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10以内数的认识和加减法（一）

（一）单元教学目标

1．能认、读、写5以内的数，会用5以内各数表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物体的

个数、顺序位置，并能在同学之间进行交流。

2．认识5以内数的大小，认识符号“＞，＜，＝”的含义，能用符号和语言描述

5以内数的大小比较，体验比较数大小的方法。

3．初步体会加法与减法的含义，能熟练地口算5以内数的加减法。经历与

他人交流各自算法的过程，获得一些初步的数学活动经验。

4．规范书写数字、符号、算式，培养学生认真看、算、写的良好习惯。

5．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数学活动，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二）单元内容分析

10以内数的认识和加减法分成两个单元安排。第1单元是5以内数的认识

和加减法，第2单元是6～10的认识和加减法。本单元是学生学习认数与计算的

开始，也是进一步学习数学的最重要的基础，让学生切实打好这一基础并对数学

产生兴趣，这对学生今后学好数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单元的知识是学生在学习了准备课“上学了”，对1～10各数有了初步感知

之后学习的。内容包括：1~5各数的数、读、写；0的认识；数序及数的大小比较；5
以内数的加法；5以内数的减法。

在内容的编排上，1~5各数的认识相对集中编排；认数与加减计算穿插进行，

适当结合；加强对数的认识的教学（数的基数、序数含义；数的认、读、写；数的顺

序；数的大小比较和数的组成），适当渗透集合、对应思想，注意将数和图形适当联

系（结合认数出现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圆等教具），尊重学生个性化的算法。

[单元教学重点] 1～5的认识和加减法计算。学生对数的认识过程，是

一个由外显性行动转化为内向性心智活动的过程。教科书通过摆一摆、划一划、

圈一圈、分一分等活动，注重让学生初步地、较为明确地认识5以内的数。

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在长期的计数中，5的使用频率很高，计数最方便。如

一只手有5根手指，算盘上以1代5，人民币有以5作量词的币种等。在1～5的认

识中突出5，并以5为参照认识1～4及0。在课堂活动和练习中，安排了一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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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的实践活动，通过分小棒、圈图形等活动让学生感悟5的组成。这样既巩固了数

的认识，又为10以内数的认识打下基础。

[单元教学难点] 0的认识。因为学生对数的认识是从“有”开始的，用数

得来的。而0这个数不是从数得来的，“没有”这个生活经验转化为“0”这个数，对

学生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教学时要给予充分的认识。教科书在认识0时，不仅介

绍了“用0表示没有”，还介绍了“0表示起点”，练习中温度计中的0还可以表示分

界线。在练习中，结合生活中的0，加深学生对0的认识。

本教科书结合数的认识，适当介绍了数的组成，但没有把数的组成、分解作

为加减法计算的唯一方法而过分强调数的组成是数的加减运算的基础，并且使

学生体会到数之间的相互联系，培养了学生的数感。在练习中结合圈图、分小

棒、填对子数，在强化数感中让学生体会数的组成，也为加减计算作了必要准备。

5以内数的加减法分开安排，这样做一是便于突出加减法的含义，帮助学生

正确感知加法与减法；二是便于学生分别对加法与减法的计算方法进行较为充

分的探讨，有利于掌握加法与减法的计算方法。

（三）单元教学建议

1．重视让学生初步建立数感。本册教科书从学习5以内数的认识开始，就

注重了对学生良好的数感的培养。教学时，应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引导学

生用5以内各数来表达和交流信息，在具体的情境中逐步建立数感，培养学生的

敏感性和直观判断能力。

2．联系实际让学生初步体会计算的必要性。教学中，要从学生感兴趣的、

熟悉的、具体直观的事例出发，巧妙创设问题情境，引发认知冲突，使学生产生加

减法计算的需要，从而产生学习加减法计算的动机和兴趣。

3．重视直观操作与语言表达的有效结合。教学时，应结合学生的生活背

景，开展有趣的、直观的数学活动，让他们自主地去感受、发现和交流；要让学生

动手、动口、动脑，不断丰富学生的直观经验，帮助学生构建数学知识系统。

4．鼓励学生探索和使用不同的计算方法与策略。如学习加法“3＋2”时，出

现了“接着数 4，5”及“3与 2合起来是 5”两种方法。学习减法“5－2”时，出现了

“5，倒着数4，3”，“3＋2＝5，5－2＝3”及“5可以分为2和3”等算法。教学时，学生

选择和使用哪一种方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学生独立思考，充分尊重每个学生

的自我选择，让学生对不同方法进行交流、讨论、比较和判断，并在这样的过程中

找到适合自己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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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学参考书

第 1节“1～5的认识”安排了 5个例题，让学生认、读、写 1～5各数并初步建

立数感，学习5的组成。建议用3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例2和例3，完成

课堂活动第1，2题；第2课时教学例4，完成课堂活动第3题和练习一第1，2题；第

3课时教学例5，完成课堂活动第4，5题和练习一第3～5题。

★ 例1通过看一看、数一数、说一说

让学生感知1～5各数。

（1）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数数，并

用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首先让学生观

察例题图，看清画面，感受情境，通过“小

朋友在干什么？”“有多少个小朋友？”“有

多少面国旗？”……进行启发性谈话，激

发学生的求知欲。

（2）学生不一定是从 1开始数数和

说数，数几、说几可让学生自己做主。

（3）老师逐步引导学生仔细、全面地

观察，有序认数、说数。

★ 例2通过“摆、数、认”结合数字出

现，逐一认识1～5这5个数字。

（1）让全部学生参与活动，看书与摆

学具相结合，边摆边数圆片个数，并与认

数字结合。

（2）安排小组或全班交流自己“摆、

数、认”的过程。

（3）教师要关注学生摆的圆片，写出

的数与读出的数，要相对应，相一致。

★ 例 3紧密联系学生熟悉的生活，

用不同事物表示同一个数，再用同一个

数表示数量相同的不同事物，感知数所

表达的数量的实际含义。

（1）用教科书所提供的范例，让学生

从2颗糖、2个苹果……抽象出2，并认识到一切数量为2的物品个数都可以用“2”这个数来

表示。

（2）让学生由物到数，也可以由数到物，给出数字2，让学生说出生活中“2”能够表示的数

量相同的不同事物，从而获得对“2”的理解，用同样的方法学习数“3”或“4，5”。
（3）安排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学生自己确定一个数后，由物到数或由数到物说出这

个数的实际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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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 例4通过“比、画、写”等有序的数

学活动，把1～5的认、读、写落到实处。

（1）组织学生讨论：怎样做好“比、

画、写”？帮助学生明确“左手比，右手

画，小嘴读，然后写”。如：左手比 2，右
手画2个圆，小嘴读“1添上1是2”，在田

字格中写 2。读“1添上 1是 2”的目的是

使学生理解数与数之间的联系。

（2）写数是教学难点，特别是工整、

规范地写。学生对数字的结构和笔顺不

易掌握。教师要在“笔顺、间架”等书写

格式方面认真地在田字格中作出示范，

特别要强调起笔和落笔的位置，重视对

2，3，5数字的书写指导，写3时要搞清位

置，写2，5时拐弯要圆滑。

（3）学生书写时，教师一要巡视，对

个别困难较大的学生，还要手把手地教；

二要关注学生的握笔、坐姿、用眼等，以

培养学生良好的书写习惯。

★ 例 5是通过摆、分 5根小棒，认

识 5的分解和组成。这个例题不仅强

化了 5的认识，更强化了 5与 1，2，3，4
的关系。

（1）“5的认识”是本小节的教学重

点。首先让学生自主活动：把5根小棒分成两堆。鼓励学生有多种不同的分法，如分为1与
4，2与3等。

（2）组织讨论、交流，将各种分法有序排列，让学生有序认识。

（3）让学生在书上填出5的组成。要注意，小棒摆放图与数的组成式要对应，体现数形

结合的数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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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学参考书

★ 课堂活动要以学生自主活动为

主，要尽可能做到“数、说、写”结合。

★ 第 1题可这样说一说：1个苹果

用1表示，1可以表示1个苹果……

★ 第 2题先请两名学生作示范，再

安排同桌学生说一说。鼓励学生说出多

种数所代表的事物。

★ 第3题的第1图、第2图已经作了

示范，让学生独立地圈、写，尽量做到有

序地圈，并要求学生在田字格中规范地

书写。

★ 第 4题学生独立填后，再组织说

一说。如：3可以分成2和1，2和1组成3。

★ 第5题可让学生借助于实物操作

进行填写，让学生以自主活动的方式，完

成把 4根小棒分成 2堆的活动。结合讨

论、交流认识分的方法。在学生充分感

知有序地分小棒的方法后，将 4的对子

数有序地填入方格中后，再引导学生观察：上、下两个数合起来是几？横排从左到右依次是

几？有什么规律？从而使学生领悟不同组成之间的关系。（第1横排依次是1，2，3；第2横排

是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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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0的认识”安排了3个例题，突破认识“0”这个教学难点。建议用1课

时教学。本节课教学例1～例3，完成课堂活动第1～5题。

★ 例 1安排了学生非常熟悉、喜爱

的放飞气球的情境，从有与无的对比中，

突出“1个也没有，用0表示”。同时也让

学生感受从有到无的过程性，如 2只气

球，先放走1只，再放走1只，让学生边放

边数 2，1，0，让学生体会数字序列的规

律性。

（1）让学生说出左图是2个气球，用

“2”表示；右图一个也没有了，用“0”表示。

（2）引导学生联系生活，说一说 0
的具体运用，如：笔盒里 1支笔也没有，

用 0表示。让学生对 0的含义的认识更

加深刻。

★ 例 2结合直尺图，直观地让学生

明白“0可以表示起点”。同时让学生在

直尺图上感受 0与 1～5一样，在直尺上

表示1个位置，0比1~5要小；0表示的位

置靠左。扩大对0实际含义的认识。

（1）让学生自己拿出直尺，指出直尺

上有没有0？0在哪里？

（2）让学生在观察中发现、明确0在
1的前面，表示开始或起点。

（3）让学生数一数直尺上的段数

（1～5），读一读直尺上的数字（0～5）。
（4）告诉学生 0也是一个数，0是比

1～5都小的数。

★ 例3学习0的读、写。写数是教学难点。

（1）教师作好写0的示范：如何起笔，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笔顺，最后如何收笔。

（2）让学生在田字格中书写，要求写得规范、美观。

★ 课堂活动第1题配有对话框，出现了“1个桃子也没有”用0表示。教师要强调0的规

范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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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题引导学生整体来看这3幅
图，让学生体会从有到无的过程。要让

学生根据鱼缸中鱼的数量数数，进一步

明白“鱼缸是空的”“1条鱼也没有”“鱼

缸中没有鱼”等均可以用0表示。

★ 在第 1，2题的基础上，老师要引

导学生归纳出“一个也没有”用“0”表示，

或“0”可以表示“一个也没有”。

★ 第 3题学生独立填写后，让学生

读一读，从 0读到 5，又从 5读到 0，感受

数序。

★ 第 4题要联系学生生活实际说

生活中的 0。让学生体会 0所起的不同

作用。

★ 第 5题可先结合数方格，在括号

里填数，并说一说 3个括号为什么分别

填上 1，4，5。然后重点组织学生讨论：

“你发现了什么？”结合讨论得出：从左到

右依次为 0，1，2，3，4，5（数的顺序）；从

左到右一个比一个多（数的大小）；如果

学生能说最小是0，最大是5应当充分肯定。教师还可引导学生从上往下、从右往左进行观

察，让学生发现规律。教学时要注意，学生没有学习左、右，不要求学生独立判断和确定左、

右，要在老师的帮助下确定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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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节“比较”主要是学习数学符号“＝”“＞”“＜”和对 1～5的数进行比较，

渗透对应的思想，初步掌握比较的方法。建议用2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
完成课堂活动第1题；第2课时教学例2、例3，完成课堂活动第2，3题和练习一第

6～8题及思考题。

★ 例 1结合春天花园的情境，通过

对蜜蜂、蜻蜓、花之间的数量的比较，初

步掌握比较的方法，认识等于、大于、小

于和数学符号“＝”“＞”“＜”的意义。

（1）让学生认真观察，看一看、数一

数，分别得出蜜蜂、蜻蜓的只数和花的

朵数。

（2）通过对蜜蜂与花的比较，体会

一个对一个的比较方法，刚好对应完是

“同样多（相等）”，所以 3等于 3，用“＝”

表示。

（3）通过对蜻蜓与蜜蜂的比较，蜻蜓

还多 1个，蜻蜓比蜜蜂多，所以 4大于

3。同样，蜜蜂与蜻蜓比较，蜜蜂少1只，

蜜蜂比蜻蜓少，所以 3小于 4。认识“大

于”和“小于”并用符号表示为“＞”“＜”。

（4）在比较时要注意将比较的对象

一对一地排列（教科书中是用“……”把

比较的对象一对一地排列），这样既有利

于学生直观理解数学符号“＝”“＞”“＜”

的意义，又渗透了对应的数学思想。

（5）教师适当强调三种符号的特征

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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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2教学“＝”“＞”“＜”的书写。

规范、工整地书写这些符号是一个难点。

（1）教师一定要在田字格中工整、规

范地示范。

（2）让学生先书空，再描红，然后在

田字格中规范地书写。练习时可先用手

指在桌上练习，再在练习本上规范书写。

（3）“＞”与“＜”容易混淆，教师可形

象地介绍：大嘴对大数，尖尖对小数。

★ 例 3巩固对“＞”“＜”符号的理

解，并让学生初步感悟多与少、大于与小

于的辩证关系：3＜5，5＞3。
（1）结合教科书上的直观图，让学生

操作学具，强化比较方法。如可以先摆

上3个●，再一对一地摆上3个▲，明确同

样多，即3＝3后，再添上2个▲，得出3＜
5即 5＞3。也可以直接摆上 3个●，5个
▲，让学生寻求比较方法，得出比较结果。

（2）让学生交流比较的方法。

★ 课堂活动第1题是用对口令的游

戏，巩固数的比较方法。活动时先抽两

个学生作游戏示范：两个人分别用手指比一个数，比较两个人所出数的大小，再由同桌学生

做相似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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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题是结合直观图形，借助一

一对应，巩固对比较方法的掌握。3个

小题都出现了直观图，但直观图有所不

同，由第（1）（2）题的“一对一有序排”

过渡到第（3）题的分类混排，从第（1）
（2）题的只填符号到第（3）题的既填数

又填符号。

★ 第3题是让学生根据题中的要求

画出图形，考查学生对“同样多、大于、小

于”意义的理解。先让学生独立画图，然

后组织学生交流为什么这样画，在交流

中要突出谁比谁多（少）就是谁大于（小

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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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题圈一圈，只要学生圈出的

点子数符合题中的数就行。

★ 第 3，4题学生自主完成后，可自

己读一读。如：2可以分成 1和 1，1和 1
组成 2。让学生体会第 4题中前 2个小

题体现的1，2，3之间的关系。

★ 第 5题，教师要引导学生观察图

形，帮助学生理解图意，明确要求再填

数。如第 1小题，可提问：“我们已经认

识了哪些数？”（0，1，2，3，4，5）“方框中已

经填了哪些数？”“剩下的 0，3，5应该怎

样填呢？”

★ 第 6题（2）小题是开放题。不同

的学生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多样化答案

体现了思维发散性。

★ 第 7题的答案有两类：一是符合

条件的数随意排列，二是符合条件的数

有序排列。学生独立完成后安排讨论环

节：对比两种答案，怎样写更好，更不容

易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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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题（1）（2）小题的答案都是唯

一的，但教师要尊重学生比的方法或表

达的理由的多样性。鼓励学生说出比较

的不同方法。

（3）小题是解决现实问题，重在解决

问题的过程和方法，要引导鼓励学生寻

求不同的方法。可以按生活中的实际操

作，每人发1把扫帚，还少1把扫帚；每人

发 1个桶，还多 2个桶；也可以用连线的

方法，一对一地进行比较；还可以用数来

比较，2比 3少，还差 1把扫帚；5比 3多

2，还剩2个桶……

★ 思考题不作普遍要求，让学生自

主选择，可用“走棋子”的小游戏进行，在

游戏中让学生自己感悟怎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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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5以内数的加减法”是计算的起点，也是本单元的教学重点。初步了
解加减法的含义，认识加号、减号，会读加减法算式，掌握5以内数加减法的计算
方法。建议用4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例2，完成课堂活动第1，2题；第2课
时教学例3，完成课堂活动第3题和练习二第1，3题；第3课时教学例4、例5，完成
课堂活动第 1～3题和练习二第 5，6题；第 4课时教学例 6、例 7，完成课堂活动第
4，5题和练习二第2，4，7，8题及思考题。

★ 例 1是让学生感知把 2辆车与 1
辆车合并在一起的实际问题，初步感悟
加法的含义。

（1）让学生用同类实物（铅笔与铅
笔、作业本与作业本）操作，经历把 2个
部分合并在一起的过程，理解合并在一
起的意义，感悟合并是实际生活的需要。

（2）出示例1的情境图，让学生说图
意，引导探索“合起来”用什么方法计算。

（3）让学生看书学习，认识加法、加
号、加法算式及读法。

★ 例2是用圆把3朵花、2朵花圈在
一起，再次感知加法，重点探讨 3加 2的
具体计算方法，鼓励多种计算方法，如数
数和用数的组成引导，并学习加法算式
的书写。

（1）让学生自主思考，同桌用学具进
行合作学习，探究计算方法。

（2）汇报算法：①用数数的方法算出
得数；②从第一个加数 3起，接着数 4，5
的方法算出得数；③用数的组成知识（3
和 2组成 5）算出得数。第 3种方法思维
程度要高些，教师要作好引导。学生的
算法只要有一定的道理，教师都应认可，
鼓励学生积极思考。

（3）加法算式的书写也是一个难点，
要在田字格里训练算式的书写，注意加号
与等号的书写位置。在作业本上加强书
写训练，规范书写。

★ 例3是2个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事物表达的2个加法算式，即通常说的“一图二
式”，并明确2个算式的结果是相等的。

（1）同桌照例题摆小棒后观察，由于位置不同而得出2个算式：4＋1＝5与1＋4＝5。
（2）引导学生观察2个算式，通过比较得出4＋1＝1＋4，即“4加1等于1加4”。鼓励学生

说出二者相等的理由，如果有学生说出“相加的两个数，交换位置后，结果是相等的”要加以
表扬，但是这样的表述不对学生作统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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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活动第 1题有 2幅图，都是

一图一式，如教科书中左图，让学生重点

说出“把1只鸡和3只鸡合并在一起是4
只鸡，算式是1＋3＝4。”

★ 第 2题是根据算式画△，第 1图

根据算式左边已经画出 3个△，右边要

求学生再画 1个△。第 2图是根据算式

右边已经画出 1个△，要求学生在左边

画2个△。第3图两边都没有画△，有开

放性，既可以左边画 2个△，右边画 3个
△；也可以左边画 3个△，右边画 2个

△。至于学生画出的三角形只要个数符

合要求即可，不要在形状和大小上作过

高要求。

★ 第 3题是一图二式，可让学生用

小棒先独立探索，再进行交流。还可以

进行拓展，允许有其他的摆法，并列出

算式。

★ 例 4联系学生生活实际，初步感

悟减法的含义。

（1）演示实例：桌上有3本书，拿走2
本，还剩1本。让学生充分体验“原有—

拿走—还剩”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引导

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这个过程，让学

生产生一种计算的动机与需求。

（2）观察书中情境图或用多媒体把情境变成动态的画面，把“原来—走了—还剩”这样一

个过程展示出来，以帮助学生感悟减法的含义。

（3）引导学生识图，先看图 1表示原来有 3人，再重点引导学生看图，说出图意：“走了 1
人，还剩下2人。”这是一个难点。

（4）进一步感悟应该用什么方法、需要什么运算符号、算式怎样写，让学生通过看书学

习，认识减法、减号、减法算式和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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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5是通过操作、探索，认识减法

计算的方法。

（1）用摆一摆突出操作的过程：原来

有5根小棒用实线框起来，拿走2根小棒

用虚线框起来，剩下的是 3根小棒。告

诉学生 表示去掉的部分。

（2）写出算式“5－2”后，引导学生自

主探索、小组讨论等，得出多样化的计算

方法。

（3）组织交流，其中想加法算减法，

学生不易想到，教师要加以引导。

★ 例6是同一事物用2个减法算式

（即一图二式）表达，是从“求剩余”迁移

到“已知总数和其中一部分，求另一部

分”，进一步加深对减法的认识，教学难

度大。

（1）操作学具，引导学生从“原来有

5 只兔子，去掉 1 只兔子，还剩 4 只兔

子。”的表述变成书上的表述：“已知白

兔、灰兔总共有5只，其中有1只白兔，灰

兔有几只？”“已知白兔、灰兔总共有 5
只，其中有4只灰兔，白兔有几只？”

（2）学生自己选择算法进行计算，鼓励学生多种算法，并交流。

★ 例7是结合小猫钓鱼图学习“0和任何数相加就得原数”。

（1）让学生说出图意：一只小猫钓了4条鱼，另一只小猫钓了0条鱼，一共钓了多少条鱼？

（2）写出算式计算：4＋0＝4或0＋4＝4。
（3）多尝试计算（如5＋0＝，0＋5＝……）后讨论归纳出：0和任何数相加就得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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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活动第 1题是减法算式的

书写练习。一定要让学生在田字格中

规范书写。

★ 第2题是操作题。第1小题已经

划去2个圈，只是看图算出得数，为学生

作示范。第 2，3小题要先划后算，要结

合划、算，让学生用语言表达这个过程，

即“原来有几个○，划去几个○，还剩几

个○”。这样有助于学生体验减法的含

义，通过数与形的结合有助于学生理解

算式。

★ 第 3题也是操作题（先圈后填），

处理方式与第 2题类似。这里需要注

意，如果学生圈去的是计算结果时，只

要言之成理，就应该支持。

★ 第 5题题上是一图一式，由于答

案有 2个，即 5－1＝4或 5－4＝1，因而

也是一图二式。学生可只填其中一个算

式，再让有不同答案的同学作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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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二第1题，学生填出“2＋3＝
5”或“3＋2＝5”都是正确的。

★ 第 2，3题，在学生完成填一填的

基础上，一定要安排说的环节。如说：数

的组成和算式。

★ 第 4题是纯计算的加减法题，既

要算正确，又要书写工整。但暂时不要

求计算的速度。

★ 第 5题要先让学生观察图，说出

图意，再列出算式。其中（1）（2）图为一

图一式，重点放在“求剩余用减法计算”

上；（3）（4）图为一图二式，重点放在“求

另一部分用减法计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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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题（3）（4）小题，要让学生明白

图中虚线表示“分开、拿走……”的意思。

★ 第 6题要特别注意，这个题既是

数学思考，又是解决问题。说它是数学

思考，是因为它符合《标准》提出的“经历

……图形描述现实世界的过程”；说它是

解决问题，是因为它符合《标准》提出的

“初步学会从数学的角度提出问题，理解

问题……解决问题，发展应用意识”。因

而，练习时一定要让学生充分地说，绝不

能降低要求，变成看图填算式。特别是

第（2）小题，学生表述时可能有“原有

……喝了……还剩……”；“原有……剩

下……喝了……”；甚至有“喝了……剩

下……原有……”等。注重培养学生的

语言表达能力。

★ 第7题填数，既有顺向思考，又有

逆向思考的题目，教师对学困生要作好

个别辅导。如“□－1＝4”让学生说出思

考的过程。

★ 第8题是通过计算找规律。学生

独立计算后，安排学生交流自己的发现，

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出：总数不变，多减1结果就少1。但是不对全体学生作要求。

★ 思考题是一个表现春游情境的有开放性的题，要求写出不同算式，要引导学生说出

算式表达的意思。写出的算式应该既有加法又有减法，当然减法比加法难度要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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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整理与复习”，整理是让学生把学过的知识进行梳理与沟通，使学过

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以构建良好的知识系统；复习是通过一定的综合性练习，

使基本方法、基本技能更加熟练，提高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建议用2
课时教学：第 1课时复习第 1～3题，完成练习三的第 1～3题；第 2课时复习第 4
题，完成练习三的第4～6题。

★ 在对知识进行整理时，要重视孕

伏整理的方法。让学生看教科书上这一

单元的小节标题，回忆这一单元学习了

哪些知识，通过回忆整理出：5以内数的

认、读、写（0～5）；数大小的比较方法；数

学符号“＝”“＞”“＜”的含义；5以内数

的加减法。

★“整理与复习”第1题是复习5以
内数的认识。引导学生看数涂树叶。

★ 第 2题让学生观察图，要让学生

说说为什么第 1，2种方法都是错的，而

第3种方法是正确的。引导学生归纳比

较高矮的方法，比较时要注意什么。

★ 第 3题是数的分解和组成，让学

生独立完成后全班交流。

★ 第 4题是计算，先让学生独立计

算，再安排学生交流算法。

★ 练习三第 1 题，引导学生用

“……”表示一对一的比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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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题先让学生明白题意，再找

到最高的树，在树下○里写 1……引导

学生说出比较的方法。

★ 第 3题的后两列题，要提示学生

先计算再比较，如 3○2+1，先计算出 2+
1=3，再把3和3比较，在○里填“=”。

★ 第 4 题先让学生说图意，再写

算式。

★ 第 5题先让学生说题的要求，然

后再让学生独立完成并总结方法。

★ 第6题让学生填好后再说说他所

填算式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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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元教学资源

计数法

计数数字发源于史前时期，在西班牙南部皮勒塔岩洞里，在岩壁上刻着一些

简单的记号，这些记号并非岩雕艺术或图画，而更像是用来计数的一些符号（如图

1）。数是伴随着计数的发展而发展的，最早的计数方式可能来源于最方便的工

具，那就是人类自己的手指，一只手有5个手指，两只手合在一起有10个手指，所

以在历史上，五进制与十进制在各种文明中较常出现。当十指不敷运用时，又有

了结绳计数与刻痕计数。我国古代文献《周易·系辞下》有“上古结绳而治”之说，

宋朝一本书中说“鞑靼无文字，每调发军马，即结草为约，使人传达，急于星火。”即

是用结草来调发军马。在世界其他地方如希腊、波斯、罗马、伊斯兰国家和南美的

印加帝国等都有结绳记事的记载。古代秘鲁印加人常使用结绳文字（在绳上打

结），记录收成、人口等各种信息，采取十进位制（如图2）。数字1用单圈结表示，

数字2到9分别用两圈到九圈并排的结表示，绳子最下面的结表示个位，中间的

是十位，最上面一排结是百位，不打结表示0，横贯上面的绳子表示几数之和。

1937年在维斯托尼斯（摩拉维亚）发现一根40万年前的幼狼前肢骨，7英寸长，

上面有55道很深的刻痕，这是已发现的用刻痕方法计数的最早资料。55道刻痕

可分为两组，第一组25道，第二组30道，每一组内的刻痕又按5个一群排列。

图4 4622图3 埃及数字图2 秘鲁邮票图1 皮勒塔岩洞记号

古埃及数字系统采用象形数字，单个笔画表示数值1，踵骨表示数值10，一
卷绳索表示数值100，花表示1000等（如图3），数字系统采用十进制，没有位值

概念。较复杂的多位数通过重复这些符号表示。如卡纳克神庙中一个石刻表示

4622这个数（如图4）。

约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苏美尔人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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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最先用黏土筹码表示商品，例如，谷物表示成圆锥或球，动物表示成圆柱。他们

将筹码放在一个刻有“签名”的黏土“封套”（球形黏土容器）里面，并在封套外表刻

上记号来说明封套里的内容，于是逐渐形成了符号的概念。①此后，苏美尔人用一

个楔形 表示 1，用 表示 10，又用一个大的楔形 表示 60，一个大的 表示

3600（602），他们的数系兼有十进制与六十进制（如图5）。这种计数法有了数

位、位值概念，是一个真正的进位计数法，它以60为基。如下表几个数。即使在

今天，我们依然使用六十进制表示时间。

3600级 60级 1级 数值

32×1=32
1×60+32=92

2×602+51×60+32=10292

玛雅人用一点、一横，与一个代表0的贝壳形符号来表示数字，在这个体系中

最先进的便是“0”这个符号的使用，它的发明比亚非古文明中最先使用“0”这个

符号的印度数字还要早一些。有了0这个概念，人们不再只停留于计算多少，还

开始考虑有无。玛雅采用二十进位制的数字写法，这也许是玛雅人计数时脚趾和

手指一起使用的缘故。一个圆点代表1，一个横条代表5，贝壳形符号表示0，0到

19如图6所示。对于大于20的数字，玛雅人通过分层摆放表示，最下面一层表示

有多少个“1”，它的上面一层表示有多少个“20”，再往上一层表示有多少个

“400”，如418可表示为图7，蕴含位值的思想。

图7 418图6 玛雅数字图5 泥版书

①（美）帕帕斯著,蒋升译.数学走遍天涯:发现数学无处不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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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600年左右，中国商代甲骨文数字已使用十进制计数（如图8）。公

元前500年左右，中国采用算筹计数，算筹为一根根同样长短和粗细的小棒，在算

筹计数法中，以纵、横两种排列方式表示单位数目（如图9）。《孙子算经》记载算筹

计数法则是：凡算之法，先识其位，一纵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万百相当。即

个位用纵式，十位用横式，百位用纵式，千位用横式，以此类推，遇零则置空。算筹

的纵、横排列是数位位值的需要，即每个数码所表示的数值，不仅取决于数码本

身，而且取决于它在记数中所处的位置，这已是标准的十进位值制了。

罗马数字是欧洲在阿拉伯数字（实际是印度数字）传入之前使用的一种数码，

它的产生晚于中国甲骨文中的数码，更晚于埃及人的十进位数字。罗马数字有7
个基本符号I(1)，V（5），X（10），L（50），C（100），D（500），M（1000）。我们最常

见的罗马数字就是钟表的表盘符号：I，II，III，IV，V，VI，VII，VIII，IX，X，
XI，XII……以及国王的名字，如英国亨利VIII，法国路易XIV。罗马数字没有

表示0的数字，没有位值的概念。在罗马数字中，当不相同的数码并列时，如果小

的数码在右边，就表示这个数的值是数码之和，如11表示为XI，60表示为LX；如
果小的数码在左边，就表示这个数的值是数码之差，如9表示为IX，40表示为

XL。罗马数字同我们钱包中的钞票非常类似，数的表达采用我们数钱的办法，如

374=CCCLXXIV，这使得罗马数字在运算中十分繁琐。

图9 算筹表示的数字

图10 早期印度数字和现代印度数字图8 甲骨文数字

我们常把现代数字叫做阿拉伯数字，其实阿拉伯数字起源于印度，经由阿拉

伯人传向四方。近代发掘的“巴克沙利手稿”，成为公元前2世纪到3世纪期间印

度数学的见证。巴克沙利手稿中出现了完整的十进制数码，并用实心小圆点“·”

代表0，后来演变成小圆圈，0的发明同时受到印度佛教中“绝对无”思想的影响。

古印度人用墨水在棕榈叶上书写数字，并使用一种连笔风格使得数字变得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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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符号起初只是线条的组合，但是当人们写得快的时候，这些线就连在一起（如

图10）。在古时候，最好的计算方法是使用算盘（一种用成串珠子做成的计算工

具），古印度人想出了更好的办法，他们发明了“位值数字体系”，这种方法将表示

数字的符号写在与算盘上珠串对应的位置上，空着的珠串位置就用0的符号表

示。后期巴比伦数码及玛雅二十进制计数中也有不同的零号，但功能都十分单

纯，未被看作一个独立的数。印度人不仅将“0”看作计数法中的空位，更将其视作

可以施行运算的独立的数。①成熟的十进位值制计数法以及零号的使用使得印度

在数字表示上极其简洁。

公元7~8世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突起。在扩张的同时，阿拉伯

人大量吸取古代希腊、罗马、印度等国的进步文明。古印度数字和0流传到新建

立的穆斯林帝国的中心巴格达，又经过了阿拉伯人的改良，成为今天的1，2，3，4，
5，6，7，8，9，0……数学家花拉子米撰写了关于数学的著作，推动了古印度数字和

0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随着国力的强盛，穆斯林帝国进入非洲，并把“0”带了

过去。公元1100年，一个名叫“阿德拉德”的英国修士伪装成阿拉伯人访问了北

非阿拉伯国家。他翻译了花拉子米的著作，并把“0”带回了英格兰。由于他只是

将此告诉了其他的修士，所以并未引起反响。访问北非阿拉伯国家的意大利商人

也偶然学会了使用数字，公元1202年，斐波那契在《算盘书》中阐明了这种数字的

用法，从而使得这种数字体系在欧洲流传开来。

①李文林.图说数学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4:48.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