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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是课程标准的具体

化，是教师设计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教材为学生的

数学学习提供了丰富开放的主题与素材、内容与结

构、活动与线索，是学生获取数学知识、数学技能、数
学活动经验和数学思想的重要资源。一线教师研读

教材的能力，直接影响着自身专业的成长、知识传播

的效度，也直接影响着学生数学概念的理解、数学思

维的发展、数学思想的感悟。本文试以具体课例为介，

着重探讨研读教材的三重境界，以期给广大一线教师

提供深度解读的途径和范例。
一、从整体到局部，理清教学内容的序

数学知识具有系统性，其知识体系存在序，教材

编排也有一定的序。数学知识体系的序是教材编排

的一个依据，但教材编排还要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

因此，相关教学内容是螺旋上升、分散编排的。教材

编排的序，包含整套教材之序、同板块教材之序、本单

元教材之序，还有本课时活动线索之序。从整体—局

部，从宏观—中观—微观系统研读教学内容的序，有

助于理清教材编排思路，科学组织教学活动。
1. 研读整套教材，明晰阶段教学的要求

“图形的认识”是“图形与几何”学习的基础，是其

重要组成部分。以“圆的认识”研读为例，苏教版数学

教材分两段编排：第一段是在一年级下册“直观认识

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和圆”；第二段是在五年级下

册“探索圆的特征，直观认识扇形”。
一年级下册的“直观认识圆”，通过从“体”分离出

“形”的活动，安排学生照样子画一画、比一比，找一

找、辩一辩，围一围、拼一拼，初步感受圆和长方形、正
方形、三角形有明显的不同，体会圆的边是“弯”的，另

外三种图形的边是“直”的。
五年级下册“圆的认识”，通过用线绳、圆规等不

同方式画圆的活动，借助操作、观察、比较、想象、推
理，深入探索圆的特征，认识圆心、半径和直径，体会

圆上任意一点到圆心的距离是相等的，真正建立圆的

概念。
2. 研读单元编排，明确教学内容的节点

一个单元是由若干道例题组成，这些例题按照一

定的逻辑顺序组成学生认知发展的序列。整体把握单

元编排的序，突出重点、分散难点，才能瞻前顾后，提

高效率。“圆”单元共编排十一道例题，包含圆的特征、
周长和面积，其主要内容及其前后联系见表 1[1]。

3. 研读课时内容，理清教学活动的线索

教材不是直接呈现静态的数学结论，而是引导学

生经历知识的产生、发展与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说，指

向一个个具体知识的数学活动是教材的重要组成部

分。研读课时内容的线索呈现，能帮助教师研判教学

重难点，有效安排教学活动。“圆的认识”这节课包含

的知识点比较多，这些知识点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活动

顺序呢？

例 1 安排了两个层次的学习活动。
（1）让学生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充分感知圆。
①观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几个圆形物体，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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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已有的认知经验，初步抽象出圆的图形（静态

的圆）。
②比一比，初步体会圆与多边形的异同。
③自主画圆，初步感知圆的基本特征（动态的圆）。

（2）结合学生尝试用圆规画圆的过程，分别介绍

圆的圆心、半径和直径，进一步认识圆。
①试着用圆规画圆，在交流中明确用圆规画圆时

须要注意的关键环节。
②借助画圆的体会，理解圆心、半径和直径这几

个概念，并用字母在图形上做具体的标注。
③在自己所画的圆上标出圆心，画出一条半径和

直径，并分别用字母表示。
例 2 引导学生在操作活动中探索并发现圆的一

些主要特征。
（1）教材首先给出了研究的方法和途径：任意画

一个圆，折一折、画一画、比一比。
（2）交流明确圆的本质特征：同一个圆里所有的

半径都相等，所有的直径都相等，直径长度是半径的

2倍。圆是轴对称图形。
从整套教材到一个单元再到一课内容，是一个从

整体到局部的研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准确把握

本课学习在知识技能方面的阶段性具体目标。
二、由定义到本质，关注教学内容的根

理解某一个数学概念，不能简单地局限于概念的

文字表述，应通过专业化解读，回归本体，深入把握概

念的数学意义。也就是说，一个概念的学习，最终目

的不是为了记住定义，甚至把定义背得烂熟于心，而

是要理解这个概念的本质。数学概念的本质，不仅指

向明确的教学内容，知道“是什么”，还要指向知识之

间的内在联系，思考“为什么”。不同的认知过程会形

成不同的理解水平，若是单纯教学定义，其认知过程

主要是模仿、记忆、强化，只能达成“工具性理解”；若

是突出数学知识之间的本质联系，其认知过程则重在

经历、感知、体验，就会形成“关系性理解”[2]。以“圆的

认识”为例，学生在上课之前对圆的“直观认识”与“会

用圆规画圆”，还只是工具性理解，通过进一步研读

“是什么—为什么—有何用”，引导学生达成关系性理

解，后期学生才能创造性地应用知识。
1. 询问本体“是什么”
几何图形的定义一般有三种形态：①点、线、面、

体的组合；②点的集合；③运动的轨迹。分析圆的定

义，理解圆的本质，可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确定“圆

是什么”。圆的几何学定义，在中学使用的是“集合”
“轨迹”。在小学没有“集合”“轨迹”等名词，也没有界

定“什么是圆”，只是涉及圆的直观表象。其实，依据小

学生画圆的动态过程，可以给出如下定义：让线段

OA 绕着它的一个端点 O 旋转一周，我们把另一个端

点 A 所画出的曲线叫做圆，点 O 称为圆心，OA 称为

半径[3]。这样的定义只用了“线段”“旋转”等术语，小

学生完全能够接受。这个定义明确指明了圆的本体是

一条曲线，是一维图形，具有周长。
2. 叩问本源“为什么”
定义只能解释这个概念“是什么”，不能解释“为

什么”。而“为什么”恰恰揭示了数学知识的创造过

程及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记住定义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理解概念的本源意义。学习“圆的认识”，从课前

准备圆规开始，学生就已经在旋转、把玩圆规，就知道

用圆规可以画出一个圆。但是“为什么用圆规就能画

出一个圆？”学生不知道。这样的叩问，可以直指圆的

本源意义“到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圆规固定的一只

脚相当于定点，圆规两脚间的距离相当于定长，围绕

定点旋转一周，定点不动，定长不变，所以画出来的才

是圆。“如何在篮球场上画一个更大的圆？”“还可以怎

样画一个任意大小的圆？”这样的叩问，可让学生感悟

画圆不在于是否必须用“规”，而在于必须满足“定点、
定长”这一圆的核心本质。对“车轮为什么要做成圆形

的？”等生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则可再次凸显圆的本

源意义：因为圆的所有半径都相等，即“一中同长”，所

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和圆的直观

认识（一年级下册）

长方形、正方形的周长和面积（三年

级）

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和梯形（四年级

下册）

多边形的面积（五年级上册）

例 1
例 2

用圆规画圆

圆心、半径、直径等概念以及圆的特征
练习十三

圆柱和圆锥（六年级下

册）

例 3
例 4 至例 6

扇形的初步认识

圆的周长（包括意义、算法、初步应用）
练习十四

例 7 至例 10 圆的面积（包括意义、算法、初步应用）

练习十五
例 11 简单组合图形的面积

单元整理与练习

表 1
已经学过的相关内容 例题 教学内容 练习编排 后续学习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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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圆形车轮车轴的运动轨迹始终在一条水平线上，不

会颠簸，平稳舒适。
3. 追问价值“有何用”
数学知识体系一直在发展，相关的数学知识浩瀚

无边，为什么偏偏是这些数学概念和方法，一直需要

儿童学习？没有这个概念和方法会怎样？立足宏大的

视野，常常从知识价值的角度去追问，才能直抵知识

的核心，把握知识丰富的价值意蕴。为什么要研究圆？

为了更好地认识、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也为了

后续的深入学习。我们每天居住、生活、工作的空间

都离不开直观图形，圆更是随处可见。在一切平面图

形中，圆是最美的。圆的学习，是数学知识体系中的

重要一环，是曲线平面图形学习的发端，是后期学习

平面几何、立体几何、解析几何的必备基础。当然，圆

的学习过程中还蕴含着独特的数学思维、数学思想的

价值。
根的研读是深刻理解概念的发生、发展过程，是

彰显概念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透彻理解，精准把

握，寻得根基，才能达成“用教材教”的境界，才能创造

性地组织学习活动。
三、从知识到思想，关注教学内容的魂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教材编写的明线，而蕴藏

在这些知识内容中的思维方法、数学思想，则是教材

编写的暗线，是数学学科之魂。数学思想是对数学学

科的本质认识，是数学内容逻辑架构的主线。学习一

门学科就是学习领悟这门学科的思想方法。数学也不

例外。数学思想具有层次性，抽象、推理和建模是数学

学科的基本思想，由这三个基本思想又可派生出许多

低层次的数学思想，因此，研读数学内容蕴含的数学

思想，可从这三个基本思想入手细细研究。“圆”这个

单元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有哪些呢？

1. 抽象思想

数学研究的数量和图形都是抽象的内容，抽象

思想在数学中无处不在，数学学科的建立依赖于抽

象。符号化、分类、集合、对应、变中不变等都是与抽

象有关的数学思想。“圆”这个单元的学习，可渗透符

号化、有限与无限等思想，如圆心、半径、直径、圆周

率，分别用字母 O、r、d、π 表示，这些符号不仅具有

明确的含义，还能参加数学运算和推理证明，具有抽

象概括、简明精确的特点。圆的周长 C=πd=2πr,面
积公式 S=πr2，这两个公式的探索和归纳过程，本身

就是一个符号化和模型化的过程。圆的面积，只要确

定半径，无论它的半径有多大，它的面积总是有限

的，把有限的面积分成无限个全等的扇形，转化成长

方形来计算面积，这是将有限问题转化成无限问题

来解决，可渗透有限与无限思想，体现对立统一的辩

证关系。
2. 推理思想

数学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推理，推理分为两种形

式：演绎推理和合情推理。合情推理的常用形式有：归

纳推理和类比推理。此外，转化、数形结合、几何变换、
极限等也都与推理有关。“圆”这个单元的学习，可渗

透归纳、转化、数形结合、极限等思想。如圆周率的探

索，采用的是归纳法：通过计算几个大小不同的圆的

周长与相应的直径的比值，发现规律，归纳圆周率。
“以数解形”，探索圆周率、圆的周长等知识，从量化的

角度研究圆 ，借助数的精确性和可操作性深入认识

圆的性质，是数形结合思想的渗透。把圆分成无穷小

的无穷多个小扇形，无限逼近长方形，通过取极限得

到面积，这个推导过程，同时蕴含了转化思想和极限

思想，即“无限分割、化曲为直”，对后续学习最具有价

值，应重点孕伏。
3. 模型思想

模型思想是通过数学结构化解决问题，更加注重

建模和应用的过程。方程、函数、优化、统计等都是与模

型有关的数学思想。“圆”这个单元的学习，可渗透模

型、函数等思想。如探索、理解圆的周长 C=πd=2πr，
面积 S=πr2 这两个模型，并能够运用这些模型解决问

题，就是模型思想的渗透。
抽象，得到数学概念；推理，助推数学发展；模型，

促进数学应用。数学知识和数学思想相互依存，但思

想总是蕴涵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教师需要用心挖掘

数学知识之魂，才能提炼概括出隐藏的思想价值。
深度研读教材，把握教学内容的本质，是组织教

学活动的根本。当然，有效的课堂教学还离不开研究

学生的知识基础和生活经验，研究学生的思维现实和

学习规律。希冀广大一线教师，可从认真阅读教材和

教师教学用书入手，先理清教材的序，再阅读教育教

学刊物和教育专著，结合思考寻得根与魂，努力达到

思维通透、运筹帷幄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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