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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学军小学紫金港校区
金娅楠

当学生进入小学高段的数学学

习，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数学知

识和能力储备。而传统命题更多地

倾向于知识储量和技能成熟度的测

评，存在着模型套叠、疏远学情，梯

度模糊、疏于规划，知识离散、疏离

生活等不少问题。为了全面而科学

地评价小学高段学生的数学学习情

况，综合考查学生的能力、思维与习

惯，在传统命题的基础上建立“与日

俱新”的命题模式势在必行。

一、突围路径：始于生活，学以
致用

生活中处处有数学，教师应鼓

励学生多用数学的眼光看待生活，

用生活的经验印证数学。要突破传

统的命题方式，“与日俱新”的命题

应该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让学

生在生活中有“用”数学的机会。

1.基于兴趣，自然链接生活

基于学生的兴趣和日常的生

活热点，命题设计可以尝试换一种

思路。

原题：某一品牌的女包，售价

500元，促销期间打八八折，张阿姨

购买此包实际需要支付（ ）元。

新题：某一品牌的女包，售价

500元，售货员建议张阿姨花88元

办一张“88卡”（注：即日起购卡可

立即享受八八折，一年内再次购买

享受八八折后再折上八八折）。张

阿姨办卡后购买这个女包可以便

宜（ ）元，她此次购物实际共需

支付（ ）元。

原题主要考查简单的折扣问

题，改造后的新题加入了“88卡”元

素，由于“88卡”与“银泰365卡”如

出一辙，体现了命题时时紧扣生活

脉搏的初衷。

2.着眼生长，深度联结生活

生活中的数学千姿百态，“与日

俱新”的命题设计更注重深度联结生

活与数学的本质，让学生的学习与评

价不仅仅是分数维度，而是有更大的

生长空间和更全面的发展潜力。

原题：一般海拔每升高100米，

气温下降0.6℃。如果海平面的平

均温度是18℃，那么0℃的地方海

拔高度是（ ）。

A.30米 B.300米

C.3000米 D.无法计算

新题：海拔的起点叫海拔零点

或水准零点，是某一滨海地点的平

均海水面。任意地的近地面大气，

气温均随海拔高度的升高而降低

——因为气温的热源是地面。一般

都是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下降

0.6℃。浙江某地的海拔是18米，拉

萨的海拔是3650米。如果海平面

的平均温度是18℃，那么0℃的地

方，在计算海拔高度时要用到的信

息是（ ）。

A.18米 0℃ 0.6℃

B.18℃ 0℃ 0.6℃

C.18米 0℃ 0.6℃ 100米

D.18℃ 0℃ 0.6℃ 100米

这题的焕新设计瞄准的是生活

中常见的科普问题。在原题单一计

算的基础上，让在“百度”经验里长

大的孩子，尝试在数学“信息提取”

中“百度一下”，既是考查学生分析

理解力的有效方式，又是开发学生

无限生长可能性的新思路。

二、突围路径：重在能力，多项
联动

有别于传统命题“拼拼凑凑”的

方式，“与日俱新”的命题需要在命

题前对教材进行无死角“多项细目

表”的整体梳理，多项联动。命题也

应该更灵活多变，综合性更强，让各

个领域的知识有机整合，让学生有

“想”的空间。

1.知识与能力可融

“与日俱新”的命题之所以有别

于传统命题，是因为其设置了考题

的不同梯度，考虑了学生的不同需

求，把能力与知识有机结合，更侧重

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

原题：妈妈要去12.6千米外的

公司办事，已知出租车3千米以内收

费11元，超过3千米后，每千米收

2.5元（不足1千米按1千米计算）。

妈妈打车到公司要花多少钱？

新题：“双十一”到了，某快递公

司的收费标准如下：

1千克以内费用：同城、省内、省

外分别是5元、10元、15元；

超过1千克，每千克加收费用：

同城、省内、省外分别是 2 元、3.5

元、5元，且不足0.5千克按0.5千克

计算。

（1）某零食公司给一省外客户

寄一箱零食，总重量为3.8千克，该

公司要付多少快递费？

（2）妈妈收到了舅舅通过“到

付”（收到货物由买方支付快递费）

方式从省内寄来的特产，妈妈共支

付了24元快递费，请问舅舅最多给

妈妈寄了多少千克的特产？

此题焕新的最大亮点是通过顺

向和逆向两个方面考查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的综合能

力。对于基础较弱的孩子，直接由

给定的信息通过理解再计算即可顺

利解决第（1）小题。而第（2）小题是

在先选定“省内”这一关键信息的基

础上，考虑去除“1千克以内费用”后

再计算内含几个“0.5千克”，从而得

到正确结果，适合能力较强的学生。

2.思维与习惯可视

在“与日俱新”的命题中，处处

传递出一种信号：注重学生良好思

维过程和品质及答题的习惯，让好

习惯受益终身。

原题：爷爷奶奶通过“微信运

动”每天记录步数。某一天爷爷的

步数比奶奶的2倍多403步。已知

奶奶这天走了3980步，爷爷走了多

少步？

新题：爷爷奶奶通过“微信运

动”每天记录步数。某一天爷爷的

步数比奶奶的2倍多403步。已知

奶奶这天走了3980步，爷爷走了多

少步？请你根据题意补充完成线段

图，并解答。

原题只是简单考查倍数关系，

焕新之后则要求把学生分析的过程

用数学的方式展示出来，直指学生

的思维过程：科学、严密、合理。

3.发现与解决共载

在“不超标”“不超前”的前提

下，让学生发现问题，学会提问，因

问而学，问学交融，避免低频和低水

平的操练，向高频和高水平的高阶

思维挑战。

三、突围路径：达于素养，服务
未来

未来已来，传统应试教育下培

养出来的教师应扪心自问：我准备

好了吗？我改变教学方式和命题模

式了吗？命题应更具挑战性，有生

长发展的空间，让不同层次的学生

有“得”的可能。

命题突围要达于素养，必须服

务学生的未来和自身发展的需求，

还应把握六个核心素养的真正内

涵：数学抽象、直观想象、数据分

析、数学运算、逻辑推理、数学建

模。通过对小学高段数学命题的

焕新设计，笔者认为要改变考试单

一分数视角，让“与日俱新”的命题

能够体现学习导向，这也对教师的

自身素养提出了挑战。教师应做

读懂学生需求的分析师，做重组课

堂的设计师，做链接未来的策划

师，任重而道远。

□杭州市西湖区闻裕顺学前
教育集团（总园） 龚周丽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条

件，身处城市的孩子却与之相隔甚

远，自然教育势在必行。本文基于我

园实际情况，探讨如何开发利用幼儿

园的自然资源进行自然主题教育。

一、幼儿园自然资源分析
幼儿园的自然资源有着多样

性、可变性、开放性、可行性等特

性。只有准确分析资源的属性并进

行筛选与处理，自然资源才能被运

用到自然主题教育中。

（一）多样性

幼儿园的自然资源包含生物资

源、气候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这

些资源类别互相交织，形成丰富的

幼儿园自然生态圈。又因四季交

替，自然资源随之变化，呈现出多种

多样的形态。选择并运用好自然资

源，必须全面观察、大胆挖掘、巧妙

链接、专业设计。

（二）开放性

自然资源在幼儿园的教育活动

中属低结构材料，没有特定的操作

步骤和发展目标，幼儿可以根据自

己的想法随意组合和创作，发挥想

象力和创造力。自然资源的开放性

要求教师对资源作出更多的整合、

变换的思考，在操作时间、操作空

间、操作周期三方面给予幼儿更大

的弹性支持，满足不同发展水平的

幼儿需求。

（三）可变性

自然资源是动态变化的资源，

每一刻都在变化和发展中。比如：

种子发芽、蜗牛产卵、风吹云走、破

茧成蝶、凝水成冰等，这是向幼儿展

现发展变化最好的方式。因此，教

师应抓住自然资源的变化规律思考

主题设计，调整主题走向，生成更多

符合幼儿需求的活动。

（四）可行性

自然资源是常规幼儿园都存

在的资源，无需特意创建或采购，

对于教师而言，取之方便又经济，

是可行的研究对象，大多数幼儿园

可使用。

二、幼儿园自然主题教育活动
组织策略

（一）追随幼儿兴趣，生成主题

活动

自然主题教育活动在幼儿与自

然环境的互动中，能更紧密地追随

幼儿的兴趣发展，体现幼儿已有经

验和现有水平。因此，自然主题教

育活动主要关注幼儿与自然环境互

动中的偶发事件与问题生成。

1.偶发事件生成主题

自然资源的可变性带来幼儿在

互动体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易产

生偶发事件。教师应基于偶发事件

中的自然资源优势生成主题教育，

促进幼儿在原有经验水平上的发

展，帮助幼儿从一开始的无意注意

学习，逐步向有意注意学习发展，深

入探究的意识逐渐增强。

2.幼儿问题生成主题

问题是学习兴趣的体现。基于

幼儿问题生成主题能很好地满足幼

儿需求，帮助幼儿获得发展。例如

当看到孩子们对蜗牛感兴趣，愿意

探究观察蜗牛，教师可以和孩子们

一起饲养，在饲养观察过程中发现、

了解蜗牛的基本特征、生活习性等，

丰富孩子们对蜗牛的认知，初步探

究卵生动物的生命周期。

（二）筛选匹配重组，做好主题

设计

自然资源种类多，实施路径不

同，根据自然主题需要，首先对幼儿

园自然资源进行筛选与匹配，并重

组为不同的资源类型，匹配具体活

动和发展目标。

幼儿园根据活动需要，可将同

级资源进行更多类型的匹配，形成

多种类型，满足主题开展需要。同

时，依据自然资源筛选与匹配表预

设主题教育活动内容，留白部分追

随幼儿需求生成与追踪。

（三）融合资源与活动，做好主

题执行

自然资源在主题教育活动执行

的各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应事先

做好融合资源与活动的准备。这就

需做好场地、材料、现场管理的准备。

活动开始后，按照预先设计的

方案，场地上的工作人员各司其职，

及时记录每个幼儿参与活动的情

况。活动结束后，及时总结经验，收

集案例，进行审议。

（四）回归自然生活，形成园本

课程

挖掘当前园所的环境特点，因

地制宜地发挥自然教育的园本化特

点，充分引发幼儿对自然材料的观

察、探究与思考，培养一群热爱生活

的孩子。以我园自然教育课程为

例：形成以四季流转为线索的四季

自然教育大主题，结合室内外联动

的生活圈游戏活动，为幼儿适应自

然、适应生活做准备，利用园内自然

资源开展探究活动，以季节庆典节

日的方式支持幼儿进行自我表达与

创作。

（五）主题全程审议，多元评价

跟进

为确保自然主题活动的科学

性，需要进行全程性的审议与评价。

1.主题前审议

运用“三线、一网、一图”策略。

“三线”是指梳理幼儿经验线索、主

题核心目标线、主题发展线；建立

“一网”关系，是帮助教师理清生活

课程与教材活动间的关系，这是园

本化的思想核心；“一图”是采用思

维导图的方式，对原主题活动与园

本化活动的脉络进行再次梳理，教

师要做的是审视教育资源介入的可

能性。

2.主题中审议

在实施中采用先行班、视频直

播活动、日研讨等策略，及时发现主

题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组织教师研

讨，及时调整并优化，再实施，并反

思记录。

3.主题后审议

实施后进行主题反思与评价反

馈，总结活动中的发现，并及时进行

方案调整，做好调整优化前后的对

比，帮助教师清晰地看到审议前后

的变化，形成成熟主题包。

自然主题教育需要三位一体开

展教师评价、家长评价、幼儿评价。

教师对幼儿的成长评价是评价自然

主题教育的主要标准，主要考察活

动是否激发幼儿的好奇心，是否有

利于养成幼儿的科学探究素养，是

否帮助幼儿获得全面发展；家长评

价包含对课程内容满意度评价、幼

儿参与态度和言行变化评价，是幼

儿成长与自然教育效果的重要参

考；幼儿评价是幼儿参与活动中，对

单项活动、主题活动的喜爱程度、主

要知识点、重要情感表达、学习过程

记录的反馈，是自然主题教育成效

的重要依据。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龙川小学
朱小林

错题本既是学生积累学习经验和学习资

料的宝库，也是教师发现教学问题，改进教学

方法，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的重要手段。本文

以小学数学教学中错题本的运用为例，重点

阐述以下内容：一、错题本是教师反思教学的

依据；二、错题本利于教师进行因材施教；三、

错题本是学生个别化学习的材料。

一、错题本是教师反思教学的依据
学生在做题的过程中出现错误是难免

的，通过制作数学错题本，可以让教师明确教

学中的缺失，从而检查自己的教学行为。因

此，在教学时要充分利用错题本这一资源，让

错题成为“开启智慧的宝贝”。

1.精选错题成例题

根据信息的传递与保持规律，教学中的

反馈必须留出时间，留足空间，边讲边练，讲

练结合，使师生有思考的空间，达到有效调控

的目的。因此，针对学生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把错题本中的错题当作

例题在课堂上讲解，往往事半功倍。

2.正误比较效果好

在教学中，教师要及时地引导学生利用

错误进入积极地思考、探究、倾听与评判状

态，让思维“动”起来。在讨论中，学生的思维

发生碰撞，能看到问题的不同面，同时对自己

和他人的观点进行反思和修正。在此基础

上，教师可以进一步要求学生编类似的题目

来强化巩固，教学目标就会比较顺利地达成。

二、错题本利于教师进行因材施教
根据错题本，教师在教学中可以照顾到

个体差异，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针对不同

的学生设计针对性的作业。同时要确保作业

有典型性、启发性和系统性，从而达到举一反

三、事半功倍的效果，真正体现轻负高质。

1.作业设计分层次

根据不同的学生，将作业难易程度分为

低、中、高三个层次。例如，在二年级下册学

完《解决问题》后，按照“低—中—高”分别设

计了如下作业：①小明今年12岁，比爸爸小

26岁，爸爸今年几岁？②小明今年12岁，比

爸爸小26岁，今年爸爸和小明共几岁？③小明今年12岁，爸

爸38岁。当小明34岁时，爸爸几岁？

这种作业设计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避免作业的单调、

枯燥，同时也让学生在解题的过程中更快掌握知识要点，提高

其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2.作业设计多样化

教育心理学研究证明，任何一种活动必须促进活动者内部

的体验，引起学习活动的兴趣，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因此，在教

学中，有趣的、探索性的活动成为数学学习的主要形式之一。

学生的数学学习可以采用实验操作、自主探索、大胆猜测、合作

交流、积极思考等活动方式。

总之，教师应从优化作业布置入手，在“内容精”“形式新”

“设计巧”上下功夫，真正使数学作业发挥它应有的效能，把学

生从繁重的作业中解放出来。

三、错题本是学生个别化学习的教材
错题本将每位学生各种情况下的错题都按本来面目集中

到一起，记录着属于学生自己的错误“足迹”，为学生巩固知识

提供准确的依据。

1.错题本作为经典资料

当把错误汇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就能看出其中的规

律。这个规律可以帮助学生找出错点，分析错因，并作出对

策，避免下次出错。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以错题管理为依

托，精选适合自己的资料和有必要多做的练习，采取相应的

纠错补救方法。

2.错题本要经常阅读

错题本建立以后，要充分利用，定期翻看。根据德国心理

学家艾宾浩斯研究的遗忘曲线，要求学生对纠正的错误在第1

天、第2天、第5天、第10天、第20天重新阅读，系统阅览错题

本。在翻看的同时，将各种错误的类型分类归纳，从规律中发

现自己的问题症结所在，分析能力也会逐渐得到提高。

3.错题本要相互交流

在课堂上利用一定的时间，根据不同学生提供的错题本，讨

论大家的共同问题。在进行这些讨论时，教师要舍得给予时间，

并发挥一定的主导作用，使讨论更有效，同时做到收放适度。当

讨论冷场时，要及时启发，打开学生的思路；当讨论偏离主题时，

要及时引导；当意见有分歧时，要及时组织评议；当讨论激烈但

时间不够，而问题又很关键时，可将讨论情况进行小结，提出进

一步思考的方向，让组长负责继续讨论，下次汇报结果。

四、错题本运用的效果评价
评价是反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评价的反馈是无效

的。应采用纵向评价方式，与学生的过去相比，哪怕只是微小

的进步，都要给予鼓励。运用错题本以后，教师本身的教学行

为发生了改变，遇到教学问题反思成为自觉行为，从反思中得

到了很多启示，自己的教学经验变得丰富了，教学水平也有一

定的提高。学生不再害怕错题了，学习氛围更好了，有了经常

讨论探究的学习习惯，自己的学习问题在轻松的活动中得到解

决，学习的积极性自然也就更高了。

总之，要提高学生的作业质量，教师要在作业这一领域勤

勤恳恳地劳作，查究改错。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让作业真实

地反映教与学的质量，从而使教师能够及时调整教与学的活动

过程，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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