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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线

生活是学习知识的源泉，我们的生活与空间、时
间、数、量、形等息息相关，生活中数学无时不在，无
处不在。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从教学实际出发，从
学生已有生活经验中去挖掘数学知识的生活内涵、捕捉
生活中的数学现象，使学生领悟到数学的魅力、感受到
数学的乐趣，实现数学素养的发展。如何使数学教学生
活化？

一、让学生感知数学的趣味。在数学教学中，从学
生熟悉的生活情境和感兴趣的事物出发，为他们提供观
察和操作的机会，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从周围熟悉的事
物中学习数学和理解数学，体会到数学就在身边，感知
到数学的趣味和作用，体会数学的魅力。应用所学知识
去解决生活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感受到数学
的用处。

二、要从生活实际中抽象出数学知识。数学研究的
客观存在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这来源于客观世
界的实际事物。在小学数学教学中，从生活实际出发，
把教材内容与“数学现实”有机结合起来，符合小学生
的认知特点 ，可以消除学生对数学知识的陌生感。教
学过程中，应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数学概念、计算法
则，小学数学中的许多概念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相
应的实例。

三、数学教学运用生活化。经常让学生联系生活学
数学，引导学生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生活问题，不仅有利
于培养学生用数学的眼光认识周围事物的习惯，而且有
利于培养学生探索的意识。用数学方法研究生活问题。
引导学生运用数学方法研究问题，不仅使学生感受成功
和自身价值的存在，而且可绽放绚丽的创造之花，让学
生真正由“读书虫”向社会实用型人才发展。用数学知
识解决生活问题。通过创造条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
数学知识和方法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不断提高
学生运用数学能力。

小学数学教学
如何生活化

夏邑县桑堌乡中心学校 陈磊

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在当今素
质教育中，在以社会为本、以知识为本向
以人为本的教育转变中，教师只有注重提
高课堂教学效率，才能在保证教学质量的
同时，努力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让学生
获得较好的自由度，发挥较大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而情境教学开辟了一条促进主动
发展的有效途径。数学教学中一个好的情
景引入，能直接吸引学生，引起学生的注
意，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愿望和参与动
机，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发现欲，产生认
知冲突、诱发质疑猜想、唤起强烈的问题
意识，从而使学生发现和提出数学问题，
分析、探讨和解决数学问题，积极地投入
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的氛围中，使课堂气
氛变得轻松活泼，课堂活动进展更顺利，
课堂效率相对提高。下面结合笔者的教学
实际，谈一谈数学课堂教学中的情境创设
小策略：

一、数学课堂创设情境要激发学生主

体性
现代教育提倡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

主导，教材为主线。数学课堂上教师面对
的是活的学习主体，教师不可以用传统的
知识讲授替代主体的活动，要给学生以自
由、活动的空间，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
性。情境教学不仅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还要激发学生的主体性，要优化课堂情
境，创设情境使学生产生学习数学的渴
望，充分感受数学，主动探究数学，主动
运用数学。

例如：圆与圆的位置关系这节课的引
入，可以运用多媒体演示，创设引趣式的
情境。

（多媒体放映影像）
清晨，东方微明，突然一轮红日从地

平线下冉冉升起……
老师提问：大家对日出一定很熟悉

吧？我们把太阳看作一个运动的圆，把地
平线看作一条直线，那么圆和直线有几种

位置关系呢？我们今天来学习圆与直线的
位置关系……

二、数学课堂创设问题情境要激发学
生求知欲

问题是数学教学的灵魂。课堂上，教
师创设积极的问题情境，以激励学生解决
问题的动机，通过探索，解决问题，获得
积极的心理满足；创设有趣、新颖、幽默
等各种良好的问题情境来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使教学内容触及学生的情绪和意志领
域，让学生深切感受学习活动的全过程并
升华到自己的需要之中去，从而成为提高
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手段。

三、数学课堂情境教学要贯穿实践性
情境教学注重“情感”，又提倡“学

以致用”，努力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同时还要通过实际应用来强化学习成功所
带来的快乐。创设生动形象而又符合科学
实际的教学活动情境，能改变学生在学习
中的消极被动状态，发挥学生的主体参与

意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大面
积提高学习质量。

例如，在进行《测量旗杆的高度》这
一课时，把学生带到了操场上，进行了真
实的户外实际测量，其教学效果可谓“百
问不如一做”，同时对学生思维能力、动
手能力、想象能力、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甚至交际能力等等，都得到了较
好的培养和训练。

在数学课堂教学中，要创设好的教学
情境，除了把握好上面三个方面外，数学
教师首先要用好教材提供的情境，了解学
情，同时还要及时捕捉学生的新思维、新
发现，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并经常与他人
交流，虚心学习。数学问题情境是一节数
学课的开场，万事开头难，但每一个好的
问题情境的创设，都是对难点的最好回
报。总之，课堂教学中完美的情境创设，
可使师生的情感产生共鸣，让学生学得更
轻松，更愉快！

数学教学中的情境创设小策略
夏邑县济阳镇初级中学 申志军

本报讯（李兰梅）日前，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商丘市
第三高级中学召开秋季开学典礼暨表彰大会。

该校领导在讲话中对 2017级新生表示热烈的欢迎，激
励同学们树立我能我行的信心、创立认真刻苦的学风、培
养自觉自愿的习惯、创设文明有序的环境。典礼上，校领
导还给学生上了安全教育第一课，对全体同学在纪律、安
全、卫生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大会对校园足球队和上学期优秀班干部、三好学生、
优秀团干部、优秀青年志愿者进行了表彰。

市三高开学先上安全课

本报讯（记者 许业合 通讯员 杨民华） 9月4日，虞城
县明德小学利用“班班通”设备，组织学生观看了央视播
出的2017版《开学第一课》。

在观看过程中，孩子们时而聚精会神，时而爽朗大
笑，完全被一个个精彩的镜头所感染。有的班主任在班级
家长群发了观看学习任务单和在线自测卷；有的班主任不
时暂停视频，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分享。该校利用信息化条
件开展丰富多彩的观看活动得到学生和家长的赞同。

虞城县明德小学
组织观看《开学第一课》

本报讯（施瑾）商丘市民二小学始终把安全教育放在
首位，开学第一天，各班利用班会开展秋季安全第一课教
育活动。

班主任老师利用课件、教育视频等资源开展活动，内
容涉及校内校外各方面的安全知识和学生应注意的安全事
项。老师们充分运用远程网络，以生动具体的事例警示、
告诫、教育学生，给每一位学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市民二小学
上好秋季安全第一课

教育短波

本报讯（记者 李德鹏）“在以后的学习中，我要更加
努力刻苦，加强品德修养，提高综合素质，完善人格品
质，做新时代的中学生，努力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
献自己的力量。” 9月 5日下午，团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

书记、纪委副书记、组织部副部长刘晋平一行莅临商丘市
一中，就中学共青团改革和共青团“一学一做”教育实践
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调研指导。刚进入一中校园，他们就
被该校八年级团员正在开展的 32期民主生活会吸引。学
生们几人围成一圈互相讨论，竞相发言，热情洋溢的氛围
瞬间感染了众人。

据了解，民主生活会该校每周二都会举行一次，由
八、九年级轮换举行。旨在提高团员的思想政治素质，
增强团组织的凝聚力，保持团的先进性。民主讨论中，
由各支部自己确定主题，围绕团员近期的思想行为和学
习生活等，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剖析
自己，查找不足，并虚心接受其他团员的意见和建议，
从而不断完善提高自己，充分发挥团员在班级学习和管
理中的模范引领作用。

随后，刘晋平一行先后到该校的家长学校、校史
馆、团委办公室、团委活动室等进行了参观调研，并在
团委活动室和该校领导召开了共青团工作改革座谈会。
会上，市一中团委负责人向调研组汇报了该校近年来团
建工作的开展情况和经验做法，并针对当前学校团建工

作面临的问题和难点，提出了务实具体的改革建议。其
间，市一中校长牛超还就该校的育人理念作了简要阐
述。她介绍说，现在的教育普遍以发展学生的智力为
主，而忽略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市一中正在努力探索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团组织工作进行有效融合，为学生
的全面发展负责，培养学生养成向上向善的良好学习和
生活习惯，倡导学生爱国、敬业、诚心、友善，积极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一名对国家和社会有
益的人。

听取汇报后，刘晋平对该校团建工作取得的成绩给
予了充分肯定，并就下一步学校的团建工作提出了新的
要求。他说，中学共青团在全团具有源头性、基础性和
战略性的特点，要切实做好强基固本工程；要找准改革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树立问题导向意识；要凝聚统筹各
方资源，积极开展好团教协作，打造工作品牌。要围绕
青少年成长的特点抢抓改革先机，提升共青团组织的吸
引力和凝聚力，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将中学共青团改革
的各项举措抓好、抓实，不断推动中学共青团工作取得
新发展、开创新局面。

市一中：

创新团建工作 力促学生成才

团中央有关领导在市一中调研团建工作。李明坤 摄

本报讯（张中华）从本学期开始，市凯旋路第二小
学在每天下午固定时间开设书法教学活动，由教师指导
学生练写钢笔字和铅笔字。同时，学校对书法课进行认
真观摩评讲，即听即评，促使教师认真上好写字课，扎
扎实实向课堂要质量。

近年来，该校始终把写字教学当成素质教育的重要
内容，坚持常抓不懈，使学校学生写字水平明显提高。
现在，写好字已成了全校师生共识。

市凯旋路第二小学
开展写字教学活动

本报讯（刘春涛） 为提升学校周边的环境卫生面
貌，营造整洁优美的学习和出行环境，近日，梁园区
长征街道办事处认真开展了校园周边市容环境综合整
治行动。

行动中，该办事处首先规范了市七中和民一小学门口
的车辆摆放，对乱停乱放行为予以劝阻，引导行人按照快
慢车道依规行走，实现人车分流。其次，他们按照网格化
管理工作要求，对校园周边环境卫生进行集中清理，清理
垃圾杂物2车，清理各类小广告30余张。同时，该办事处
还加大了执法力度，对辖区内校园周边的流动摊点和出店
经营行为进行了清理，有效确保了学校周边道路的有序畅
通。

长征街道办事处
整治校园周边市容环境

本报讯（陈均霞）新学期伊始，民权县胡集回族乡在
全乡范围内开展“民警进校园，讲好安全课”活动。

在胡集回族乡于楼小学，民警采用通俗易懂的儿歌和
观看安全视频等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解了预防食物中毒、
防触电、防火、防交通事故等安全知识，还介绍了校园周
边环境安全、校外活动安全、意外事故逃生等一系列知
识，强化了师生的安全意识。

胡集乡邀请民警进校园
讲解安全知识

9月4日，梁园新区
前进小学在全校范围内
开展“我骄傲，我是中
华 少 年 ” 主 题 队 课 活
动，队员们立足身边实
事，由小见大，积极讲
述自己所见所闻的“中
国骄傲”。活动进一步加
深了队员们对祖国的认
识和理解，增强了光荣
感和归属感。

黄思雨 摄

主题队课
入脑入心

本报讯（王新静）近日，商丘市第二幼儿园组织全园
教职工开展了保健知识培训。培训重点围绕幼儿园保健管
理、晨检与表格的填写、消毒隔离、疾病预防、膳食管理
和安全工作等进行，强化落实教职工对疾病预防、幼儿管
理、食堂均衡营养膳食的相关措施。全体教师认真记录并
及时做出了互动回应。培训增强了教师们的卫生保健意
识，提高了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水平。

市二幼举行教职工
卫生保健知识培训

9月8日，宁陵县部分优秀教师上台领奖。
当日，宁陵县在县青少年活动中心隆重召开庆祝第33个

教师节暨表彰大会，对在教育系统做出突出贡献的310名优
秀教师、210 名优秀班主任及 30 名优秀教育工作者进行表
彰。 闫占廷 摄

本报讯（记者 许业合）新学年伊始，睢阳区坞墙镇
闫楼小学及时开展“文明手牵手，安全伴我行”开学第
一课主题教育活动。

各班级围绕“文明手牵手，安全伴我行”这一主
题，要求学生以《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学校规定的
行为准则严格要求自己，有意识培养良好习惯，注重方
法培养能力，帮助他人奉献自己；结合生活中的事例和
相关的安全知识，对全体学生进行了交通、饮食、防
火、防溺水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要求全校同学从现
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争做安全文明小卫士。

安全教育活动的开展，加强了师生校园安全防范意
识，使孩子们把安全常识铭记在心，做到安全出行、文
明做事，守纪律、懂规矩，争做学习的主人、守纪的模
范、文明的使者。

坞墙镇闫楼小学
开展安全主题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