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小学数学文化研究子课题名单(第一批)

地区 序号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承担单位

沙坪

坝

1
数学文化融入小学数学课堂的教学实践研

究
张焕颢 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

2 小学数学文化校本优化的实践研究 吴行鹏 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

3
以数学文化激发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实践

研究
张夜生 重庆大学城第一小学校

4
植根数学文化的学科“书香课程”建设实践

研究
傅刚 重庆大学城第二小学校

5 小学数学文化教学策略研究 苏艺 沙坪坝区凤鸣山小学校

6
数学文化在小学数学课堂中渗透的实践研

究
何均 沙坪坝区富力南开小学校

7 数学文化对小学生数学学习行为的影响 何俊伟 沙坪坝区高滩岩小学校

8 在导学环节中渗透数学文化的实践研究 付东南 沙坪坝区歌乐山小学校

9 在课堂中渗透小学数学文化的实践研究 谷英 沙坪坝区康居西城小学

10
以数学名人提升小学生数学情感的实践研

究
唐传友 沙坪坝区莲光小学校

11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的数学文化渗透的

教学策略研究
杨荣霞 重庆市第六十四中学

12 在课外活动中渗透数学文化的途径研究 张鹏 沙坪坝区南开小学校

13
利用数学文化提升小学生数学素养的实践

与研究
张越 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小学校

14 开设数学文化校本课程的实施研究 陈瑞国
沙坪坝区回龙坝镇三桥小

学校

15 小学数学文化实践探索与优化策略 周莉 沙坪坝区森林实验小学校

16
渗透数学文化，提升学生数学素养的实践与

研究
杨顺洲 重庆市沙坪坝小学

17 小学数学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陈建平 沙坪坝区儿童艺术学校

18 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实践探索 郑洪莲 沙坪坝区新桥小学校

19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教学策

略研究
王小燕 沙坪坝区育英小学校

20 数学文化与课堂教学融合的实践研究 熊攀 沙坪坝区树人景瑞小学校

21 “小学数学文化”阅读课的实践研究 刘芳 沙坪坝区第一实验小学

22
环境数学文化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的策

略研究
黄自萍 沙坪坝区双碑小学校

23
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融入数学文化的策

略研究
周西敏 沙坪坝区覃家岗镇小学校

24 把数学文化融入课堂教学的策略研究 蔡意霞 沙坪坝区天星桥小学校



25 小学数学文化校本教材编写与实践研究
徐琴、袁小

会
沙坪坝区杨公桥小学校

26
数学文化视野下小学数学活动开发与实施

研究
犹明才 沙坪坝区西永第一小学校

27 小学数学文化浸润数学课堂的实践探索 赖维君 沙坪坝区远祖桥小学

28 小学数学文化与校本课程建设研究 邓永华 沙坪坝区树人小学

29 开展数学文化社团活动的实践研究 官建 沙坪坝区石井坡小学学校

30
小学数学文化微课资源包的开发和使用研

究
郭先富

沙坪坝区融汇沙坪坝小学

校

31 数学文化主题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实践研究 云杰 重庆大学城人民小学校

32 课堂中融入数学文化 提高课堂教学效益 姜永宏 沙坪坝区树人凤天小学校

忠县

33
数学文化对小学生数学素养提升的影响研

究
牟方红 忠县新生镇中心小学校

34
数学文化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渗透的创

新研究
周世旺 忠县任家镇义兴小学校

35 数学文化在小学课堂教学中的创新研究 龙福顺
重庆市忠县善广乡中心小

学校

36
利用小学数学文化丛书，提升学生数学素养

的研究
聂宗权 忠县乌杨镇中心小学校

37 数学文化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研究 孙海君 忠县石子乡中心小学校

38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研究 谭永江 忠县洋渡镇同合小学校

39 构建小学数学文化，提升学生数学素养 袁小斌 忠县洋渡镇蒲家小学校

40 数学文化在小学课堂教学中的创新研究 孙善文 忠县洋渡镇中心小学校

41
数学文化融入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策略之研

究
张伟 忠县东溪镇中心小学校

42
数学文化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的创新研

究
彭六生 忠县复兴镇中心小学校

43 数学文化对小学生数学学习的影响研究 姚华山
忠县磨子土家族乡中心小

学

44 数学文化渗透的教学策略研究 石开华 忠县石宝镇中心小学校

45 数学文化的实践探索与优化策略 陈俊娇 忠县汝溪镇中心小学校

46 数学文化对小学生数学学习影响研究 刘继兴 忠县野鹤镇中心小学校

47 数学文化对小学生数学学习影响研究 汪仁平 忠县官坝镇碾盘小学校

48
农村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融入数学文化的

创新研究
易斌 忠县官坝镇丰收小学校

49
数学文化对小学生数学素养提升的影响研

究
何中文 忠县马灌镇中心小学校

50 数学文化在小学课堂教学中的创新研究 吴孟飞 忠县双桂镇中心小学校

51
数学文化对小学生数学素养提升的影响研

究
付正海 忠县双桂镇仁和小学校

52 数学文化对小学生学习兴趣的影响研究 刘五九 忠县新立镇精华小学校



53 数学文化的实践探索与优化策略 江庆文 忠县拔山镇中心小学校

54 数学文化在小学课堂教学中的创新研究 黎万菊 忠县永丰镇中心小学校

55 数学文化与校本课程的建设研究 李光春 忠县永丰镇凌云小学校

56 数学文化对农村小学数学兴趣培养研究 杜华明 忠县拔山镇庙垭小学校

57
数学文化对小学生数学素养提升的影响研

究
吴灿华 忠县三汇镇中心小学校

58 数学文化促进小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研究 李云勇 忠县白石镇中心小学校

59 数学文化对小学生数学学习影响研究 冉武群 忠县白石镇巴营小学校

60 小学数学教育中渗透数学文化研究 成隆堂 忠县黄金镇大岭小学校

61 小学数学文化课程的实施研究 王淑琼 忠县忠州第二小学校

62 数学文化的实践探索与优化策略 陈仕向 忠县忠州第四小学校

63 渗透数学文化的教学策略研究 郭春花 忠县甘井小学校

64 数学文化对小学生数学学习影响研究 谢奎 忠县新立镇中岭小学校

65
数学文化对其他学科学习与发展的影响研

究
邱关洪 忠县实验小学

66 数学文化对小学生数学学习的影响 李仙波 忠县涂井小学

67 数学文化对小学生数学素养提升的影响 徐光权 忠县新立小学

68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研究 成国 忠县太集小学

北碚

69
小学数学文化之“微课”模式实践研究申请

书
冯永权 西南大学附属小学

70
数学文化丛书对课堂教学渗透数学思想的

影响研究
江义玲 北碚区复兴镇中心小学校

71 数学文化的实践探索与优化策略
郭勇、张泽

庆

北碚区实验小学、北碚区

教师进修学院

72
数学文化丛书对小学生数学素养提升的影

响研究
张力 北碚区朝阳小学

江北 73 在小学中高段中渗透数学文化的实践研究 江艳 江北区华新实验小学校

大足 74 儿童数学文化教学实践研究 刘圣萍 大足龙岗一小

江津 75 小学数学文化课程资源优化的案例研究 邹权伟
重庆市江津区四牌坊小学

校

贵阳

76 数学文化促进小学生数学学科素养的研究 刘露 贵阳市东山小学

77 数学文化促进教师专业发展途径研究 毛树明
贵阳市观山湖区外国语实

验小学

78 实施数学文化主题活动的实验研究 陈冲
贵阳市师范学校附属实验

小学

79
在数学文化主题活动中提升小学生数学学

习兴趣的研究
智敏 贵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80
数学文化在小学《数学思维拓展训练》校本

课程开放中的实践与探索
刘明蓉 贵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81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策略探 邹红梅 贵阳市城西小学



究

82
通过数学文化主题活动促进学生学科素养

的实验研究
汪伟 贵阳市南明区甲秀小学

83 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数学思维培养的研究 毛良书 贵阳市三桥小学

84
数学文化对促进小学生数学精神形成的实

验研究
李长琴 贵阳市第四实验小学

85 数学文化校本课程的实验探究 杜鹃 贵阳市省府路小学

86 数学文化主题活动的实践与探索 赵瑾 贵阳市南明区南明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