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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周刊
聚焦课改前沿 引领专业成长

⦾课程特稿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小学数
学课程及教学的变革，总体上与我国基
础教育改革的发展历程相契合，和历次
课程及教学改革的理念合拍，课程体系
及教学方式方法越来越科学，逐步从早
期的以知识学习为中心走向以培养学
生学科核心素养为中心。

小学数学课程发展的四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小学数学课
程建设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小学数学课程体系
选择期 （1949—1957年）。

1949—1952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
课程改革，在改造旧教育的基础上统
一新课程。为了统一新课程，制订了

《小学算术课程暂行标准 （草案）》，
此后又相继颁布了 《小学算术教学大
纲 （草案）》《小学算术课程暂行标准

（草案）》《小学珠算教学大纲 （草
案）》 三部大纲。这三部大纲虽然都
对苏联的大纲有所模仿，但课程目标
不断得到明确，例如明确提出通过关
注口算、笔算间的联系以及口诀教学
等，提高对口算和应用题的重视程度。

第二个阶段是小学数学课程体系
探索期（1958—1965年）。

苏联的学制和我国有差异，全盘
模仿和学习苏联，带来一系列问题。

“将中学课程下移到小学”作为改善课
程质量的路径在1958年提出，例如将
部分中学课程中的算术内容下移到小
学，以满足部分学生不继续升学、小
学毕业后直接就业的要求。这一路径
有效解决了教学质量问题，但由于一
些政治因素的影响，这次课程改革犯
了急躁冒进的毛病。1963 年颁布的

《全日制小学算术教学大纲 （草案）》
降低了课程改革的时速。

第三个阶段是小学数学课程体系
形成期 （1966—1986年）。

这一时期教育以“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为风向标并注重在课程内容
中渗透现代数学思想，开始采取一系
列措施恢复被“文革”破坏的课程。
学制、课程名称和课程目标在 《全日
制十年制学校小学数学教学大纲 （试
行草案）》 中得到了调整，正式以五
年作为标准学制，正式以“小学数

学”作为课程名称。
第四个阶段是小学数学课程体系

完善期（1987—2019年）。
其中，从 1987 年到 2001 年为九

年义务教育 （包括小学、初中） 课程
改革期，主要制订了 《九年义务教育
阶段的教学大纲 （试用版）》 和在试
用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这两部大
纲在课程目标方面都强调对基础数学
知识的掌握、能力的培养以及对学生
进行思想品德教育。2001年开始启动
新一轮课程改革，《全日制义务教育课
程标准 （实验稿）》 于新课改期间颁
布，2011 年又进一步进行了修订。

《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 的发布使小
学数学课改迈入深化阶段，课程目标
逐步深化到学科核心素养，自此我国
小学数学课程体系基本完善。

小学数学课程的特征变化

课程目标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对所需

人才的要求不断变化，也改变了小学
数学课程目标的价值本位，从以数学
学科本位为特征演变到以社会本位与
儿童本位并存为特征。具体体现在三
方面。

第一，目标整体结构上，比照 70
年来我国颁布的多部课程文件可以发
现，小学数学课程在目标的设置上都
包含知识技能这一要素。新中国成立
初期，小学数学课程主要学习苏联的
经验，着重突出知识技能的掌握。从
探索期到形成期，小学数学课程不仅
注重数学学科知识，还在课程目标中
明确提出了数学能力、逻辑思维能
力、思想教育、数学思考、情感态度
等新的目标要素，直至新时期提出小
学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目标要素的丰
富反映出小学数学课程不再仅以数学
学科知识的掌握为中心，而是转向注
重儿童个体的整体发展。

第 二 ， 情 感 态 度 目 标 表 述 上 ，
1978 年至 20 世纪末，历次大纲里虽
然都在课程目标中提出了情感态度目
标，但都主张结合数学学科知识对学
生进行思想教育，说明这段时期仍以
数学学科为中心。国家提出发展素质

教育后，更加强调儿童的数学学习兴
趣、价值认可对数学学习的重要性。

第三，知识目标表述上，从新中国
成立初到上世纪末，都要求学生掌握最
基础的数学知识，但从2001年开始，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学生获得的数学知识
应该与未来生活和自身发展相适应；让
学生学会以数学为工具去观察、分析现
实世界等，要求学生习得的数学知识要
与时代需要接轨。

课程内容的变化：
小学数学课程内容是实现课程目

标的关键媒介和测评课程质量的重要
依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小学数学
课程内容逐渐体系化、简约化和现代
化，核心知识随时代和数学学科发展
而整合与重组，整体上呈现三个特征。

第一，稳定性。从整体的知识块
看，不同时期小学数学课程的四大知
识块一直为“数与代数”“图形与几
何”“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从
具体的知识点看，整数、分数等概
念，整数四则、分数四则等法则，以
及其他的定理、公式等都保持了相对
的稳定性。从具体的思想方法看，不
同时期小学数学课程中一直明确提出
或者暗含着对应、类比、假设、数学
符号化等数学思想方法。

第二，精简性。自小学数学课程
现代化以来，数学课程对一些传统繁
难的内容进行了精简。以应用题为
例，将“应用题”更改为“解决问
题”，降低了应用题的难度，同时，通
过选择贴近儿童生活、认知的课程素
材，彰显了数学学科的育人作用。除
此之外，计算机的引入对传统数学教
学中的“数与代数”“几何”领域进行
了知识点的调整，对一些概念、定
理、作图、运算等进行了简化。

第三，现代性。历经70年的课程
改革，课程内容的现代性已经成为主
要方向。课程内容的设置逐步趋向以
学生的生活实际、认知水平为起点，加
大选择与学生目前乃至未来生活、工作
密切相关、有所助益的课程内容。现代
性具体体现在函数、几何等各种现代数
学思想不断渗入课程之中，增加了一些
包括简单簿记和简单统计图表在内的
统计基础知识，增加了“图形与几何”

“统计与概率”等内容。

小学数学课程的发展趋势

课程结构综合化：
儿童一般是在分解的基础上认识世

界的，这种认知特点适用于单一结构的
课程。但教育最终应使儿童实现对世界
的整体认识，即各种不同学科的知识应
该最终在学生身上综合发挥作用。课程
结构的综合化有利于高效实现“分解—
综合”这一过程。在小学数学课程结构
综合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在实现外部结
构的综合时，不能将其简单与其他课程
进行拼盘似的组合，而要围绕课程综合
的理念，将其他学科的课程内容、课程
实施方式、学科思想方法渗透到小学数
学课程之中。除了外部结构的综合之
外，小学数学课程内部知识结构也可以
围绕一个知识领域进行统整，例如，估
算、简算、口算、笔算等课程内容均可以
在计算领域之下进行整合。

课程内容生活化：
数学广泛服务于社会，所以在数

学课程编制时要考虑其社会适切性。
小学数学的特殊性和儿童的认知特点
都决定了小学阶段的课程内容应该源
于现实并服务于生活。要从儿童自身
的生活、知识背景出发引导儿童学习
数学，帮助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找到数
学模型。选择儿童熟悉的、易于理解
的生活素材作为课程内容，以儿童的
发展为中心，让小学数学课程更贴近
现实生活。在小学数学课程内容生活
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不要强求每个
学生都具备相同的数学背景，要尊重
儿童社会生活经验的差异性。

课程实施信息化：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和人工智能

时代，小学数学课程实施已从静态化、
平面化、区域隔离化转向动态化、立体
化、区域共享化，其中区域共享化能让
较为偏远地区的学生也能通过网络共
享到优质的小学数学课程。但同时应
看到，小学数学课程实施信息化也存在
一些风险，例如线下数学课程与线上数
学课程的关系问题、网络课程的管理等
问题，都亟待解决完善。

（作者单位分别为南京师范大学教
育科学学院、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实验
小学）

从知识立意走向素养立意
——新中国成立以来小学数学课程的改革发展之路

孙彦婷 孙玉龙

回首自己三十三年的教育生涯，
依然清晰地记得两件与学生有关的
事，一则歉然，一则欣然。

先说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吧。
那时，我二十八九岁，在西安一所高

校的中文系从事成人教育。这所院校的
每个系都设置了两年学制的大专班和本
科班。大专班多是当年初中毕业就考
上中等师范的小学教师，本科班多是当
年高中毕业考上高等师专的中学教
师。我当时担任本科班的班主任。班
里学生的年龄跟我相仿，他们大多当过
老师，有自律精神，所以大家相处得很
融洽。我们曾经一起在操场为班里的
男篮加油，喊到嗓子沙哑；我也曾跟女
生一起，在元旦晚会上翩翩起舞⋯⋯

年轻时的光阴总是走得很快，转
眼学生就要毕业了。我清楚地记得，
毕业晚会上，一个瘦高帅气的男生即
兴发言，真诚地感谢老师和同学们对
他 的 帮 助 。 随 后 ， 他 走 到 我 面 前 ，
说：“陈老师，谢谢您！”说着，深深

地鞠了一躬。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了
他眼眶中强忍着的离别的泪水。那一
瞬间，我特别愧疚：这么阳光真诚的
学生，一年多了，我竟然不知道他的
名字！

这件愧疚之事，一直让我不安和自
责，也提醒着我：教育，不能忽视每一片
绿叶；教师，要关注每一个学生。

至今，我依然不知道这个学生的
名字，正如在毕业晚会上，我愧疚到
不好意思询问他的名字一样。

再说说触动我的第二件事吧。
这件事发生在我来北京担任高中

语文教师的第三个年头。那时的我，
曾带着一帮文学小青年，冒着大雪去
听诗歌朗诵；领着他们一起分享我喜
欢的罗大佑的歌曲；也曾带着他们排
演话剧，自己制作演出服。做高中语
文教师是有高考压力的，但我依然会

“冒险”与这些青春四射的学子“戴着
镣铐跳舞”。

那段日子，充满了青春的歌声，

流溢着欢乐的阳光。
记得当时所教的理科班有一名女

生，读的文学文化类书籍很多，她的
作文经常被当作全年级甚至全区的范
文。她是语文学习的佼佼者。她喜欢
思考，喜欢语文课，也是课余时间围
着我“高谈阔论”的学生中的一个。
高三时，她顺利考入南方某重点大学
土木工程专业。

2002 年元旦前，我收到了她寄自
大学的贺年卡，看到了写满贺年卡的
倾诉和她当时的苦闷。

她说：“原本以为我是个太实际的
人，但是和他们相比，我心里仍保留
着一些留给自己的地方。为了一些愚
蠢的念头学到了今天，我想开始为了
自己而学。”

后来我接到了她的电话。她说，
学校允许转系了，她想转到中文系，
她要“为自己而学”。她说：“陈老
师，您帮帮我吧”。

后来，我们与她所在的大学中文

系沟通，帮她实现了上中文系的愿
望。再后来，她又考上了上海某大学
中文系的研究生。毕业回京后，她在
一家久负盛名的出版社担任编辑，编
辑出版了不少很有文化影响力的书
籍。她自己创作的散文也结集出版了。

这件事让我思考了很久：古人
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之者。是的，只有兴趣和爱好，才是让
人产生学习热情的原动力，也只有兴趣
和爱好，才能最终激活蕴藏在内心深处
的创造力。而好的教育，就是尽心竭力
去成全学生，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专
业，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

韩愈在 《师说》 中有云：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确，教师不
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也应该是关照生
命的持灯人。每一个学生的生命都是
有光亮的，需要陪伴他们的老师的关
注和鼓励。

（作者单位：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研
修学院）

愧疚与成全
陈忠玲

统编语文教科书一年级上册，有
一首近乎儿歌的“数字诗”：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
片。九片十片无数片，飞入水中都不见。

这首诗以韵语的形式，将一些最
基本的数字组织在一起，既富有趣
味，又朗朗上口，而且给人雪越下越
大的形象感，对于一年级学生学习基
本的数目汉字大有助益。

数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抽象概
念之一，用以计算数量、指称顺序，
承担着准确传递信息的功能。以数字
入诗，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枯燥的
数字具有诗性之美。这从统编语文教
科书所选的古诗词中就可见一斑。

基数与序数
数字的基本功能是表示数量，古

诗词中的数字相当一部分承担的就是
这一功能。有的表基数，如“遥知兄
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中的

“一”，“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
上青天”中的“两”和“一”，“飞流
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中的

“三千”和“九”；也有的表序数，如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
烟”中的“二”，“可怜九月初三夜，
露似真珠月似弓”中的“三”。

表示基数的时候，有的单纯表示
数量，有的则表示频率。如白居易《赋
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
枯荣”，原上青草，一年一度，绿了再
枯，枯了又绿，岁岁年年，保持着同样
的节奏，生命就在其中静默流淌，永无
止息。还有的则是几个概念的合称，
如“三秋”“三春”“四时”“四海”“五侯”

“八荒”“九州”等，这些是课文所选古
诗词中出现过的，大多已经凝固成词，
表达专门的意义。像孟郊《游子吟》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中的“三
春”，指的就是阳光明媚、化育万物的
春天，因春天的三个月分别称孟春、仲
春、季春而得名。再如陆游《示儿》“死
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中的

“九州”，原是古时候中国所划分的九
个州的合称（这个说法不一，通行的说
法来自《书·禹贡》，分别为“冀、兖、青、
徐、扬、荆、豫、梁、雍”），后用以指天
下、全中国。陆游是著名的爱国诗人，
诗句用“九州”的说法，强调了自古以
来九州聚合的一统观念，充分表现出
诗人对国家的赤诚热爱。

表示数量的基数词，还有定指和
泛指之别。表示定指的，如王维《九月
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少的那一个人是谁
呢，自然是身在他乡的“我”，这个“一”
是有确定指向的。兄弟们遍插茱萸，
成群结队前去登高；“我”呢，却一个人
独自品尝孤独的况味，两相对比，兄弟
们之乐，反衬出“我”之悲苦。表示泛
指的，如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
外》：“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
都。”这里的“一年”到底指的哪一年，
并不确定，泛指每一年、任何一年。其
他的例子，像“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
江陵一日还”“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
子”等，其中的“一”，并不指向具体哪
一天、哪一粒种子。泛指的数字，往往
带有概括的意味。

确数与概数
数字还有确数与概数。古代表述

概数的方式很多，像以“三”表示
多，以“千”“万”表示更多的多，
或者以数字加“几”“数”“余”来表
示，或者以相连的两个数字表示 （如

“三四个”“五六朵”） 等。有的单纯
表示数量，没有附加意味，教材所选
的古诗中没有现成的例子 （这也可以
看出，入诗的数字基本都是有意味
的），举一个文言文的例子，如 《囊
萤夜读》“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
书”，其中的“数十”就是许多的意
思。古诗中的概数词，更多的因与诗

歌意象关联，具有修辞的色彩，从而
附加上了情味、意蕴。

有的概数言其少。如苏轼 《惠崇
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
水暖鸭先知。”说的是早春时节，乍
暖还寒时候，桃花还未灿烂开放，只
有零星几朵绽放枝头。“三两枝”，形
容数量少，这符合早春的时令特点，
也蕴含着喷薄而出的生机。再如曾几

《三衢道中》：“绿阴不减来时路，添
得黄鹂四五声。”四五声黄鹂鸣叫，
不时从绿阴中传来，清脆嘹亮，带给
山行中的诗人天籁般的享受。如果是
繁多的叫声，如蝉噪一般，连成一
片，只会给人带来烦扰，绝不会有轻
松惬意的感觉。再如 《迢迢牵牛星》
中的诗句“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
许”，情感、意味更明显。诗人说：
这银河清且浅，相隔能有多少距离
呢。“几许”是疑问，表达的却是陈
述的、肯定的意味，就是“不多远，
没有多少距离”的意思。但就是这样

“盈盈一水间”，却使有情人分隔两
处，脉脉相望却不能通言，令人何其
伤悲！同样的还有王翰 《凉州词》：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
回？”诗中的“几人”就是很少人的
意思。

有的概数言其多，这样的例子更
多。比如李白 《望庐山瀑布》“飞流
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其
中的“三千尺”带有夸张的意味，写
出庐山瀑布由山上飞泻而下的气势。
再如林杰 《乞巧》“家家乞巧望秋
月，穿尽红丝几万条”，诗歌描绘七
夕时节，妇女们对月穿针引线的习
俗，因为家家乞巧，自然穿过针鼻儿
的红丝数以万计。其他像“危楼高百
尺，手可摘星辰”“千山鸟飞绝，万
径人踪灭”“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
已过万重山”“千门万户曈曈日，总
把新桃换旧符”中的数字，也都是此
类，数量自然是没有准确计算过的，
用以形容楼高、浪高、山多、门多。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语室
副主任、统编语文教科书核心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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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宁夏固原市泾源县高级中学的学生在
智慧云教室学习。

地处宁夏西海固地区的泾源县近年来大力发
展“互联网+教育”，积极构建数字化教育共享
平台，推动城乡优质教育资源互通共享。目前，
宁夏固原市泾源县已建设智慧校园试点校 11
所，建成智慧云教室 106 间，“一拖二”网络在
线互动课堂26个，全县中小学400兆网络实现全
覆盖。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 摄

“互联网+教育”推动
城乡教育资源共享

把骨干教师培养成党员，把党员教师培养成教学、教研、管理骨干，山东省安
丘市莲花山中学把党支部建设与教育教学工作结合起来，通过1+1、1+N、N+1等
方式，开展党员教师与青年教师精准结对帮扶活动，促进了全校教师共同进步。
图为党员教师张秀华（左二）与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交流。 都振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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