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作为我国教育过程中的重要辅助手段，信息技术
在课堂练习中的应用对学生的影响深远。在小学数学课堂练
习中应用信息技术，目的在于为小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打下
基础，同时减少小学生学习的压力，寓教于乐，让学生在有兴
趣的条件下进行学习，激发他们的数学学习热情。据此，教师
可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希望能促进信息技术在小学数学课
堂练习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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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改的背景下， 信息技术在小学数学课堂练习中的

应用已经成为了小学教育改革中的核心“工程”。 如果不能以

信息技术的应用为基础， 那么学生未来对数学的学习可能就

会受到各类因素的限制。为了能够对信息技术进行应用，进而

提升学生在数学课堂练习中的学习质量， 增强小学生的学习

效率，小学数学教师就必须要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并在此基

础上树立以小学生为教育活动主体的意识，至于如此，才能够

做到合理应用信息技术，促进小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
一、在小学数学课堂练习中应用信息技术的意义

（一）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小学数学课堂练习中应用信息技术的意义在于提升小

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对数学的学习热情，挖掘他

们对数学的学习潜质，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对于处于小学阶

段的学生来说，他们往往对信息技术较感兴趣，而在如今的时

代背景下，信息技术已经得到了普及，在小学阶段对信息技术

进行应用，有利无害。在小学数学课堂练习中应用信息技术的

实质，就是将本来乏味无趣、千篇一律的数学知识训练过程转

变为适合小学生、充满趣味的数学内容，只有如此，才能够对

不同小学生个体的学习需求进行满足， 让小学生能够在心情

愉悦的状态下进行数学学习，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中进步 [1]。
（二）能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
对于我国小学阶段的数学课堂练习来说， 其普遍存在几

种不同的极端现象。一些教师在实际的课堂练习教学过程中，
过于注重理论的传授、训练，却忽视了实践教学。 还有一些教

师过于重视学生在课堂练习中的分数表现， 导致学生的数学

基础较为薄弱。无论是哪一种现象，都将直接影响学生对数学

知识的掌握，即便能够在试卷上取得高分，也不能够游刃有余

的对数学知识进行运用，长此以往，其对数学的学习只限于纸

面上，而其真正的数学能力却根本没有得到提升。而对信息技

术进行应用，则可以较好的改善这种情况 [2]。
（三）能加强学生对数学的理解程度
对于小学生来说，其学习压力越来越大，这也导致大多数

学生在数学课堂练习的过程中，对数学知识理解不深，这无疑

不利于小学阶段数学课堂练习的开展。 而教师在数学课堂练

习过程中对相关信息技术进行应用， 则能够帮助小学生快速

理解结构复杂、信息量庞大的数学知识，无形中调动学生对数

学的兴趣，进而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程度。

二、小学数学课堂练习中信息技术的应用

（一）利用网络资源促进学生思维突破

在小学教学中，数学学科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在新

课改的背景下， 信息技术等多元化教学辅助手段已经融入小学

数学课堂练习中。 因此，在小学数学课堂练习中对信息技术进行

应用，既符合我国教育部门倡导的新型教育方式，又能够帮助学

生透彻的理解数学，更快的学习掌握数学知识。 小学数学课堂练

习中信息技术的应用， 需要教师对网络资源的运用方法进行掌

握，进而促进学生的思维突破。网络环境具备着丰富的网络资源，
教师合理运用网络资源，不仅能让学生对课本的内容进行巩固，
还能为其构建起完整的数学知识框架， 从而使学生能够在思维

突破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数学综合运用水平。
从具体的案例来看， 教师为学生布置的课堂练习内容为

“对圆的认识、圆的周长和圆的面积”。 在进行了教学之后，教

师又在网络资源中搜集到扇形的教学内容， 并且在对扇形内

容进行延伸时，还以角的部分知识为基础，为学生讲解圆心角

的计算方式，如此一来，学生就能够在课堂练习中对已学的内

容进行巩固，同时还能够为下一步的学习奠定下基础。可见利

用网络资源能够促进学生的思维突破。
（二）教师需要提高信息技术的运用水平

在小学数学课堂练习中对信息技术进行应用， 需要教师

提升自身的信息技术运用水平。这是因为，教师是将信息技术

应用于小学数学课堂练习中的主要操作者， 如果教师不能够

不断提升信息技术的运用水平， 那么在数学课堂练习中对信

息技术的应用也就无从谈起。
首先， 教师需要深入的了解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的问

题，利用互联网资源优势，将其融入到传统的课堂教学当中。
如果能够适当对适合学生目前数学学习情况的信息技术进行

应用，无疑就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小学数学知识。
其次， 小学数学教师在实际情况下需要结合学生在不同学

习阶段中的表现，运用信息技术。 例如，在讲解角的知识过程中，
一些学生认为角的大小和边长有着一定的关系。 教师可以引入

多媒体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利用画图功能制作一个角，然

后让这个角的边进行长短变化，并度量角的度数，在形象的演示

中，角的度数没有变化。也就是角张开的大小始终没有变化，只是

边的长短在变化，学生从而发现角的大小与边的长短没有关系。
对于行程问题也可以利用这样的信息技术， 让学生正确理解时

间、速度和路程之间的关系，也就是 S=V*T，可以展示相向而行的

小车的画面，这样的讲解更加直观，效果比较好。
最后， 小学数学教师必须要具备自主制作微课视频资源

的能力。 除了掌握相关软件的使用之外，教师更应该在选材、
讲解等步骤中下功夫。 现实中的很多小学数学教师习惯了传

统的教学模式，对信息技术应用存在一定的心理排斥，这无疑

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一点需要广大小学数学教师注意。
（三）根据学生课堂练习表现合理选择信息技术内容

经过具体分析得知， 小学数学课堂练习中涉及的信息技

术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理论部分与实践部分。对于小学数学教

师来说，其必须要根据学生在课堂练习中的实际表现，灵活选

择信息技术内容。

小学数学课堂练习中的信息技术应用
黄学斌

（福建省松溪县实验小学，福建 松溪 353500）

学周刊
LEARNING WEEKLY 信息技术与教学May.2019

Vol.13
2019 年 5 月

第 13 期

127- -



摘 要：体育与健康课程是一门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

以增进学生健康为主要目的的必修课程。它是学校课程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人的必要手段。课外体育活动则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实现学校体育目的的重要途径。笔者在对石家庄市

第一中学体育课和体育课外锻炼情况的调查中发现，体育课

和体育课外锻炼的开展不尽如人意，学生的身体健康在体育

课和体育课外锻炼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发展和提高，针对这一

现象笔者运用文献法和问卷调查法深入了解其发展状况及存

在的问题，从多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以纠正当前存在的问

题，期望学校体育课和体育课外锻炼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体育课；课外锻炼；体育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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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每天锻炼一小时”的号召，国家体

育总局、教育部、中央文明办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青少年

体育活动促进计划》，计划明确提出，要切实保障体育课时，严

格落实每天锻炼 1 小时。作为体育教师，我们应当积极响应这

一号召。体育与健康课程是学校教育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但

是在学业压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 体育课越发被教师和学生忽

视，体育课与体育课外锻炼时间被缩短，学生通过体育课和体育

课外锻炼的学习对于运动技能的理解与掌握效果甚微。 除此以

外，由于缺乏必要的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一

现象在高中阶段是较为常见的。那么，作为体育教师，我们务必要

重视体育课和体育课外锻炼的开展。 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如何开

展以及怎样开展得更好便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体育课和体育课外锻炼的开展现状

（一）体育课程的开展现状

1.体育课程的内容与开展现状

通过实地调查，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各年级体育课均为每

周 2 节，教学项目分为足球、篮球、排球、垒球、健美操、武术、
体能几个选择。 学生通过选修的方式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

目进行学习，但是在选择过程中学生不免出现“随大流”的现

象，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组织以及对学生的管理缺

乏系统性， 导致体育课的教学效果较差。 偶遇雾霾或阴雨天

气，体育课则由室外课改为室内课，大多数的室内课实质是自

体育课和体育课外锻炼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以石家庄市第一中学为例

王晓屹
（河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从理论部分的角度来看，顾名思义，这一信息技术的应用

类型主要以理论传授为主。 因此，在对数学微视频进行收集、
制作的过程中，教师应该以小学数学的重点、难点为主，通过

言语传授或者是提问，达成与学生之间的信息传递过程。这种

信息技术主要以学生难以理解的数学问题为核心， 在讲解的

过程中，目的在于让学生快速搭建自身的数学知识结构，在繁

复的数学知识中找出自己最容易理解的方法。
从实践部分的角度来看， 这种信息技术的应用主要是指

教师在对数学微视频进行制作的过程中， 围绕学生学习过的

数学问题，开展实践演示。 其过程始终以某个知识点为基础，
让学生能够按照视频进行实践， 并为学生的实际练习提供演

示。我国小学数学课堂练习中涉及的信息技术，在理论与实践

的比例方面基本持平。 这两个部分都能够对小学数学课堂练

习的内容进行丰富，促进小学数学课堂练习的效率，提升学生

学习数学的水平， 这就需要教师细致地了解学生目前的学习

程度，之后选择不同的内容应用于数学课堂练习之中。
（四）加大信息技术的推广力度，针对信息技术加大经济

投入

加大信息技术的推广力度对于信息技术在小学数学课堂

练习中的应用来说至关重要， 其中小学数学教师作为信息技

术的实际操作者，其有义务对信息技术进行推广，让学生、家

长都能够理解信息技术， 让其他教师能够学会利用信息技术

教学。传统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也

使得创新式教育势在必行。 信息技术的推广有利于促进创新

式教育的传播，因此，教师应该尽可能在现实情况下传播信息

技术，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小学数学的教学内容。

在数学课堂练习中对信息技术进行有效应用， 需要学校

针对信息技术加大经济投入，进而建设资源库。 客观的说，我

国在教学中融入信息技术的时间还不长，经验还不足，因此，
为了能够保证信息技术的合理应用， 学校必须要投入一定的

财力用于开发。学校可以向上级教育部门申请经费，支持信息

技术的日常建设、管理工作。 教师在信息技术的应用过程中，
需要运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对小学数学课堂练习的难点内容、
让学生实践的内容进行细致的讲解，既要利用信息技术，又不

能完全依赖信息技术，达到信息技术与传统授课的统一协调，
从而创新小学数学课堂练习。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教学中，数学学科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而在新课改的背景下， 信息技术等多元化教学辅助手段已经融

入小学数学课堂练习中。 因此，在小学数学课堂练习中对信息技

术进行应用，既符合我国教育部门倡导的新型教育方式，又能够

帮助学生透彻的理解数学，更快的学习掌握数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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