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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hematical problem consciousness is helpful for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mathematics, put forward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nalyze problems with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literacy, solve problems with mathematical thinking and methods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create teaching situations. Teachers
construct classroom activities, enrich teaching methods, guid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mathematics classroom, which can guide students to form a certain awareness of problems and
acquir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by mea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thinking in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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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问题意识有助于学生进行数学思考，在学习过程中提出数学问题，用数学知识与素养去分析问题，
用数学的思维与方法去解决问题，提高数学思维能力。本文探讨了在数学课堂上，教师借助信息技术创
设教学情境、构建课堂活动、丰富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数学课堂中，形成一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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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收获数学知识，提高数学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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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注重教学的启发性，
提高学生问题意识。没有数学问题的课堂教学容易拘泥于教材，使学生分散注意力，达不到良好的教学
效果。教师应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具备一定的问题意识，能够在学习中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通过数学的学习，除了收获数学知识外，还应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

2. 巧设问题情境，激活问题意识
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学生乐于学习数学才会主动参与到课堂中，进行数学思考[1]。在创设问题情境中可以引入一些数学文化，
将一些数学家的历史故事和一些与课堂内容相关的数学历史融入到课堂，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激
发学生的好奇心。如在向学生介绍圆周率时，可以引入刘徽的割圆术，体会他的“割之弥细，所失弥少，
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割，则与圆合体无所失矣”的思想，再向学生介绍祖冲之进一步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
点后 7 位的结果的创举等等，让学生感受数学文化，同时对圆周率到底是什么心生疑问，接下来教师进
行讲解。在此过程中，促进学生激发问题意识，引发其进行数学思考。
在创设问题情境时，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好奇心，为学生创设一定的悬念，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
让学生勤于思考，敢于猜想，善于动脑。也可以借助一些现代多媒体手段，帮助创设一些教学情境，让
数学课堂充满趣味性，教师在此过程中要注重对学生的启发，针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巧设一些问题情境，
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在创设问题情境中要注重问题的新颖性，教师应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同时，问题情境的创设要结合一定的教学安排和教学目标，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包括教学重、难点，
学生认知特点，最近发展区等。创设问题情境时不应该偏离教学目标，再节外生枝一些新的问题，不易
于学生对新知的掌握。一些教师为了创设问题情境而偏离了正常的教学计划，反而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
对学生造成一定的认知障碍。因此，教师应该充分了解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学生最近发展区的确定与学
生现实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两者有关，这两者之间的差距，被称为最近发展区。在学生最近发展区
中创设问题情境，才可以帮助学生进行有效数学思考，做到有意义学习。最近发展区的提出者维果茨基
曾指出，学生当前的学习水平指的是在已经完成的发展程序中的结果所形成的发展水平，主要体现在学
生可以利用现有的知识体系独立完成教师所提出的学习任务，学生潜在的发展水平是指已经形成的一种
状态，指学生当前还不能通过自己的智力单独完成学习任务，但通过教师帮助或者与同伴之间的合作交
流，经过指点、启发和一些努力，最终可以完成学习任务，达到潜在的发展水平。两种水平之间的幅度
便称为“最近发展区”。因此，教师通过一些问题情境为学生构建学习支架，帮助学生循序渐进完成新
知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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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构建课堂活动，发展问题意识
新型数学课堂中应打破传统的主要以教师讲授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单纯以教师提问、学生回答
这种教学方式也相对单一，在教学过程中更应创设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数学课堂参与度，应努力使全班
同学参与进来，在活动中发现数学问题，提出数学问题。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可根据学生的性别、性格、
基础等按照“组间同质，组内异质”将学生分成小组，根据教师提出的问题，小组之间进行探究讨论，
在此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上巡视走动，对学生进行引导。学生在交流探索中，发现提出并解决数学问题，
分享彼此的智慧，并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数学思考，培养数学思维。
在创设教学活动过程中，应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起到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的作用，在此过程中
教师也要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控制与调整。学生的主体地位，应通过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体现，
对于学生在课堂中提出的数学问题，教师应对学生这一行为及时给予肯定与鼓励。对于学生回答正确的
问题，是对其认知结构的巩固与加深，对于回答错误经过改正的问题，是对其认知结构的调整与改变。
教学活动中，对数学问题的设计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学习特点，设计难度也要适宜，确保数学
问题有一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于一些有难度的知识点和问题，教师应注重由浅入深的引导，循序渐
进地解决数学问题。同时对于一些数学问题还应注重层次性，每个学生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存在个体
差异性，问题的设置要适应学生的不同水平，充分发挥每位学生数学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数
学问题意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体会到的除了是“教师教”还有“学生学”，师生共同参与，进
行积极教学活动。

4. 丰富教学方法，升华问题意识
一堂成功的数学课，从整体的教学设计到每一个数学问题，无不体现教师的教学技巧。作为教师，
应从自身入手，只有具备一定的教学素养和扎实的教学基本功，才能够在学生的认知基础及最近发展区
中设置数学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启发学生进行数学思考，形成一定的问题意识，提高数学思维能力。教
师应在对一些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了然于心，才能够灵活地运用。为了充分调动学生数学思维，
教师不能拘泥于教材内容，应丰富教学方法、结合学生实际，升华学生的问题意识。
如在讲授“确定位置”一课时，教师可以将本课与社会热点相联系，向学生介绍马航失联事件，让
学生体会到如果救援队可以将失联的航班的位置定位并进行表示，那便能缩短救援时间，尽快开展营救。
让学生体会到数学和生活实际的密切联系，教师再提出问题：要想确定物体的准确位置，需要确定哪些
因素呢？通过对问题情境的巧妙设计，让学生运用极大的热情去探究数学问题，主动地进行数学思考。

5. 实现教学民主，提升问题意识
素质教育强调，在教学中应该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学
生的个体差异性，做到因材施教[2]。针对班级中不同基础的学生，可以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让班级中
每一位同学都有回答问题的机会，得到一定的提升，不再让课堂是少部分学生的课堂。教师也可鼓励学
生在班级中进行民主的交流，学习优秀的学生可以帮助其他学生解决其不懂的问题，这样无论是后进生
还是优等生都会取得一定的进步。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应该让学生勇于提出问题，针对不懂的问题，学生可以举手提出，教
师在课上或课下给予解决。当学生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回答正确的问题，教师要给予有效的肯定，并
提出合理化的建议。比如当学生回答正确一个问题，教师可以针对学生的思路、答案等给予一定的评价，
让学生有成功的课堂体验。对于学生回答错误的问题，教师也要有针对性的帮助学生进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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