宇扬的家长在感
谢信中这样写道：写数学日记活动很吸引
人，许多家长也忍不住加入了这个活动。
在活动中，我和孩子从不同角度认识了数
学……孩子发现了学数学的乐趣。

数学日记活动增强了学生的数感。
数学日记活动可以让学生走近生活，让
学生感悟数字是随处可见的、实际的、有
用的，增强了学生的数感。例如，学生董
思乔在“一万有多大”这篇日记中写道：
我们现在已经学到第五位“万位”了。我
想“一万”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我们
二年级有学生大约 200 人，一万就相当于
50 个二年级学生的人数。二年级占学校
教学楼东面四间教室，一万人就需要 200
间这样的教室。那将是一栋好高好大的
教学楼啊，都钻到云层里了。我们学校
有 1400 多名学生，升国旗时站满了操场，
7 个这么多人大约是一万人，那得需要多
大的场地呀！一万人真多啊！老师说我
们 通 州 有 90 万 人 ，那 应 该 说“ 人 山 人
海”啦！

数学日记带来“迁移效应”

数学日记不仅让孩子们爱上了数学，
而且带来了“迁移效应”。

数学日记活动丰富了学生的课堂学习
内容。学生的数学日记涉及的生活内容很
多、很广泛，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校园
生活、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生活中的购
物过程，既有简单的加减法，又有乘除法，
既有一步计算，也有两步或多步计算，还蕴
含着合理调配、估算、统筹等许多数学思
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数
学日记的内容，组织学生在他们熟悉的情
境中学习数学知识，增长见识，培养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这不仅能让学生感觉到数
学课堂的亲切、有趣，而且也符合认知
规律。

数学日记活动加强了数学与语文等其
他学科的联系。学生到了三年级，语文课
就告别了“看图写话”，正式开始短文写
作。课题组教师对刚刚升入三年级参加数
学日记活动的班级和没有参加数学日记活
动的班级进行了谈话调查。调查结果显
示：短文写 4 句以上的学生分别为 72%和
33%，语言流畅的学生分别为 70%和 27%，
能提出购物建议的学生分别为 100%和
53%。可见，在低年级学生中开展写数学
日记活动，对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是很有
帮助的。另外，据品德与社会学科任课教
师的体会，参加写数学日记活动的班级，在
品德与社会学科的学习中，社会生活实践
方面的知识明显优于其他班级，而且课堂
发言积极、有趣、有内容。

数学日记活动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
成长。实验工作的开展，不仅使教师自身
素质有了显著提高，教师的教育观念、教
学模式也有了较大的转变，而且使教师的
研究能力、分析问题能力、总结归纳研究
成果能力都在迅速提高。研究成果《小学
低年级学生写数学日记活动研究》先后获
得北京市第四届教育教学成果基础教育
专项奖和第六届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成
果二等奖。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学日记活动的展
开，北京市通州区先后召开两次现场会和
两次课题推广会。学生董一明的家长在展
示会上说：“孩子的变化，让我对数学日记
刮目相看。”学生李天放的家长称数学日记
为“新作业”，并把孩子参与活动的收获总
结为四条：一是孩子学习数学的积极性越
来越高；二是养成了孩子爱动脑、勤思考的
好习惯；三是锻炼了孩子遣词造句的能力；
四是“想数学”的日记对孩子起到了温故知
新的作用。

数学家华罗庚曾经说过：宇宙之大、粒
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日
月之繁，无处不用数学。这是对数学与生
活的精辟描述。数学日记活动，为小学生
在数学知识与现实生活之间架起了一座美
丽的彩桥，实现了数学知识与生活的完美
连接。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

链接

二年级下学期数学日记活动主题

1.量一量
2.什么是乘法
3.口诀的来历
4.应用乘法
5.什么是除法
6.除法的应用
7.生活中的平移与旋转
8.看物体
9.生活中的数学
10.什么是“倍”
11.生活中有“倍”吗
12.去购物
13.摆一摆
14.九的口诀真好记
15.生活中的够不够
16.除法竖式
17.生活中的规律
18.统计家中的XX

教师与学生共同探讨教师与学生共同探讨““数学日记数学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