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游戏是数学学科综合实践活动的

一种有效载体，浙江省温州市籀园小学开

发的数学游戏课程，属于学科拓展类校本

课程。

该数学游戏课程文本包含了开发背景、

课程目标定位、课程内容选择、课程实施时

空 、方案 、模式 、评价 、实施效果等诸多内

容，较完整地架构了一个学科拓展类的校

本课程方案，可操作性强，寓学于玩、智趣

共生，对学科校本类课程资源开发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尤其是“4+1+X”的数学课程模式巧妙

解决了游戏课程时空问题，给创新成果加

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

方式也颇有创意。

该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体会数学精神，

领略数学文化，理解数学思维，学会数学方

法，了解数学思想，提高数学素养”的有效

途径。

为 了 使 该 方 案 更 加 完 善 ，提 出 几 点

建议：

将课程总目标细化为中、高级段目标；

开发、搜集建立年级、学校数学游戏资源库，

动态生成课程内容。

数学游戏课程的内容也可以在常态数

学课中穿插，即校本课程与数学常态课打通

进行。

课程内容开发还有另一个视域——让

学生利用数学知识创造性进行游戏设计。

游戏设计理念的构思、游戏规则的制定，都

能让学生真实感受“数学式生长，经历数学

家研究、尝试数学味儿表达”，进而内化成一

种数学智慧。

数学游戏课程的规则制定、道具制作还

可以与语文阅读、综合实践活动课等进行跨

学科整合，培养孩子综合素养，实现课程效

益最大化。

本月点评嘉宾：本报特聘专家 王红顺

开发学科校本课程的建议

流动在作品上的中国风

文化浸润、艺术熏染，为了让学

生亲近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其独特

魅力，强化学生对国家、民族的认同

感和责任感，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

国奥小学开设了以“中国风”为主题

的校本课程，中国扇、中国鼓、中国

字、中国画、中国剪纸、中国诗词等

蕴含中国元素的课程均在其中。同

时，学校以“中国节品中国味，中国

风育中国情”特色活动为依托，为孩

子们准备了一场“中国文化盛宴”。

孙艳杰/图文

晒晒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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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背景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让学生学”的理念走进

学校。

实践中发现学生形象思维的具体化与数学学科的

抽象特征矛盾。

学校结合数学学科特点，开设数学游戏课程，注重

趣味性、实践性和挑战性的结合。

课程目标

总目标：通过数学游戏课，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

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在游戏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观

察能力、实践能力和综合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增强应用意识，发展创新意识。

知识与技能：了解常见的数学游戏，掌握与数

学游戏相关的基础知识与技能；运用数学知识、技

能和方法等破解简单的数学游戏，获得数学活动

体验。

过程与方法：提高独立思考和团队协作的能力；学

会从数学角度分析游戏，培育观察能力；感受并掌握从

简单入手、递推等多种思想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热爱数学，对数学有好奇心和

求知欲；了解与游戏有关的数学文化；养成独立思考、

反思质疑的思维习惯，树立不畏困难、勇于探索的挑战

精神，发展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

课程内容

课程面向三至六年级学生，数学游戏难度设置呈

螺旋上升。

三年级：

数字平衡游戏、巧算 24 点、巧搭火柴棒、智慧魔

珠、玩转魔尺、七巧板、贝壳游戏、智慧城堡、颜色游戏、

五颜六色等。

四年级：

四巧板、索玛立方体、地下通道、形状匹配游戏、智

慧拼板、一阶魔方、百变方块、数独、青蛙跳棋、惊险拦

截、五子棋等。

五年级：

神奇幻方、抢数游戏、翻箱倒柜、汉诺塔、独立钻石

棋、数字游戏、百变模型、立体四子棋、屏风四子棋等。

六年级：

迷宫转转转、金字塔魔方、九连环、孔明锁、华容

道、立刻疯、聪明立方体、红色风暴等。

课程实施

在学校“4+1+X”的数学课程模式下，数学游戏课

程在“1”“X”中都有所体现。

“1”是指每周一节的校本拓展课程，从中级段开始

在每班开设数学游戏课。

“X”是数学特色课程，比如每周 50分钟的特长选

修课、每年的数学节，并且成立数学游戏社。同时针对

学生差异，开设数学游戏活动。

数学游戏课程根据学生认知水平和教材的实际教

学进度，灵活选择内容进行活动教学，不做固化的模式

构建。

预期效果

学校层面：通过数学游戏课程的开发，以点带面，

全面推进校本课程开发，整体促进校本课程结构的改

革与完善。

教师层面：促使教师走向研究型、复合型人才，提

升教师专业化发展水平。

学生层面：“学为中心”视域下，随着校本数学游

戏课程的全面推进，关注学生差异，促进学生素质综

合发展。

学生在游戏中体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创新思维

的过程，感受探究的乐趣。

课程评价

学生课上成功解决问题、在活动中发现游戏规律、

掌握游戏方法等作为日常评价的标准，占50%。

依据不同游戏特点开展PK赛做阶段展示，占20%。

参与数学游戏比赛等活动，占10%。

撰写相关小论文、小课题，或参与市数学小课题评

比等活动，占20%。

通过以上多种方式，做到过程性评价与自主申请

评价相结合。

课程图纸

课程观察·张义宝④

AI时代更要捍卫“学习者主权”

人工智能时代来了，技术与教育融合才能

共创新时代的美好教育。

去年，应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邀请，我围

绕“新中高考改革+人工智能（AI）时代”的挑战

与机遇主持了一场“世界咖啡”沙龙。参加沙

龙的嘉宾是来自20家教育企业的负责人。

在校企深度融合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必然

趋势的背景下，这场教育人与教育企业人的交

流很有必要，正如互联网创新中心负责人所

说，高考改革是有“温度”的，企业只有回归教

育本质、延续教育本质，让“立德树人”不再是

口号，才能走得更远。

新高考改革是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

“撬动杠杆”，也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

“倒逼机制”。新高考改革的总目标是形成

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

模式，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

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必将打破

“一考定终身”，引导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

发展。新高考改革也带来了“学生如何选

择，高中、大学如何应对，九年义务教育如

何贯通，基础教育的学生如何学习”等客观

挑战。

同时，我国首部国家级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正式出

台，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

层面，这是大智能时代的关键之举，鼓励在中

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

《规划》提到，要开发基于大数据智能的在

线学习教育平台，要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学科布

局，设立人工智能专业等；要求利用智能技术

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改革，构建

包含智能学习、交互式学习的新型教育体系。

开展智能校园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在教学、管

理、资源建设等全流程应用。开发立体综合教

学场、基于大数据智能的在线学习教育平台。

开发智能教育助理，建立智能、快速、全面的教

育分析系统。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环

境，提供精准推送的教育服务，实现日常教育

和终身教育定制化。

如何描绘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蓝图？中

国怎样建设世界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如何

让人工智能“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为人类造

福 等 一 系 列 问 题 瞬 时 引 发 全 民 与 行 业 热

议。面对新高考改革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双

重教育巨变，一场新的“教育革命”悄然而

至。学校教育以及在线教育企业急需“高度

敏感”。所以，“新高考+人工智能时代”，基

础教育要积极应对，转型升级，抢占先机，服

务成长。

有人认为，企业在研发人工智能教育产品

时要注意，是否帮助了教师减负增效，是否关

注到“育人”，是否为学生带来了个性化体验挑

战。不同学校在教育理念、管理和顶层设计上

差异较大，如何让具有人工智能基因的技术适

应每个学校的不同需求是难点。

有人感慨，只有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才

能有效解决教育问题，教育产品要想在学校常

态化应用，首先要解决教师使用的便捷性问

题。人工智能可以解决重复工作，未来人机交

互可能比人人交互更重要。

有人坚信，终身学习是人工智能时代生存

的必要条件，我们更应该捍卫“学习者主权”，

产品设计要围绕学生搭建学习生态，使学生在

生态环境中成长为具有独立人格、责任担当、

自主学习的人。这种教育环境的基石是：尊

重，唤醒，自主，生长。

在沙龙上，我们达成共识：好的教育产品帮

助学校走进人工智能的教育世界，但前提是互

联网教育企业能够担当起使命和责任，用好的

产品引领中国教育的变革。人工智能时代更需

要教师具备三大本领，即“爱商”“数商”“信商”，

才能成为依然被学生需要的人。与人类的智

商、情商相呼应，“爱商”是教师最核心的情商，

“数商”和“信商”是教师最重要的智商。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那一夜，大雪如期而至。早上，孩子们看到窗外雪景的那一

刻，他们知道，雪花飘飞意味着“白雪节”课程悄然开始。

教室内播放着以“雪”为主题的歌曲；晨诵时间孩子们搜集了

关于雪的诗文，在语文教师带领下玩起“雪”主题的飞花令，学习

雪的谚语和雪的美称。

这是今年“白雪节”课程的“诵雪”环节，此外还有“探雪”“赏雪”

“玩雪”“书雪”等陪伴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冬日里最期待的一天。

学习了语文教材中的说明文《雪》，孩子们对雪已经有了初步

认识。为了使孩子们深刻认识雪、保有对科学的好奇心，我们整

合了语文和科学学科的内容，设计了“探雪”环节。

科学教师展示雪的晶体图片让孩子们惊叹不已，雪对环境和

农业的影响又让孩子们对雪的作用赞不绝口。孩子们带上放大

镜到校园观察雪的形状，当从放大镜中看到雪美丽的六角形晶体

时，兴奋得叫出声来。

科学教师找来纸尿裤，取出吸水物质，做起了“人工造雪”试

验。孩子们大呼神奇，纷纷表示回家后要再次尝试。

为了尝尝雪的味道、制造下雪的声音，孩子们在玻璃瓶中装

满白雪，观察白雪溶化后的变化。孩子们发现雪水并不如雪花一

般干净，甚至还有沉淀物时，明白了雪能够吸附空气中的浮尘，从

而净化空气。

一种主题可以用多种艺术形式进行探索，别具一格的赏雪活

动调动了孩子们的积极性。绘画兴趣小组成员在美术教师的组

织下，到田野写生。从选景到构图，孩子们做得有模有样。一群

手工爱好者做起盐画，打底、抹胶、撒盐，动作干净利落，一幅幅闪

亮的雪画就此诞生。

我们每年都组织“一花、一景、美实新”白雪节摄影比赛，孩子

们从任课教师、生活教师、后勤师傅那里借来手机，有的学生躺在

雪地上，有的学生请来“模特”摆造型，花样频出，只为拍下一张满

意的照片，留住冬日的美好。

为了培养孩子们合作、创新的意识，为他们创造童真童趣的

展示场，体育教师带领孩子们在生态园打雪仗、堆雪人。他们奔

跑的身影，欢快的叫声，飞驰的“雪榴弹”，场面可谓火爆。

情由景生，有感而发。晚间日记时间，孩子们围绕一天的学

习体验，写下真情实感。

一个孩子写道：“打雪仗时，手冻得通红，但我心里却暖暖的。”

另一个孩子记录：“太阳出来后，雪水会滋润田间的麦苗。这

场雪消融了我和同伴的矛盾，因为打雪仗时我们成了配合最默契

的队员。这场雪真好！”

一个留守孩子触景生情：“又下雪了，真希望雪精灵能带着我

的思念飞到爸妈工作的地方，告诉他们我很好，我爱他们！”

至此，“白雪节”接近尾声，孩子们主动加入清雪队伍，与雪来

一场告别。太阳出来，积雪慢慢融化，“白雪节”给孩子们带来的

快乐和收获却永不消弭。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封丘县实新学校）

好玩的数学游戏
数学是不少学生的“噩梦”，为了让学生爱上数学，浙江省温州市籀园小学开发了数学游戏

课程，教师分层设计游戏难度，让学生在游戏挑战中不断提升数学学科素养，体会数学之美。

□戴小军 林 爽

课程故事

下雪时，我们过节吧
□王培盟

实新学校的每个学生都知道，下第一场雪之日，就是学校

“白雪节”开幕之时。

当日，各种课程重新组合，围绕“白雪节”展开的节日课程预

案全面启动：堆雪人、打雪仗、观雪景、吟雪诗、学雪文、研学形、

拍雪照、写趣文……全校师生嗨翻天。这是动态生成课程，是真

实情境课程。

今年“白雪节”意在让学生“玩中学，学中玩”，且在“玩”上做

足文章，有创意地玩、有意义地玩，玩出水平、玩出精彩。

“白雪节”的具体实施方案，由语文、音乐、科学、美术、体育

等学科教师组成的课程资源研发指导小组拟定和细化，课程实

施遵循五个原则：活动目标设计突出体验与情感并重原则；活动

方式体现自主、合作、探究原则；课程资源开发预设与生成并重

原则；活动评价重在体验、感悟、分享，重在过程性原则；活动环

节构成强调主题链条整合原则。

“白雪节”带给学生的是动态、真实的学习体验，帮助学生提

高文学知识、表达能力的同时，激发了孩子的天性。

除了“白雪节”，“女孩节”“采摘节”“游学节”“泼水节”都是学

校的个性化节日课程，是学校校本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

学生综合素养重要载体之一，具有不可替代的育人价值。

有一种课程动态生成
□豫 书

校长点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