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一 100以内数的认识

（一）单元教学目标

1．在现实情境中理解100以内数的意义，认识百位，能熟练地一个一个地和

十个十个地数出100以内的数。

2．知道100以内的数的组成，能正确地、比较熟练地读、写100以内的数。

3．能用 100以内的数表示物体的个数或事物的顺序和位置，能比较 100以
内数的大小。

4．初步感受100以内的数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在教师的指导下，从日常生

活中发现并提出与100以内的数相关的数学问题，并尝试解决。

5．能有效地利用20以内数的认识来主动学习100以内数的认识，积极主动

参与数学活动。在学习过程中体验获得成功的乐趣，建立学好数学的自信心。

（二）单元内容分析

100以内数的认识是在学生已经认识了 20以内数的基础上，把认数范围从

20以内扩大到100以内，20以内数的认识是本单元的学习基础。同时，100以内

数的认识是进一步认识万以内的数、学习100以内加减法的认知基础，学好这部

分内容，有利于学生的进一步学习。

本单元内容由“数数 数的组成”“写数 读数”“数的顺序 大小比较”“综

合与实践：有趣的数”“数学文化：生活中的100（百）”5部分组成。

在这5部分内容中，“数数 数的组成”是建立100以内数的认识的基础，教材

通过“一根一根地数”和“十根十根地数”这两种不同的数小棒的方式，初步感知计

数单位“一”和“十”在计数中的重要作用，并初步形成“10个十是一百”的印象。这

个印象的形成，解决了对数位认识关键性的一步。因此，从数数到数的组成，实际

上是由对数的认识形成的操作性外显行为到内隐的心智活动的转化。通过这种

转化帮助学生建立对“个、十、百”的计数单位，再由这些计数单位建立对“个位、十

位、百位”的认识。在学生有了数位的认识以后，马上将数位的认识作用于数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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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读。在“写数 读数”这节知识中一是指导学生按数位顺序进行读、写，掌握100
以内数的读、写方法，二是在数的读、写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学生对数位的认识，理

解几十几是由几个十和几个一组成的，为后面加减法的学习作准备。

“数的顺序 大小比较”这部分内容，分别从数的排列顺序和数的大小这两

个角度再次深入认识100以内的数，加深学生对100以内数的理解。由于数的排

列顺序是比较大小的基础，所以要先认识数的排列顺序再比较大小，通过数的排

列顺序的建立，让学生从“前面的数小，后面的数大”的现象中，获得对数的大小

关系的初步认识，然后教科书再通过从十位和个位进行数的大小比较，让学生从

中掌握比较数的大小的方法。

“数学文化：生活中的 100（百）”是本单元知识的补充和拓展，通过 100在生

活中的广泛应用，让学生体会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同时让学生知道100
这个数在生活中表示很多。这样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让学生体

会所学知识的应用价值。

“综合与实践：有趣的数”是在学习本单元知识的基础上开展的一次数学活

动，这个活动由“抓豆子猜数”“摸卡片摆数”“看表格填数”和“小调查”几个独立

的活动组成，这些活动分别以数的组成、数的大小比较等知识为基础，感受所学

知识与生活的联系，也通过这样的活动提高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

[单元教学重点] 在认识十位的基础上，认识百位。知道同一个数字在

不同的数位上表示不同的大小。掌握读、写数的基本方法，会比较数的大小。

教材通过十根十根地数，10个十是一百的操作，引导学生以十位的认识为基

础认识百位。然后讨论“33”中两个3各表示什么，让学生体会同一个数字在不同

的数位上表示不同的大小。教材以数位为基础引导学生掌握读、写数的方法和

比较数的大小，“读数和写数，都从高位起”，说明数位在读、写数中的重要作用，

比较数的大小是从十位和个位分别进行比较的，通过这样的安排，突出数位在数

的认识中的重要作用，突出本单元的教学重点。

[单元教学难点] 认识计数单位，知道几个十和几个一组成几十几。

通过一根一根地数和十根十根地数，帮助学生牢固地建立计数单位“一”和

“十”的表象，再通过几个十和几个一组成几十几，突出计数单位在数的组成中的

重要作用。用学具操作的方式，帮助学生认识计数单位，突破教学难点。

（三）单元教学建议

1．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加强实际操作和直观教学。

教学中要以学具操作和教具演示，作为帮助学生认识100以内的数的主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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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引导学生在操作活动中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认知抽象数学知识。在进行操

作活动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不能把数小棒的过程仅看成一个单纯的计数过程，应把它当作帮助学

生体验学习过程、形成数感、发展能力的必要手段。

二是学具操作一定要和学生思维同步进行，边操作边思考边讨论，手、脑、口

并用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三是学具操作只是帮助形成认知手段，而不是学生学习的目的。因此，在操

作和直观教学的基础上要注意及时引导学生进行抽象概括，逐步培养学生的抽

象思维能力。

2．让学生在现实情境中体验和认识数。

教学时要从学生具体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在现实情境中体验和理解数

的概念。把 100以内的数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让学生从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

验，感受数学的应用价值。

3．重视认识数位的教学，用它来带动全单元知识的学习。

教学中一是要强化操作活动，强化学生对计数单位的理解；二是要借助计数

器，把学生获取的感性认识与计数器上的数位对应，抽象出数位；三是脱离学具

进行数的写、读，强化学生对数位概念的认识；此外，还可以通过同一数字在不同

的数位表示不同的数值的讨论，使学生对数位的认识更加深刻。

4．教给学生迁移方法，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

迁移是指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技能对于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所产生的影

响。20以内数的认识对100以内数的认识是有积极的影响，教学中，要充分利用

这种影响，引导学生主动认识100以内的数。

（1）把握 20以内数的数数方法对 100以内数的数数方法的促进作用。借助

20以内数的数数方法对 100以内数的数数方法的正迁移，可以事半功倍地帮助

学生认识计数单位。

（2）把握 20以内数的读写方法对 100以内数的读写方法的促进作用。教学

100以内数的读法时，可以先回忆20以内数的读数方法，再引导学生读100以内

的数，学生借助20以内数的读数方法，能很快掌握100以内数的读数方法。

（3）学习方法的正迁移。20以内数的认识对 100以内数的认识有积极的影

响，20以内数的认识主要以感性认识为主，100以内数的认识的学习方式也大致

相同。教学中要注意突出认知方法的相似性，引导学生将前面的学习方法迁移

到后面的学习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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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主题图通过生动有趣的生

活情境，让学生从 68层的高楼、宽 32m
的公路、时速为 80km的轻轨列车、昆明

到重庆要飞行45分等生活实例中，感受

20以内的数不够用了，需要学习更大的

数。由认知需求激发学生的学习内驱

力，使学生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对现代

生活的向往投入到本单元的学习中去。

在主题图中出现了一些如千米、

米、分等学生还没有学习过的计量单

位，这些计量单位并不需要学生掌握，

重点是让学生感受100以内的数在生活

中的广泛运用。学生对这些计量单位不

理解也不影响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而且

这些内容还能引发学生学习新知识的内

在需要，有利于今后计量单位的学习。

建议结合学校的实际，用多媒体课

件或幻灯片营造生活情境。让学生切实

感受到 100以内的数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激发起学生的求知欲后，教师还可以问学

生：“100以内的数在生活中还有哪些应用呢”“你在哪些地方感到20以内的数不够用了”进

一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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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节“数数 数的组成”安排了3个例题，让学生在数数的过程中初步认识

100以内的数，并了解数的组成。建议用2课时完成。第1课时教学单元主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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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第3题和练习一第3、4、5题。

★例 1通过数数认识“10个十是一

百”。

（1）数“翻坎数”是学生数数的一个

难点，教学中要提醒学生满十向前进 1，
来突破这个学习难点。

（2）要使学生在数数中悟出10根10
根地数快捷且不容易出错的优势，在建

立计数单位“十”的同时掌握这种数数

方法。

（3）教学时，可以先让每人数十几根

小棒，再把2人的小棒合起来数，数完后

再把3人的小棒合起来数……用这种不

断地把多人的小棒合起来数的方式，让

学生感受到数的扩充过程。

★例2让学生在数数的过程中直观

地了解数的组成。

（1）在学生多次数小猫的基础上，归

纳出几个十和几个一组成几十几的 100
以内数的组成方式。

（2）这个阶段还没有教学 100以内

数的读写，所以用的是“二十八”而不是

“28”，不要求学生提前进行阿拉伯数的

读写。

（3）要突出“你是怎样数二十八的”

这个问题，指导学生说出数二十八时，先

一十一十地数数出2个十，再一只一只地数出8个一只。在此基础上，把学生的关注点转化

到“数了多少个十、多少个一”上面来，以完成学生对“几个十和几个一组成几十几”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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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3结合生活实际，理解数数在

生活中的普遍应用。

（1）通过一些商品 10个装 1盒的生

活现象，让学生感受课堂所学知识在现

实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

（2）让学生说一说生活中还有哪些

商品是每 10个装一盒，启发学生思考

“为什么这些商品每盒中的数量都是

10”，让学生明白 10个一盒的包装能很

快地数出商品的数量，从中体会计数单

位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还可以通过 2
支钢笔和 2盒钢笔的比较，强化学生对

计数单位的理解。

★课堂活动安排了3个活动。

（1）第 1个活动配合例 1，通过学生

一十一十地数和一根一根地数的操作，

加深学生对不同计数单位的理解。第 2
个活动数作业本，只是提供一个教学示

范，教学中还可以用一些生活中的数数，

让学生感受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

系。第 3个活动在应用知识的同时，更

强调活动的兴趣性和学生的参与性。

（2）课堂活动中，要加强操作活动，

让学生手、脑、口结合理解所学知识。注意每个活动要配合前面的教学内容，使课堂活动成

为教学内容的一个有机整体。

（3）在进行游戏活动时，要先让学生了解游戏规则，然后进行分组，分组后可以让其中的

一个组先作示范，通过示范让全班学生掌握游戏规则，然后再按规则进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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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一第1题用圈泡泡的方式来

理解几个十和几个一组成几十几，可以

让学生先观察“没有圈时能不能一眼看

出有多少个泡泡”“圈了后又能不能一眼

看出有多少个泡泡”。通过这样的比较，

让学生体会用几个十、几个一计数的优

越性。

★第 2题数“翻坎数”，这是学生很

容易数错的地方，加强这方面的练习，可

以减少这方面的错误。练习时要加强操

作活动，让学生先拿出 3捆零 9根小棒，

再添加 1根小棒，并把添加后的 10根小

棒捆起来，用这样的操作活动，深化学生

对“三十九后一个数是四十”的理解，达

到突破教学难点的目的。

★第 3题用圈、说、填写的方式，让

学生手、脑、口并用，理解数的组成。

★第 4题数小棒，练习时要告诉学

生这里的1捆小棒就是1个十，并且今后

看见这样的 1捆小棒也看做 1个十。强

调这样的约定俗成，让1捆小棒与1个十

建立联系，能促进学生对几十几的理解。

★第5题是一个小调查。主要应用数数的方式进行调查，这样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感受

数数在生活中的应用，另一方面也达到了数数练习的目的。除了题中的内容外，还可以根据

本校（班）的一些实际情况安排一些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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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节“写数 读数”安排了2个例题，是在学生理解100以内的数是由几个

“十”和几个“一”组成的基础上，掌握 100以内数的数读法、写法。建议用 2课时

完成。第1课时教学例1、例2，完成课堂活动第1题和练习二第1、2、3题；第2课

时完成课堂活动第2题和练习二第4至10题。

★例 1利用 20以内数的写法类推

100以内数的写法，采用小棒图作为最

基本的认知方式，再过渡到算珠图，最后

抽象出数的写法。

（1）引导学生回忆 20 以内数的写

法，为学生写 100 以内的数作必要的

铺垫。

（2）引导学生对小棒图、算珠图和数

位表进行观察比较，通过对比让学生感

悟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3）抽象出“十位”和“个位”，引导学

生思考，23中的“2”表示什么？“3”又表

示什么？加深学生对数位的理解。

★例 2脱离具体的学具，推广数的

读法、写法，让学生全面掌握100以内数

的读、写方法。

（1）让学生交流讨论，用例1获得的

读、写方法推动例2的学习。

（2）加强比较，例如用 34与 43进行

比较，用 40的写法和 100的写法进行比

较，在比较中让学生掌握一些数的组成

规律。

（3）结合具体实例小结出读、写数的

基本方法，然后将此方法运用到数的读、写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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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安排的两个活动都具有

活动性强的特点，便于在课堂上实施。

第 1个活动同桌可以交换进行，还可以

用多种形式组织学生进行读、写数的练

习。例如小组竞赛，看谁在相同的时间

内读写的 100以内的数多；还可以采用

一人写数、一人读数或一人说数的组成

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 2个活动把数的读、写与数的

组成综合到一起，要求学生先读再说数

的组成。活动中可以采用数字卡片交换

位置的方式，让学生体会同一个数字在

不同的位置表示不同的大小，进一步感

受数位的重要作用。活动结束时还可以

通过“活动中你发现了什么”的提问，深

化学生对数位的理解。

★练习二第1题采用了第29届奥运

会奖牌数作为读数的素材，因此在指导

学生正确地读数的同时，要让学生感受

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同时用我国奖牌数

和金牌数都排名第一来激发学生的爱国

热情，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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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题要引导学生先说出图中有

几个十、几个一的基础上，再写数。写

数后要求学生说一说这个数中的各个

数字各表示什么，比如 28中的 2表示 2
个十，8表示8个一。

★第 3题不但要求学生判断对错，

还要引导学生思考一下错误的原因，并

要求学生说一说“读数时要注意些什

么”强调数位在读数中的重要作用。

★第 5题可采用游戏的形式进行，

给每个同学发卡片并要求学生按卡片

上提供的信息找朋友。要求学生在活

动中从多个角度说数的组成，比如 2个

十和9个一组成29，也可以说成29是由

2个十和 9个一组成的。也可以采用教

师出卡片学生说数的组成的方式来练

习数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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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题的数数不主张一个一个地

数，而是要一十一十地数，剩下不足一个

十，再一个一个地数。这样数出来的数

就是由几个十和几个一组成的数，再根

据数的组成来写数。

★第7题先指导学生找数的排列规

律，通过前后数的比较，可以发现第（1）
题中后一个数比前一个数多 1，第（2）题

中后一个数比前一个数多 10，然后再按

这样的规律写数、读数。

★第 8题是先看数画算珠，再说数

的组成，显然比前几道题的要求都要高

一些。练习时，指导学生先思考这些数

字分别表示多少，然后再考虑在哪一位

上画几个算珠。比如4表示4个十，就要

求学生在十位上画4个算珠。

★第9题讨论十位上的数字和个位

上的数字相同的数，让学生理解同一个

数字（0除外）在不同的数位上表示不同

的大小。使学生进一步理解数位在计数

中的重要作用。

★第10题强调知识的应用。除了找书上的页码外，还可以问学生“生活中哪些地方还

用到了100以内的数”，使学生从中感受知识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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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节“数的顺序 大小比较”安排了 3个例题，主要让学生理解并掌握 100
以内数的排列顺序，掌握比较数大小的方法。建议用3课时完成。第1课时教学

例1，完成练习三第1、2题；第2课时教学例2，完成课堂活动第1题和练习三第3~
5题；第3课时教学例3，完成课堂活动第2题和练习三第6~9题。

★例1教学100以内数的排列顺序。

（1）通过填数使学生直观地了解

100以内数的排列顺序。

（2）采用合作交流的方式，将“从小

到大”的数的排列规律揭示出来，使学生

获得对数的排列顺序的本质认识。

（3）充分利用数的排列顺序表培养

学生的数感，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发现 96
离 98的距离近一些，而 42离 98的距离

要远一些，让学生获得“96比98小一些，

42比98小得多”的对数的大小比较的直

观感受，并通过“我还发现……”把交流

引向深入。

★例2教学十位上不同的两位数比

大小。

（1）由“哪个班的学生多”引入讨论，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用小棒比”和“在直尺上比”，

都是进行直观比较，学生可以借助小棒

和直尺直观地看出谁多谁少，并且可以

体会比较方法的多样性和比较结果的唯

一性。

（3）在直观比较的基础上，引导学生

总结出“十位上不同的两位数比大小，十位上大的那个数比较大”的比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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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3教学“十位上的数相同，就比

个位上的数”的比较方法。

（1）用方块图和算珠图呈现十位上

的数字同样大的两个两位数，让学生在

直观图的帮助下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2）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例 2比较

十位上的数，而这里要比较个位上的

数？使学生理解这里的两个数十位上的

数相同，就比个位上的数。

（3）引导学生归纳“十位上的数相

同，就比个位上的数”的比较方法。

（4）综合例2和例3比较方法的基础

上，归纳出比较数的大小的具体方法是

“先比十位，十位上的数同样大，再比个

位”。

（5）用掌握的方法完成“试一试”，并

让学生说一说是怎样比较数的大小的，

通过练习提高学生对比较数的大小的方

法的掌握水平。

★课堂活动第 1题突出一个“猜”

字，用逐步缩小范围的方式逐步逼近所

猜的谜底。活动中用“小一些”和“大一

些”等词语不断地缩小学生猜数范围的

同时，“这个数可能是……”渗透了随机

思想。学生一开口就猜出一个靠近两位数的中间数——“50”，体现了猜数的基本策略。教

学时可以先让学生了解游戏规则，然后让两个学生为全班学生作一个示范，再让学生分小组

活动。

★第2题是说一个范围的数。要引导学生先思考这个范围有哪些数，然后再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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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三安排了9道题。其中第1，
2题练习数的排列顺序，其他题重点练

习数的大小比较。

★第 1题按数的顺序连接了各数

后，可以让学生用先连的数与后连的数

比较，引导学生发现从小到大的数的排

列规律。

★第 2题在填空的同时提出了“最

接近”某个数的问题，这个问题为今后

学习估算和“四舍五入”法奠定一些基

础，学生理解了这几个词，就能初步了

解近似数的意义了。教学时，要求学生

先说一说“接近”是什么意思，“最接近”

又是什么意思。让学生理解了这些词

后，再说题中的数最接近哪个数。

★第3题是在算珠图的直观支持下

对数的大小进行比较，练习时要引导学

生观察算珠图中有哪些数位，哪个是高

位，然后指导学生从高位起进行数的大

小比较，最高位上的数大这个数就大，如

果最高位上的数相同，再比下一位。通

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掌握数的大小的比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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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第 3 题中 100 与 99 的比

较，因为这是唯一的一道三位数与两位

数比较的练习题。学生要从最高位百位

上算珠的多少来比较数的大小，也可以

这样想，按数的顺序数数时是先数99，再
数100，所以100比99大。

★第 4 题则脱离了直观图直接比

较，难度要大一些。教学时要求学生在

圈里正确地填出大于号或小于号的基础

上，还要求学生说一说为什么要这样填，

通过学生说填的理由，加深学生对数的

大小比较方法的理解。

★第 5题不是两个数间的比较，而

是对所有的卡片进行比较。教学时，要

引导学生先比较所有卡片十位上的数，

由此排列出 26，35，30，43，58，62，72，
71；然后再对十位上相同的数 35和 30，
72和 71进行比较。这样就能按从小到

大的顺序排列所有的卡片。

★第 6题不是两个数的比较，而是

用一个数（50）和一些数进行比较，比较

出比50大或比50小的数。教学时可以用“先比十位，十位上的数相同时，再比个位”的方法，

也可以思考这些数按数的排列顺序，哪些排在50前，哪些排在50后。这样让学生体会数的

大小比较方法的多样性和比较结果的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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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题在□里填适当的数是一道

开放题，每一个方框都可以填多种答

案，比如“39>□”，方框里就可以填 0到

38的数。因此引导学生做这道题时，最

好从数的排列顺序来思考，想一想哪些

数排在39的前面，这样学生自然就想到

了 0到 38的数。在解答“□>26”时，想

哪些数排在26的后面，这样学生就知道

在方框里填27到100的数都是正确的。

★第8题要求学生结合题中的情境

说一说“少一些”“少得多”“多一些”“多

得多”的意思。还可以组织学生结合具

体生活情境应用这些概念，比如说“小

红比我大一些”“爸爸比我大得多”等。

通过这些练习培养学生的数感。

★第 9题在比较人数多少的基础

上，要求学生用“多一些”“少一些”各说

一句话。就是要求学生理解这些数虽然

大小不同，但每个班的人数相差不大。

“多一些”和“少一些”就含有相差不大的

意思，同时让学生理解生活中常用“多得

多”和“少得多”来表示差异很大，进一步

培养学生的数感。

★思考题要弄清题中的要求。12和13，27和28，39和34都是十位相同、个位不同的两

位数；12和22，37和57，68和38都是十位不同、个位相同的两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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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节“整理与复习”系统整理本单元知识，使之系统化、条理化，提高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水平。建议安排2课时：第1课时，教学第1，2题，完成练习四第1~
7题；第2课时教学第3，4题，完成练习四第8~12题。

★教学时引导学生先回顾本单元学

习内容，比如“读数和写数都从高位起”

以及数的大小比较方法。

★第 1题除了顺数以外，还可以倒

数；除了一个一个地数和一十一十地数

以外，还可以要求学生两个两个地数或

五个五个地数。

★第 2题除了看图写数后，还可以

让学生看数摆小棒或者看数说数的组

成，用多种方式提高学生对数的组成的

掌握水平。

★第3题要先引导学生找数的排列

规律，再填数。

（1）比较相邻两个数的大小，比如

3比1多2，5比3多2，7比5多2。然后得

出后一个数比前一个数多2的规律。

（2）在读数时，让学生体会两个两个

地数数和十个十个地数数的过程。

★第 4题先将四个数从小到大（或

从大到小）排列，再从中任选两个数，按

大小要求填入前两空中，再将剩下的两数，按大小要求填入后面的两空中。其他方法也

可以。

26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第 1题在写数和读数的基础上，

要求学生先说一说写数和读数的方法，

再出一些类似的题让学生读、写。

★第 2题要求学生注意数位，比如

42的十位上是几，个位上是几；从十位

上看，100有多少个十。这样联系数位

来思考数的组成，才能突出数位在数的

组成中的重要作用。

★第3题先引导学生找数的排列规

律，然后再按规律填数。

★第4题练习数的组成。

（1）学生独立完成。

（2）把 27 分成两个数有很多种分

法，但练习时要鼓励学生“像前面那样把

27分成几个十和几个一”。

（3）还可以要求学生自己写出一个

非整十数的两位数，然后把这个数进行

分解。

（4）同桌学生一个学生说一个整十

数和一位数，然后由另一个同学把这两

个数合成一个数。

（5）最后教师提问：“通过刚才的练习，你知道了什么”指导学生归纳出“几个十和几个一

组成几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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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题用“接电话”的形式呈现，

这样一方面增加了练习的趣味性，另一

方面有利于教师利用师生打电话这种方

式，将练习内容直接转换成师生互动的

方式。比如教师说：“喂，请问3个十和8
个一组成多少？”学生回答：“3个十 8个

一组成38。”

★第 6题。求一单元一共有多少页

时，由于学生还没有学习 100以内的加

减法，所以建议学生数出有多少页，而不

是用计算的方法来算出多少页。其他单

元的总页数也是数出来的，不要求学生

计算。

★第7题十位上是8的数包括80到
89；个位上是 5的数有 5，15，25，35，45，
55，65，75，85，95。

★第 8题和前面类似，最大的变化

就是数轴上有些点没有标数。因此要指

导学生顺着这些点往后数。比如从 2
起，顺着往后数要经过 3，4，所以括号里

应该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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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题排列数的大小顺序，可以

分成这样几步进行。

（1）把这些数按八十几、九十几进

行分类。

（2）按个位上数的大小排列为 86，
87，88，89和90，91，92，93，94，95。

（3）按先排八十几、再排九十几的

顺序把两部分数合起来。

★第 10题较开放，个位上是 5的两

位数有 9个，十位上是 5的两位数有 10
个。但只要求写出其中的 3个，所以学

生的选择余地很大。学生要弄清题目

要求，“个位上是 5的两位数”有两个必

须具备的条件，一是“个位上是5”，二是

“两位数”。所以 5不符合条件，因为 5
不是两位数。在比大小时，如果个位都

是5，就比十位上的数；如果十位上都是

5，就比个位上的数。

★第 11题要这样想，一箱是 30条，

半箱应该是 15条。现在除了一箱外还

有大半箱，这大半箱应该比 15条多，因

此估计为 20多条，从 30起再向后面数

20多，就可以知道是50多条了。

★第12题如果学生调查有困难，教师可以告诉学生各班人数，再要求学生根据人数进

行排列。

★思考题可以让学生用小圆片代替水果试一试，操作后，学生就能知道“从一盘拿1个
到另一盘后，两盘间就相差2个，拿2个两盘间相差4个”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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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与实践：有趣的数。综合应用本单元学习的100以内的数开展的活动，

活动中不但要应用到本单元所学的知识，同时体现了活动的趣味性、开放性、自

主性，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活动建议

在课内用1课时完成。

★活动前先引导学生复习100以内

的数，重点从数数、数的组成、数的读写、

数的大小比较开始，为活动作必要准备。

★在准备的基础上明确告诉学生

“这节课就用同学们掌握的这些知识，来

开展一个‘有趣的数’的活动”。

★在抓豆子猜数活动中，教师先与

一个学生作一个示范，然后学生再自己

活动。

（1）教师要作示范“抓一把”是指手

指刚好合拢，不多也不少。

（2）猜教师（或学生）一把大约能抓

多少粒花生（或黄豆）。

（3）猜同样抓一种物品，教师一把抓

得多还是学生一把抓得多？为什么？

（4）学生一只手抓一把花生，另一只

手抓一把黄豆，猜花生的粒数多还是黄

豆的粒数多？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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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卡片摆数同样先示范再自由

活动。

（1）教师任意摸两张卡片：“要想摆

的两位数大，该怎样摆？给老师出个主

意。”

（2）两人比赛摆数。指定两个孩子

到讲台上来，一人摸两张卡片摆数，比比

谁摆的数大。使学生理解要想摆出的数

最大，需要把大的数放到十位，小的数放

到个位。

（3）4张卡片摆数。用这4张卡片摆

两位数，要想摆出的两位数最大，你会选

择哪两张卡片？为什么？

★看表格填数。

（1）先填数。

（2）学生自己找数的排列规律。

（3）全班交流。

★找校园里的数。

（1）活动前教师启发学生：教室里有

几张桌子？可以用什么方法知道？（数）

如果你想知道好朋友的年龄，年龄可以

数出来吗？那怎么办？（问）。

（2）教师：“我们活动的时候就用‘数’和‘问’的方法，找找教室里100以内的数，看谁找

到的数最多。”

（3）学生自己活动后汇报。

完成整个活动，进行小结，并对学生在活动中的表现进行鼓励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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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生活中的100（百）。数学文化是穿插在数学教学中的内容，不专

门安排课时。“百”的主要意思表示数目，相当于100，但可以引申为众多的、许多

的，在生活中应用得非常普遍。这里让学生了解100（百）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不但可以让学生体会所学知识的应用价值，还能拓展学生的视展，加深学生对所

学知识的理解。

★建议结合100以内数的读法和写

法安排这个内容的教学。

（1）让学生自己阅读，不认识的字和

不理解的词教师适当地进行讲解。

（2）让学生说一说，通过阅读，你知

道什么？

（3）提问：100（百）在生活中应用得

相当广泛。什么叫广泛？哪些地方说明

应用广泛？

（4）除了介绍的这些，你还知道哪些

生活中的100（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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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元教学资源

1.关于100。
（1）100的表示法。

十进制：100；二进制：1100100 ；八进制：144 ；十六进制：64。
（2）数学中的100。
100是99与101之间的自然数，100是10的平方数，100是第一个整百数。

100是3位数中最小的合数、自然数、偶数、平方数。

100还是一组勾股数的平方：6×6+8×8=10×10。
100分解质因数：100=2×2×5×5。
100的约数有：1，2，4，5，10，20，25，50，100，共9个。

100是过剩数（也叫盈数）。因为该数除了本身之外，其他约数的和为117。
100的平方是10000（一万），100的立方是1000000（一百万）。

（3）100与计时。

一百年为一世纪。

公元100年为庚子（鼠年）。

公元100年为东汉永元十二年。

2.计数、逐一计数和分群计数。

计数（count)亦称数数，算术的基本概念之一，指数事物个数的过程。计数

时，通常是手指着每一个事物，一个一个地数，口里念着1，2，3，4，5等，和所指的

事物进行一一对应，这种过程称为计数。

上述逐个地计算事物的方法，称为逐一计数。如一个一个地数，从22数到

28就是逐一计数。

若按几个一群的方法计数，则称为分群计数。例如一十一十地数，从22数

到92就是分群计数。

3.计数思想。

分类加法计数和分步乘法计数是处理计数问题的两种基本思想方法。一般

地，面对一个复杂的计数问题时，人们往往通过分类或分步将它分解为若干个简

单计数问题。在解决这些简单问题的基础上，将它们整合起来而得到原问题的

答案，这是在日常生活中也被经常使用的思想方法。通过对复杂计数问题的分

解，将综合问题化解为单一问题的组合，再对单一问题各个击破，可以达到以简

驭繁、化难为易的效果。

返璞归真的看上述两个计数原理，它们实际上是学生从小学就开始学习的

加法运算与乘法运算的推广，它们是解决计数问题的理论基础。由于两个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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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的这种基础地位，并且在应用它们解决问题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实际上，

两个计数原理的地位需要加强。

4.序数与基数。

假定儿童只是从教学中获得数的观念和其他数学概念，那是一种极大的

误解。相反，在相当的程度上，儿童是自己独立地、自发地发展这些观念和概

念的……儿童在能够发展数的概念之前，必须先掌握量的守恒原则。

——皮亚杰，《儿童是怎样发展数学概念的》

数的概念必须由儿童自己抽象出来，而教师应向他们提供具体的材料，在他

们已处于良好的准备状态时，向他们作出合适的发问。有些儿童到三、四年级

时，仍没有数的守恒观念，智力落后的儿童尤其如此。我们可以猜想得到，对这

样的儿童的教师来说，在入学的头几年，把时间花在数的符号水平的操作上，乃

是一种浪费。

——R.W.柯普兰，《儿童怎样学习数学》

儿童必须学会将序数观念与基数观念联系起来。为了确定一个集合中有多

少物体，必须把物体以某种方式次序化，以便每个物体能被数到一次并且只被数

到一次。

——R.W.柯普兰，《儿童怎样学习数学》

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总是从观察其外部现象开始，再逐步了解它的各种属

性，经过分析，抽象出它的本质属性（即概念），最后用下定义的方法来表明概念

的内涵。也就是说，要形成某类事物的概念，应该从观察这类事物的外部现象入

手。尤其是小学生正处在由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的逻辑思维过渡的阶段，他们

的抽象思维仍还是直接与感性经验相联系的。因此，首先要通过直观，为他们提

供丰富而典型的感性材料，使他们逐步抽象“内化”成概念，也就是概念的形成。

例如，小学生认识自然数“3”时，教师可以让学生从学具袋中拿出3根小棒，

3个圆形纸片，3条纸剪的小鱼……教师还可以摆出3个茶杯，3朵花等。总之，

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不管是纸的还是玻璃的，只要是用3个手指能表示的各组

事物的总数，都可以用数“3”来表示。

——周玉仁，《小学学科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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