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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purpose of increasing mathematical grad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e need
to create the contents of mathematical courses according to its own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to
light up the interests of students to learn mathematic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and disadvantages in current mathematical teaching based on the pres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this paper offers specific suggestions such as improving the teachers’ mathematical teaching modes and methods, constructing strong teaching atmosphere, building favorable learning environment, stimulating the willingness of students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giving
them wider thinking space. By doing so we’ll be able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i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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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高高职院校学生数学成绩，我们需要创建具有符合专业特色的数学教学课程内容去充分调动学生学习
数学的兴趣与爱好。文章根据高职院校数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了高职院校目前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
足，针对性地提出了高职院校教师应改进数学课堂的教学模式与教法，营造浓厚的教学氛围，创建良好的学
习环境，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给予学生广阔的创新思维空间，全面提升高职院校数学课程教学质量的
方法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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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学是开发思维的一门学科，同时也是学生学习其它学科所必备的专业基础。高等数学是高职院校
中经济类、理工类专业学生必修的重要基础理论课程。数学主要是研究量与量之间的关系和这些关系的
结构、变化及空间模型等概念的一门基础理论学科[1]。在现实的生产及生活中，无处不用到数学。数学
不但研究现实生活中的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还研究各种各样的抽象的“数”和“形”的模式结构[2]。
数学知识在国防建设、科学技术、工农业生产、人们日常生活等各行各业中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学好
数学知识，能使人们做事情思路清晰、思维缜密、逻辑性强，想象力丰富。由此可见，学好数学对推动
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及工农业生产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对学习其它学科起到承上启下的阶
梯作用。怎样才能提高高职院校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激发他们对数学课程的学习爱好，把“抽象的数
学知识与社会生产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枯燥的数学理论、公式变成丰富有趣、显而易见、容易理
解”的教学内容，让每个学生从“不感兴趣到感兴趣”，从“无味到有味”，从抽象到直观。托尔斯泰
说过：“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自身的兴趣”。可见，兴趣是培养学生学习数学
和创新数学个性的起点，兴趣是诱发学生学好数学的良好学习动机的源泉[3] [4]。

2. 高职院校数学课程现状分析
2.1. 学生的数学基础参差不齐
多年的教学体会，深感高职院校学生的数学基础参差不齐，不是说所有学生数学基础都差、底子都
薄。相反，每个班有 30%左右的学生数学基础较好，高考成绩在 110 分左右，他们对数学这门课程很感
兴趣，上课认真听讲、主动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下课按时完成作业，对不懂的问题及时向老师请教，
学习成绩都在 85 分以上；有 45%左右的学生，她们不厌烦数学课程，只是数学基础一般，学起来有些费
劲，所花费的时间多于其它科目，成绩处在 70~85 分之间；另有 25%左右的学生数学基础确实很差，高
考成绩多在 60 分左右，老师课堂讲的内容多数听不懂，他们认为数学难学，不易理解，即使花费很多时
间，收效不大，不像有些文科平时不怎么学习，但到考试时好好背诵两天，就能得 80 分左右，甚至更高，
所以他们不爱学习数学，对数学课程不感兴趣，学习成绩不理想。

2.2. 个别教师的授课方式不够恰当
有的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考虑学生实际情况，只是一味的照书本讲解和灌输，不给予学生的思考
时间与空间，势必造成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情绪低落、厌学，从而使得课堂气氛变得沉闷。而数学知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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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比较抽象，枯燥无味“S + Y = B”，这是定义，如果教师授课方法不恰当，课堂气氛压抑沉闷，师
生互动较差，不能与生产、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调动不起来学生学习数学的趣味和爱好，体验不到学习
数学的情感与魅力，必然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2.3. 部分学生的学习目的不够明确
通过调查和了解，得知部分学生对学习数学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学生学习目
的不明确，认为毕业后找工作远离与数学有关的职业，也不想到高等学府继续深造，更没有机会踏入科
研单位的门口，所以认为学习数学对他们来说用处不大。另一个是学习数学“枯燥”，基础差没“兴趣”，
加之有的老师授课方式“无味”，学生学习成绩落后学着没劲，因而不愿意学习数学。

2.4. 一些学生学习方法不够灵活
教师的授课方式固然重要，但学生的学习方法也非常关键，如学习方法不对头，即便再努力，也不
会得到理想的学习效果。例如：有些学生学习很用功、很刻苦，背了许多公式、定义、定理，却往往做
不出那千变万化的数学计算题，这是为什么？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在学习方法上存在
着死记硬背、理解不到位、抠例题、不能举一反三，导致学习效果不好。

3. 提高高职院校学生数学成绩的方法与措施
3.1. 依据高考成绩分班授课
对数学课程来说，分班授课是为了“因人因材施教”，将数学基础参差不齐的学生区分开来，进行
有针对性授课与辅导。对学生而言，他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理解问题的快慢、接受新内容的速度也的
确不同，有的多有的少、有的快有的慢、有的强有的弱。科学合理的分班，是为了让成绩好的学生更好
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快速授课或加深重点，基础好的学生在一起学习
可更好地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相互之间可以互相探讨、互相提高。数学基础一般的学生，教师可根据
他们的理解能力及学习情况，从浅入深、适当放慢速度，对重点、难点可以反复讲，直到多数学生理解
和掌握为止，这样也能激起数学基础一般学生的好胜心、求知欲及成就感。对于数学基础较差的学生，
教师可利用一定的时间，复习一下高中的知识，衔接好知识的连贯性，授课时速度适当放慢些，直到他
们听懂为止。否则，基础好的学生嫌教师讲的慢，不解渴；基础差的学生嫌教师讲的快，没有理解透彻，
跟不上班。教师的授课尺度要把握好，既要照顾好生，又要兼顾差生。本人认为，对于高职院校数学课
程来说，分快、中、慢班授课，有利于提高学生数学成绩，有利于学生的进步与发展。总之，对于高职
院校学生学习数学课程来说，分班应该是“利大于弊”。

3.2. 教师要改革传统的授课方式
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和授课方式方法，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的束缚，改革数学课程结构体
系，努力为学生搭建一个良好的数学学习环境和平台。教师的授课方式，直接影响或关系到学生的学习
质量，有些人认为数学教师只要掌握 1~2 本教材就可以，就能伴随自己一生的职业生涯，不用天天去备
课。其实不然，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学科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呈现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
合的发展趋势。在数学课授课中，教师要改变传统的“照本宣科”，以书本论书本的传教方式，教师要
有足够的知识量，存储的知识不但要“长流水”，而且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要创建具有符合
专业特色的数学课堂教学方法，努力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与爱好。让学生真正体验
到数学知识在各行各业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感受到学好数学知识的重要，能够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

29

温静

去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尤其处在高新技术层出不穷和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每个人都应该掌握
一定的数学知识来提高自己的社会竞争力[5]。作为数学教师，要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跟上时代改革的步
伐，在掌握丰富的教育科学知识的同时，必须打破自身知识结构的封闭，建立开放式的知识结构。根据
高职院校具体的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改革传统的授课方式，不断创新课堂内容，通过典型案
例、试题，让学生明白从简单的基础数学思维转换到高度抽象的复杂的高等数学的学习过程，的确有一
定的难度。因此，教师的授课方法要灵活多变，因人施教，通俗易懂，在授课过程中，根据生产、生活
实际，选择与学生所学专业相近的内容，提出一些新颖且极富吸引力的问题来给予学生思考，构建有助
于学生自主学习的氛围和环境，最好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能够提出诸多问题或设想，开展课堂师生互动，
让学生通过结合自己或社会实践去思考和理解问题并做出回答，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培养
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从而达到提高学习成绩的目的。

3.3. 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
高职院校数学课程是重要基础课程之一，是为学生学习后续专业课程奠定基础，或到高等学府继续
深造，或为毕业步入社会、参加实际工作提供数学知识和基本方法，数学知识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航空航天、军工、工农业生产、金融、经济等各方面都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
性的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教师本身要有宽厚的专业基础理论和精深的专业应用知识，给学生创
造自由宽松的教学环境，通过数学模拟试验、趣味数学研讨、参观学习与数学有关的科技成果，创建“数
学模型”等多种途径，激发学生的学习数学的兴趣与爱好，积极培养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
使他们的兴趣爱好得以张扬。其次，让学生明确学习数学的目的、意义和用途，了解数学知识在各行各
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让他们知道生产生活中时时处处都与数学相联系，数学与人们的生产劳动同在，
同时还要让学生熟悉数学学科与相邻学科知识紧密联系的重要，使学生既能“知其然”，又能“知其所
以然”，形成自主学习的自觉性。可以说成功的数学教学同样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学习数学的兴
趣。由此可见，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爱好很重要，学生明确了学习目的，端正学习学习态度，有
了学习兴趣和爱好，就有了学习动力。因此，数学课程的教学质量也一定能够得到提高。

3.4. 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教师要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正确的学习方法。首先，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数学与人类生产、
生活的关系、数学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关系、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以及解决制约学习数学“瓶颈”
的途径等方法，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消除学生的心理恐惧。其次，让学生认识到学好数学不但是学习
专业课的基础，更是对自我素质的提高最基本的课程。教师在授课时，要理论联系实际、抓住重点，板
书清晰工整，消除学生对高等数学课程的恐惧感。为了让学生在数学课堂上提高学习兴趣，教师要把抽
象的概念用通俗易懂、容易理解的语言讲解给学生，让学生感到不陌生。第三，引入现实生活中实例进
行讲解，举一反三。比如：一个人在幼儿园时学习数数，知道物体的多少，小学时学习数学就知道了物
体的大小，中学时学习数学知道了什么是函数、导数和微积分及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大学学习的高
等数学是为了毕业后为国家和社会办大事、干大事，解决实际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特别是军工、
机械制造业，航空、航天、深空探测技术是万万离不开数学知识的。告诉学生学习数学在国家、社会、
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尽一切办法调动他们的兴趣和爱好。第四，知会学生怎样学好数学课
程。学生要统筹安排学习计划，改善学习方法。在学习数学课程中，一定要做好课前预习，认真听课，
多记重要的例题、概念、和公式，多看课本和参考书，主动提问不懂的问题，勤动手细琢磨，多练习多
做实验，加强课后复习，善于总结，找出经验和不足之处。要保证学习时间，学会合理利用时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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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时间内的学习效率，使数学成绩一步一步的得到提高和稳固。

4. 结束语
总之，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数学成绩，采取分班授课的方式很有必要，目的是为了“因人、因材施
教”，使数学基础好的学生能够迅速提高，数学基础差的学生通过老师有针对性的补课、讲解、辅导等
途径来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有利于学生的进步与发展，有利于提升学校整体办学水平和教育质
量，利大于弊。另外，要提高高职院校学生数学课程的兴趣。首先，教师的授课方内容很重要，授课内
容要与科研、生产、生活实际紧密结合，不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理解能力及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分析研究教学方法，找准数学教学的特点与规律，克服制约数学成绩偏低的“瓶颈”。其次，
学生要明确学习数学的目的，掌握学习数学的特点、方法及规律，全面提升高职院校学生学习数学的兴
趣与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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