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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庭教育是三大教育支柱之一，是教育的重要根基．然而，中国家庭教育存在着严重的应试教育痕迹，多数家长
严重忽略了学生文化素养的培养，尤其是数学素养的培养．而数学文化不仅有利于小学生增加学习兴趣，还能开阔视野、提
高数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小学数学文化丛书》为家长提供了科学的家庭教育指导，为孩子提供了生动有趣的课外读物，是
渗透数学文化的有益素材．旨在通过家庭数学故事、家庭数学活动、家庭数学游戏、家庭数学表演 4 个方面探索在家庭教育
中渗透数学文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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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对数学文化有多种不同的认识， 早提出数
学文化的是美国数学家怀尔德（L. Wilder，1896—1982），
他认为数学是一个由于其内在力量与外在力量共同作用而
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文化系统[1]．其后，有学者认为
数学文化除了数学史之外，还包括数学概念、数学方法、数
学思想中揭示出的数学文化底蕴[2]．此外，有学者将数学文
化看做以数学科学体系为核心，以数学的思想、精神、知识、
方法、技术、理论等所辐射的相关文化领域为有机组成部分
的一个具有强大精神与物质功能的动态系统[3]．数学文化是
数学知识、数学精神、数学思想、数学方法、数学思维、数
学意识、数学事件等文明的总和[4]．它可以让学生感知数学
内涵、感受数学美、品味数学思想、提高数学学习兴趣，是
推进小学素质教育活动的重要载体．中国义务教育课程标准
（2011 年版）明确提出：“ 数学文化作为教材的组成部分，
应渗透在整套教材中．为此，教材可以适时地介绍有关背景
知识，包括数学在自然与社会中的应用、以及数学发展史的
有关材料，帮助学生了解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数学的作用，激
发学习数学的兴趣，感受数学家治学的严谨，欣赏数学的优
美．” [5]现行的小学教科书主要通过“ 数学广角”、“ 数学家
故事”、“ 你知道吗？”、“ 数学万花筒”、“ 数学阅读”、“ 数
学欣赏” 等栏目在教材中呈现数学文化，但受篇幅所限教材
中的数学文化素材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国外小学
数学教材专门设立家庭数学栏目弥补教材和课堂教学中素
材不足和活动缺乏的问题，如美国加州教材家庭数学栏目
MATH at HOME[6]推荐课外数学科普读物并提供家庭活动
指导；新加坡小学数学教材设立 Home Maths[7]针对学习内
容给予家长在家庭教育中渗透数学文化的建议． 

家庭教育作为教育的三大支柱（社会教育、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之一，是教育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工程，它对于
儿童的健康成长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8]．《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也“ 明确指出充分
发挥家庭教育在儿童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家长要树
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尊重子女的健康
情趣，培养子女的良好习惯，加强与学校的沟通配合”．家
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让孩子在活动中、游戏中提高文
化素养和综合素质． 

家庭教育以其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和贴近生活的优势
成为渗透数学文化的有利土壤，但如今的数学家庭教育因不
科学的教育方法和功利的教育目标，已变为应试教育的延
续，对孩子的综合发展带来严重危害．有研究显示，家长对
考试成绩重视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9]．在
望子成龙观念的驱使下，部分家长强迫孩子盲目参加多种课
外补习班特别是数学补习班，这不仅牺牲了亲子活动时间，
还容易使孩子失去学习兴趣．此外，多数家长将数学学习方
式局限于书面作业．为了提高孩子数学成绩，盲目购买教辅
资料，简单重复的机械训练，挫伤了孩子的学习积极性，加
重他们的负担[10]．实际上，数学家庭教育不应停留在完成
书面作业，更不应该死记硬背公式定理．数学教学由于“ 传
授知识”的传统观念及考试的有力导向，过分着重具体知识，
尤其着重定义、结论和各种操作步骤．学生很少有“ 失败的
教训与成功的经验”，并未养成动脑筋的习惯与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之能力[11]．因此，家庭教育中家长需要淡化应试教育
痕迹，重视孩子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和数学素养的提升，通过
“ 用数学”、“ 玩数学” 的生活情景丰富孩子的数学活动经验． 

然而，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导，多数家长很难充分发掘和
利用生活中的数学文化素材．《小学数学文化丛书》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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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了数学文化科普读物的缺失，它为家长提供了指导，为
孩子提供了生动有趣的课外读物，让小学生在喜闻乐见的数
学故事中体会数学文化，开阔视野，提高数学素养．它包括
《生活与数学》、《数学家与数学》、《历史与数学》、《艺术与
数学》、《游戏与数学》、《科学与数学》、《环境与数学》、
《自然与数学》、《健康与数学》、《经济与数学》共 10 册，以
彩色连环画的形式呈现了近二百个生动有趣的数学故事，包
括日常生活、自然、环境、健康、艺术、科学、游戏、数学
发展史和经济发展过程以及数学家思想等方面的内容．此
外，丛书还为读者陈列出每个数学故事包含的数学知识点、
数学思想方法以及相关拓展活动． 

作为家庭教育的读本《小学数学文化丛书》可以帮助家
长挖掘生活中的数学元素和场景．针对不同的故事类型，家
长可以通过家庭数学故事、家庭数学活动、家庭数学游戏、
家庭数学表演的方式引导孩子感受生活中的数学文化，体会
“ 数学有用” 和“ 数学好玩”． 

1  家庭数学故事 

讲故事是渗透数学文化的重要方式，家长可以利用讲故
事的方式将数学知识和思想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这样不
仅避免了抵触情绪还能培养数学和阅读兴趣．此外，在读懂
故事的基础上，小朋友可相互讲故事，从而增进内容和知识
理解，提高数学表达能力． 

讲数学故事可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引导数学理解并激
发探究兴趣．以《蜘蛛吐丝》[12]为例：故事主人翁在森林
公园发现蜘蛛网都接近圆形，小伙伴们感到不解．博士引导
大家用数学方法分析原因．这时，妮妮发现一只蜜蜂被蛛网
粘住，蜘蛛迅速移向猎物．小朋友感到疑惑：蜘蛛视力很差，
它是怎么看到猎物？机器人解释道：蜘蛛靠着蛛丝的振动来
判断投网者的位置和大小．大自然中的奇妙现象让小朋友感
受到自然与数学知识的紧密联系．故事中包含了三角形、四
边形、圆、位置确定、倍数、 值问题、概率问题和建模思
想、数形结合、函数思想．父母讲故事时，可参考以下方法：
（1）情境创设：父母带领孩子观察蜘蛛网的形态和特征，并
通过故事激发孩子的求知欲．（2）引导思考：父母在适当的
时候可引导孩子用数学知识思考蛛网接近圆形的原因． 

（3）猜想探索：父母让孩子针对问题自由地探索原因并提出
猜想．（4）数学建模：针对年级较大的孩子，家长可指导其
将蛛网问题抽象转化为“ 定周长面积 大问题”，建立数学
模型．（5）解释现象：由于蜘蛛吐丝量一定，当蛛网圆形时
其面积 大，能捕获昆虫的概率更大．这个过程能让孩子体
会数学建模的基本步骤和数学在大自然中的巧妙应用． 

数学故事可以呈现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这有利于
孩子从数学史中了解数学的来龙去脉，从而拓展视野、提高
学习兴趣．以《分数的由来》[13]为例：故事主人翁穿越到
古代探索分数的产生．古人在度量和均分土地时很难得到整

数结果，这促使了分数的出现．古埃及《阿默斯纸草卷》中
早出现了分数．之后，中国数学名著《九章算术》的“ 方

田章” 中，也有关于“ 约分”、“ 通分”、“ 合分”、“ 减分”、
“ 乘分”、“ 经分”、“ 课分”、“ 平分” 等分数运算法则的记载，
比欧洲早一千四百多年．在学生学习完《分数的初步认识》
之后，父母可用讲故事的形式为孩子介绍分数的产生过程、
分数的表示方法并渗透数形结合、数学抽象的思想． 

2  家庭数学活动 

数学家庭活动不仅能给予孩子良好的数学活动体验还
能增进亲子关系，提高学习兴趣和动机，促进数学知识、方
法、思想的渗透．家庭活动设计涉及 3 个主要步骤．（1）生
活情景的选择．生活中处处有数学，丛书中许多数学故事都
源于生活如：《起床后的学问》、《跳蚤市场》、《爱护“ 眼睛
宝宝”》、《舌尖上的学问》等，这些故事可以帮助家长找到
“ 用数学” 的生活场景．（2）数学文化的挖掘．《小学数学文
化丛书》每本书的封二上为家长提供了故事中的数学知识点
和思想方法，可以成为参考和指导．（3）将故事内容创造性
地与生活结合．家长可根据现实情景将书中的数学故事和拓
展应用活动在生活中重现，为孩子提供用数学的机会． 

家庭活动中处处有引导孩子应用数学知识解决现实问
题并渗透数学文化的场景．以《暑假出游计划》[14]为例：
小伙伴们计划到海洋公园、游乐园、军事博物馆游玩，出行
前他们预先安排出行路线和交通工具．博士引导大家将景点
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情况绘制成简易地图，然后讨论出省时经
济的出行方案．故事中包含了绘图、计算、地理方位、数据
收集和 优化思想、统筹规划思想等诸多数学知识和思想方
法．家长在出游时与孩子共同设计旅游规划，可参考如下步
骤：（1）确定目标：讨论和明确旅游规划需要解决的问题． 

（2）资料查询：景点信息收集、景点选取、路线选择、食宿
安排、纪念品价格等．（3）方案设计和经费预算：根据收集
的信息制定不同的方案和经费预算表．（4）确定方案：家长
可与孩子一同讨论他们的计划，引导孩子体会统计、绘图、
计算、统筹在解决问题时的作用，共同形成更完善的旅游方
案．（5）实施方案：家长需要给予孩子充分的信任和鼓励，
发挥他们的主动性，让其做旅行的总管．（6）总结反思：旅
行结束后，父母可与孩子总结计划制定、经费预算、方案实
施等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波利亚解题 4

个阶段（理解题目、拟定计划、执行方案、回顾[15]）在生
活中的应用，它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孩子掌握应用数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思路，体会数学在生活中的价值． 

家庭活动中，父母可以与孩子共同经历发现问题、探讨
方案、应用数学知识实施方案的过程，其中渗透了数学思想
和问题解决思路．以《可怕的白色污染》[16]为例：小伙伴
们发现学校附近的白色污染十分严重，这会滋生细菌、污染
水源，于是他们决定调查塑料袋在商铺和家庭中的使用情



  94 数  学  教  育  学  报 第 24卷 

况．他们分别到附近商场、菜市场、快餐店收集塑料袋的使
用数量．在博士的指导下，小伙伴把收集的数据制成统计表，
初步分析发现超市和农贸市场塑料袋使用情况 严重．博士
告诫大家要在生活中要减少使用塑料袋，并介绍了减少白色
污染的方法如垃圾分类、垃圾处理厂等．故事中包含了数据
收集、抽样调查、统计表的制作、统计分析的知识和统计分
析思想．父母可以与孩子一起设计生活中的统计调查活动，
可参考如下步骤：（1）活动主题确定：可从生活中选取素材，
如家庭用水情况、垃圾分类情况、情况等．（2）活动方法选
取：针对所选主题让孩子在家长指导下设计统计方案并完成
简单的数据收集和分析．（3）调查结果呈现：根据数据分析
结果形成简单的调查报告．整个调查过程能让孩子体会数学
在生活中的应用和价值，能很大程度提高数学兴趣． 

3  家庭数学游戏 

美国著名数学科普作家马丁·加德纳认为，唤醒学生的
好办法是向他们提供有吸引力的数学游戏、智力题、魔术、

笑话、悖论、打油诗等．数学游戏对于学生而言比数学知识
更轻松有趣，可以使学生打破对数学的畏惧心理，在“ 数学
好玩” 中体会数学和数学文化的乐趣．《小学数学文化从书》
中有丰富的数学游戏，如《游戏与数学》中有 24 点大战、
七巧板、玩转火柴棍、俄罗斯方块骨牌魔术等，《艺术与数
学》中有折纸游戏、九宫图、水瓶琴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数学游戏不能止步于“ 好玩”，家长还需要在好玩的游戏中
引导学生去体会其蕴涵的数学知识、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 

数学游戏能让孩子体验参与式的数学学习，在游戏中应
用数学知识和思想方法，体会数学带来的成就感和乐趣．以
《24 点大战》[17]为例，故事中机器人为小伙伴带来了“ 24

点大战” 的游戏，游戏规则是任意 4 张扑克牌通过加减乘除
获得 24 点则获得胜利．这个游戏中蕴含着字母表示数、整
数混合运算和组合思想．它能激发孩子思考、提高计算能力
而且操作简单方便，适合在家庭活动如郊游、家庭聚会中 

使用． 

以《七巧板》[17]为例：故事主人翁去动物园游玩．机
器人告诉大家，动物园中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都可以用七巧板
拼接而成，这让小伙伴们对七巧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着，
机器人老师教大家用一张正方形的白纸制作出五颜六色的
七巧板．小伙伴们迫不及待地用自己制作的七巧板拼出各式
各样的图案，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作品．游戏中包含了等腰
直角三角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对称图形、组合图形、
角度等数学知识以及数形结合、图形变换的思想．家长与孩
子也可应用七巧板拼接出有趣的动植物．（1）制作七巧板，
家长为孩子介绍等腰直角三角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的几
何特征．（2）拼接人物：父母与孩子共同拼接出不同的场景
和人物，并渗透旋转、对称、组合等数学内容．（3）编故事：
用七巧板构造的人物编出有趣的故事．这个过程能让低年级

的小学生在玩七巧板的过程中了解几何图形的性质，欣赏数
学美并增强动手能力． 

4  家庭数学表演 

数学表达能力是数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学活动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多数学生在
与他人交流合作方面表现并不理想，应得到更多的鼓励和引
导[18]．家庭数学表演即为孩子提供了说数学的机会，有利
于数学表达能力的提高和数学知识与思想的理解． 

家庭数学表演为孩子提供了说数学的机会，有利于数学
表达能力的提高、数学知识的理解和数学学习兴趣的激
发．以《哪家更实惠》[19]为例：小伙伴发现两个超市别出
心裁的促销活动，新百货超市和时代购物中心分别用抽奖
（累计奖金 14 000 元）和打折（9.5 折）的方式吸引顾客．3

位小朋友立即就来了一场购物优惠大讨论．波波认为，站在
商家的角度如果两家商场的营业额都为 50 万，那么新百货
相当于打 9.72 折，时代购物更划算．天天有自己的理解，
如果营业额为 20 万，新百货等于打 9.3 折，新百货划算．大
家通过讨论和计算，发现营业额 28 万时，两家的优惠程度
一样大．如果站在顾客的立场，虽然新百货超市奖金较大，
但绝大多数顾客不能中奖，而时代购物中心却是人人都能得
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大家发现，原来同一个问题站在不同的
视角（商家、顾客）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故事中包含
了彩票中奖概论问题、商品打折问题和 优化思想和统筹思
想．设计数学故事剧本时，可参考如下方法：（1）家长扮演
商城的负责人，对自己的商场活动进行推销．（2）孩子和伙
伴对活动优惠（奖票概率和打折信息）进行分析讨论． 

（3）家长和孩子一同判断不同情况下哪家商场更实惠．孩子
可以在角色扮演和问题分析中能更深刻的理解数学知识，体
会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感受不同视角对问题结论的影响，
并提高数学表达能力． 

数学表演可以让孩子专研表演中的数学原理，从而促进
数学思想的理解．以《骨牌魔术》[17]为例，机器人将标有 1

到 10 的十张骨牌从做到右依次排列，让小朋友在不改变顺
序的情况下任意把骨牌从 左侧移到 右侧．移动骨牌之
后，机器人任意翻一张骨牌就能知道一共移动几次．实际上，
右侧第一张牌的点数既是移动牌的次数，而机器人通过任

意一张骨牌的点数和位置可推测出 右侧牌的点数．骨牌魔
术中包含了规律探索、逻辑推理、逆推方法、问题转化等数
学思想方法．在家庭聚会上，小朋友可以跟家人表演数学魔
术，并用数学原理揭开骨牌魔术的秘密．表演魔术的过程不
仅能给与孩子成就感，还能激发他们主动挖掘数学规律，感
受数学的无穷奥秘和神秘美． 

5  结 束 语 

数学家庭教育绝不能带有应试教育痕迹，家长需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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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教育方法，通过生动有趣的数学活动让孩子爱数学、
会学数学、会解决数学问题、会用数学语言与人交流．《小
学数学文化从书》为家长提供了设计家庭数学活动的指导，
它呈现了丰富的数学文化场景以及其中的数学知识和思想

方法．家长可通过家庭数学故事、家庭数学活动、家庭数学
游戏、家庭数学表演的方式将丛书中的数学文化素材创造性
地与生活情境相结合，在潜移默化中渗透数学文化，提高孩
子的学习兴趣和数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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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for Methods of Spreading Mathematics Culture in Family Education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s of Mathematics Culture Series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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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mily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thre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which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education. However, 

our family education focuses on examination. And most parents used to neglect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ultural literacy, 

especially mathematics literacy. The mathematics culture is beneficial for students to increase learning interest, broaden their 

horizons, improve mathematical literacy and cultural literacy. Mathematics Culture Series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provides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parents and reading materials for children.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ways of spreading mathematics 

culture in family education by family mathematics stories, family mathematics activities, family mathematics games and family 

mathematics performance. 

Key words: mathematics culture; family education; mathematics activities; mathematics games; mathematics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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