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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micro class is gradually introduced into primary school classroom，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ombination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micro class from two aspects： one is 

to demonst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micro clas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 based on the defect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the other is to 

explore the feasible combination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micro class， so as to provide ideas for 

relevant practice Lear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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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微课被逐步引入小学课堂的背景下，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小学数学与微课的结合，一是以当下小学数学

教学中存在的缺陷为出发点，论证微课对提高小学数学课堂质量的意义；二是探讨小学数学学科与微课可行的

结合方式，从而为相关实践提供思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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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缺陷 

在基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小学教育也

进行了课程设置创新，教学理念革新，授课模式改革。

尽管如此，小学教学中仍然存在尚待完善之处。部分

地区小学教师仍然在旧的教学理念的指引下，遵循固

有的授课方法与教学纲领，“灌输式”教学法并未退出

历史舞台，教师们给“死记硬背”法贯以勤奋之名，而

不注重教学质量的提高，以及如何传授正确的学习方

法。在小学教学中，应试仍然是贯穿整个教学体系的

重中之重。以应试为导向，教师的教学出发点是如何

帮助学生的提高在成绩上得到直观的反应，学生的一

切行为受到如何能够获得高分的支配，无疑这不利于

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不同的教师对新课标教学内

容的理解不尽相同，因而导致部分教师对教学内容的

理解在认知方面存在偏差。。部分教师将小学数学教

学的着眼点放在创新上，讲授的内容过偏过难，一味

的追求标新利立异而违背了教学的客观规律，未考虑

到小学生的认知能力与理解水平，导致教学创新走向

失败。而在教学评价中，教师们未针对各个具体的同

学量体裁衣，而是关注整体的平均水平，缺乏针对性，

对于学生数学能力的提高作用甚微。对此，微课为弥

补数学教学的缺陷提出了良好的解决方案。 

2. 微课应用课堂提高教学质量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

进，众多高精尖的智能技术已经普及开来，与人们的

工作、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微课就是这样一个科技

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微课应用于小学数学课堂可以充

分的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小学生更加积极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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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数学课堂之中。微课不同于传统的教学方式，它

短小精悍，微课内容通过视频进行教学，教师在微课

上准备教学素材较为轻松，学生登录平台进入微课学

习也较为方便，学生通过微课可以快速找到教学内容

的重难点，由此可见，微课是便利于教师和学生双方

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所以，小学数学教师可以通过

微课高效的进行备课，通过微课展示精美的数学教学

课件，如此可极大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2.1 微课引导学生感受数学之美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站于三尺讲台，让学生

们阅读相关数学教材，这容易让学生疲惫厌学，学生

的这种消极情绪会给数学课堂教学带来负面影响。学

生没有对数学知识的求知欲，对其不感兴趣，没有好

奇心，学习效果自然大打折扣。通过微课，教师在平

台上展示精美的数学模型和有趣的数学故事，学生的

求知欲自然而然就会得到很大提升，通过这种有趣的

形式进行教学，学生可以更加高效的吸收相关的数学

知识，更好的掌握数学原理，进而更好的感受数学之

美。 

2.2 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在信息化时代的大背景下，电脑手机等移动端的

广泛适用为微课广泛应用于小学数学教学提供了硬

件支撑。微课可适用于课前预习，课中学习与课后复

习的各个环节，授课时间地点的自由选择给予了学生

较大的便利。此外，微课的又一大特定在于能够满足

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能够使学生学习数学更有针

对性。理解能力强的学习可以选择微课中课后拓展以

及深入的课程进行学习以扩充自己的知识面，而学习

能力较弱的学生可通过微课进行课堂内容的巩固与

再次学习，帮助其更好的掌握相关知识。 

3. 微课教学在小学数学课堂应用的利弊分

析 

3.1 微课教学在小学数学课堂应用的利好 

众所周知，数学这门学科众多知识都是抽象难以

理解的，而对于缺乏逻辑思维的小学生来说，小学数

学的学习难度较大，新知识的理解与运用需要一段长

时间的过程，然而大部分不具有耐心的小学生对于具

有难度的数学知识都会产生排斥情绪，这种现象在小

学数学教学过程中较为普遍，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小学

生缺乏学习数学的兴趣，没有求知欲，另一方面教师

的教学方法太过于传统、枯燥，使得本身逻辑性较强

的数学学科在教学过程中变得更加晦涩难懂。由此可

见，教师必须打破传统的小学数学教学模式，利用微

课的特色来调动小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毕竟对于小

学生而言，要想让他们提高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本身

就是另外一个极大的挑战，在小学数学课堂提高教学

效果只能交由数学教师努力改革自身教学方式。微课

就是小学数学老师的教学模式改革利器。微课的应用

可以大大提高小学生的好奇心和对数学知识的求知

欲，微课的运用势必倒逼教师创新自己的教学授课方

式，在有趣的课堂氛围和精美直观的数学教学课件中，

小学生将积极主动的投入到课堂，无疑会大大提高小

学数学课堂的教学质量，此为微课为小学数学课堂带

来的利好方面。 

3.2 微课教学在小学数学课堂应用的弊端 

微课教学的应用在为小学数学课堂带来利好的

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其在教学过程中易呈现出来的弊

端。微课教学之所以便利于师生，是因为其表现形式

主要为视频，然而这也是其弊端的源头。不同于传统

课堂，微课教学不再需要三尺讲台、一块黑板和三寸

粉笔，其微课视频播放所需的常见设备为电脑、手机

等。微课对于这些通讯设备的要求将为三类主体带来

不便。首先，对于小学生来说，电脑和手机不仅仅是

播放微课的设备，更是玩游戏、看电影和电视剧的工

具，正在上微课的小学生面对电脑、手机的诱惑本身

就是一项极大的考验，如若控制不住停下课来玩起游

戏或看剧无疑是违背了微课教学提升教学质量的初

衷。其次，对于家长而言，微课视频的播放需要这些

价格不低的完整设备，这势必给普通家庭的家长增添

一些经济负担。最后，对于教师来说，微课教学需要

操作这些设备，方式有些困难，年龄较大不善于玩手

机、电脑的教师将会感到有些不便。以上为微课教学

为三位主体带来的不便，同时也是其在小学数学课堂

应用的不可忽视的弊端。 

4. 微课有机融入小学数学课堂的路径 

4.1 增加课堂的趣味性 

之所以要强调小学数学课堂的趣味性，是因为小

学数学课堂教学对象是年龄尚小的小学生，小学生对

于有趣的事物充满了好奇，这种好奇心会促使他们认

真学习数学课堂所教学的内容。在数学微课教学过程

中，小学数学教师可以在微课教学视频中设置有趣的

数学小游戏，在游戏里结合本堂课需要教学的数学知

识，小学生将会全身心投入到这种有趣、轻松的课堂

中，在游戏玩耍的同时将数学知识潜移默化的吸纳进

自己的脑海里，往往这种自主吸收的知识才是根深蒂

固不易忘记的。另外，数学教师在微课里还可以创设

有趣的数学故事情境，让小学生们积极参与进来，发

挥自己的想象，主动练习数学，尽情享受数学的逻辑

之美。例如，在小学数学中学习三角形稳定性时，小

学数学教师可以先给小学生们分好讨论小组，由组内

讨论自己生活中常见的三角形，再共同思考探究为什

么三角形的物体不容易变形，而有的形状如平行四边

形却容易变形。当然，教师还可以引导小学生模仿微

课里的教学视频动手做相关的数学小模型，利用三条

小木片和三颗小图钉制作三角形的物体，再利用四条

小木片和四颗小图钉制作四边形的物体，再比较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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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物体的牢固程度，哪个不容易变形。这种情景式教

学可以迅速让学生进入到研究者的角色，学生将会对

课堂教学的数学知识理解得更加深刻透彻。 

4.2 利用小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其主动思考的习
惯 

小学生的年龄尚小，倾向于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事

物。学习也是如此，只有提高小学生的兴趣，着重培

养其独立思考、主动思考的能力，将能为其学习小学

数学学科创造有利条件。好奇心是人的天性，这种好

奇心让小学生产生学习数学的需求，同时这又是一种

学习动力。小学生对数学的学习探索就是基于好奇心

所引发的，这是一种对未知事物、未知领域的求知、

索知的过程。每个学习主体都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

学习是小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的行为，是任何人不

能代替，也无法替代的。每个小学生都具有“天赋”的

学习潜能和一定的独立能力，这需要小学数学教师的

正确引导与培养，先引发小学生对有趣的微课里数学

情景的好奇心，然后利用这种好奇心不断的锻炼小学

生对数学问题思考的能力，从而逐渐培养其独立思考、

主动思考的习惯。这种好奇的激发与主动思考的习惯

培养都可以通过微课教学的方式进行有机结合与实

现。 

4.3 教学节奏张弛有度 

无论是小学数学课堂还是其他学科的教学过程，

教师们都要讲究教学进度与节奏的快慢，教学的速度

过于急躁会让教学内容变得更加晦涩难懂，学生难以

短时间接受，从而产生学习数学的抵触情绪、排斥情

绪；教学的速度过于缓慢则会导致小学生对于课堂上

的教学内容失去新鲜感，失去对数学学习的积极性，

不利于小学数学教学的质量提高。所以，小学数学教

师可以通过微课来关注自己的教学进度，比如看自己

哪个重要章节的教学视频时间过短，甚至比普通章节

少很多，这可以为教师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节奏提供

可参考的依据。对于各个小学数学的教学章节，教师

在准备微课课件视频时可以把握重点章节和难点章

节的视频时长，保证让小学生可以在更长的教学视频、

更多的教学课时中充分且及时的吸收、消化知识。这

也是微课充分融入教师教学的路径之一。 

4.4 激发小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是以新颖独创的方法解决问题的

能力，这种宝贵的能力应该从小进行培养。微课教学

引入小学数学课堂为培养小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提

供了利好条件。教师在微课数学课件中设计较为开放

性的数学问题，要求小学生们至少提供三种解决方案，

用“求异”的思维去解决数学问题，有意识的去关注数

学现象的不同性与特殊性。 

在小学数学微课教学过程中，通过微课建构更加

直观的数学问题模型，由教师引导小学生有意识从常

规解题思维的反方向去思考数学问题，由此促进小学

生主动开展创新思维活动。如此引导，小学生在面对

新的数学问题时就会打破只有一种解题思路的惯性

思维模式，而学会用发散性的思维去看待和分析数学

问题。微课为小学生培养的发散性思维能够让小学生

面对数学问题产生多种思路和解决办法，所得小学生

从其中获得满满的成就感。当然，数学学科还非常注

重联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教

师可以通过微课把两个或多个有联系的数学问题模

型整合在一起进行教学，这有助于小学生面对一个数

学问题，可以联想到类似的问题从而举一反三得到解

决方案。 

5. 结论 

微课教学与小学数学课堂的有机结合是时代的

趋势，所有小学数学教师需要重点关注和学习微课在

小学数学课堂上的应用，使其与自己的教学风格和教

学模式有机结合在一起，让小学生在数学微课教学的

课堂上充分吸收数学知识，积极主动的提供多种解题

思路和思考方法，实现小学数学教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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