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 曹培英 

教育部《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新版课 

标”)前言部分关于“课程内容”的阐述，最大的亮点在于修改、 

充实了十个核心词。 

坊间有人调侃，核心词居然有十个之多，还有“核心”吗? 

但若细细研读 ，不难发现，十个核心词所指称的，确实都 

是构成数学素养的重要因素，值得反复学习、领会。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教师来说，最感兴趣的也是最 

为重要的是基于实践的解读。 

笔者愿意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实践、多年的课堂观察与 

研究，细述个人的学习心得 ，尝试跨越理论与实践的断层，走 

出认知与教学的误区，以供同仁借鉴。 

核心词 ：数感 

一

、 数感，“你”是什么 

教育部《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关于“数感”的诠释是： 

“数感主要表现在：理解数的意义，并能用多种方法来表示数； 

能在具体的情境中把握数的相对大小：能用数来表达和交流 

信息；能为解决问题而选择适当的算法；能估计运算结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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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果的合理性作出解释。” 

这段话试图从学习行为改变的视角刻画数感的表现．即 

理解数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五个“能”。它比那种将数感等同于 

“数学头脑”，认为“建立数感可以理解为会‘数学地’思考”的 

广义勰释，要收敛许多，但仍显宽泛。例如，“为解决问题而选 

择适当的算法”，有时数感能起一点作用 ，但更一般地起主要 

作用的是对运算、对算法的理解。 

“新版课标”关于“数感”的表述是：“数感主要是指关于数 

与数量、数量关系、运算结果估计等方面的感悟。建立数感有 

助于学生理解现实生活中数的意义，理解或表述具体情境中 

的数量关系。” 

这一表述由两句话组成。前一句侧重数感的界定，“数感 

主要是⋯⋯感悟”；后一句侧重数感的作用．“数感有助于 
⋯ ⋯

”

。两句话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描述了数感的表现。 

作为课程标准，尽可能地给出学习行为的表现性评价标 

准，是可取的。然而，一线教师又希望看到浅显、通俗的解释。 

这一要求并不过分。 ． 

既然数感是一种感悟，而“感悟”的本意是“有所感触而领 

悟”，那么简单地说，数感就是关于数的感觉和理解。 

我的工作室有两位学员撰写了一篇关于培养数感的论 

文，经层层筛选 ，送交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数学教学专业委员会 

第 12届年会，获一等奖。有关人员审查发现，其中关于数感内 

涵的界定“数感是一种主动地、自觉地或自动化地理解数和运 

用数的态度与意识”，网上有难计其数的论文．出现一字不差 

的语句。因此，建议改成自己的陈述。经查 ，这句话源 自《数学 

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一书，被人广为引用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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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作者要我帮忙修改。但对我的解释 “数的感觉和理 

解”又不太满意 ，认为过于直白，缺乏学术味。无奈 ，只好绞尽 

脑汁，替她们动笔改为：“数感是数的抽象意义与数的具体意 

义的统一，是一种 自觉地联系量，主动地基于数学的或现实的 

问题情境，解释数和应用数的意识与能力。” 

两位作者看了欣喜不已，认为一语道破“心求通而未得”， 

数感的确是两种意义的统一。也确实是解释数、应用数的意识 

与能力。但部分读者反映这一界定“抽象、难懂”，“深入了，没 

有浅出”。 

的确，理论阐述越玄，实践解读就越困难，两者之间的断 

裂也就越明显。但深刻与浅显兼备，谈何容易。看来 ，“众口难 

调”，权且一并呈现，由读者各取所好。 

二、数感。想说“爱你”不容易 

曾经观摩过两节教学数概念的课，难以忘怀．内容分别是 

“100以内数的认识”、“1000以内数的认识”。 

前一节课，教师给每位学生发一小袋黄豆(教师悄悄告诉 

我，她数好的，每小袋 100粒)，让学生小心翼翼地倒出来，先 

估、再数，看谁估得准。 

后一节课，教师出示一叠A4纸，指导语是：“请小朋友们 

先估一估，然后我来数，看谁估得最准哦。”课后教师说 ，为了 

数得快，她拜能者为师，反复练习。课堂表现果然不俗 ，5、1O、 

15⋯⋯很快数完，200张。 

面对这样的教学情境，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我，深感惭愧， 

感觉自己成了一位必须重返小学补习的人。因为我对豆子的 

颗数没有感觉，尽管几乎天天用纸，但看着教师拿着的那叠 

纸，同样估不出大约有多少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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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的第一反应，除了“猜”，别无他法。 

再一想，可以先数出 1O粒 、20张，再估有多少个 10粒、 

20张，但毕竟缺乏训练，恐怕还会估不准。 

学生很兴奋 ，争先恐后地说出自己的“猜想”，如同我的第 
一 反应。 

我感慨两位教师的付出，为了培养学生的数感，课前花费 

大量精力，充分准备，令人肃然起敬。但又不能不反思。 

如果说估豆子、估纸 ，培养的是数感，那么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糖果柜台营业员张秉贵．就是数感 

极佳的人。想当年，物资匮乏，人们买糖果，少有称上一斤的。 

张师傅不管顾客要二两、三两还是半斤，甚至还有几两半的。 

随手一抓，保证足斤足两。“一抓准”成了他的标签。 

试问：这是数感吗? 

问题在哪里呢?我陷入深思，终有所获：“数感”与“量感” 

混淆。 

研究高等数学的学者可以轻松地说，“数感就是数量意 

识”。因为数是量的共同属性的抽象与表征，数与量可以混为 
一 谈，例如，变数与变量是同义词。但在小学数学中，数与量却 

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且常常不能不加以区分的概念。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抽象的数．有的都是数与量的混合 

体。因此，培养数感，难免牵涉到量。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数感 

又常常表现为观察事物时的数量意识，或者反映为将数与实 

际背景联系起来。 

可是，以上两例，无疑是在提醒我们，培养数感，不宜过于 

依赖量，尤其是不能选择特殊的量。比如，I1,I1,的豆，薄薄的 

纸。毋容置疑，豆、纸的量感，不是人人都需要建立的，肯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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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义务教育的内容。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帮助学生建立数感呢? 

三、数感。可以怎样培养 

1．“数”出数感 

首先。数感是数出来的。 

学龄儿童通过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的数数活动，已经自 

主地实现了物体个数的数量守恒。 

在此过程中，他们还掌握了被数物体与数的一一对应，如 

五个手指与 1 5的依次匹配，并且知道从左、从右数，都是五 

个手指，即数数的结果与数的顺序无关，特别是知道了数到最 

后的“5”表示一共五个手指，即数到最后一个数的值就是这个 

集合的基数。 

这些都是儿童最初的数感。小学数学教学只是在此基础 

上引导学生逐步扩大数数、认数的范围，相应地逐步丰富、发 

展学生的数感。期间每一步进展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教学设计与实施的科学性 、艺术性。 

记得是在山东淄博城乡结合部的一所小学听过一节 

“1000以内数的认识”。教师出示一篇古文(下图为该文的一 

部分)，让学生数一数，一共有多少字。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展宿列张 寒来暑往 

秋收冬藏 闳馀成岁 律吕调阳 云腾致雨 露结为霜 

金生丽水 玉出昆冈 剑号 巨阙 珠称夜光 果珍李柰 

莱重芥姜 海成河淡 鳞潜羽翔 龙师火帝 鸟官人皇 

始制文字 乃服衣裳 推位让国 有虞陶唐 吊民伐罪 

周发殷汤 坐朝问道 垂拱平章 爱育黎首 臣伏戎羌 

遐迩一体 率宾归王 鸣凤在竹 白驹食场 化被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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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及万方 盖此身发 四大五常 恭惟鞠养 岂敢毁伤 

女慕 贞洁 男效才良 知过必改 得能莫忘 罔谈彼短 

靡恃己长 信使可复 器欲难量 墨悲丝染 诗赞羔羊 

景行维贤 

虚堂习听 

资父事君 

夙 兴温清 

容止若思 

克念作圣 

祸 因恶积 

日严与敬 

似 兰斯馨 

言辞安定 

德建名立 

福缘善 庆 

孝当竭力 

如 松之 盛 

笃初诚美 

形端表正 

尺璧非宝 

忠则尽命 

川流不息 

慎终直令 

空谷传声 

寸阴是竞 

临深履薄 

渊澄取 映 

荣业所基 

籍甚无竞 学优登仕 摄职从政 存以甘棠 去而益咏 

学生看到 4字一句，5句一行，发现一行 20字，于是自发 

地 20、40、6O⋯⋯地数起来，数到 100，看到正好组成一段，就 

又自发地从一行行数转向一段段数，100、200、300⋯⋯数完， 

迫不及待地报出答案，一共 1000字。 

教师给予赞赏，并边说“这是古代的千字文”，边揭示文首 

的“千字文”三字。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以“千字文”为载体创设数数的情境 ， 

不禁为教师的设计、加工所折服。 

千字文原本只是 4字_句，教师有意识地把它排列成 5 

句一行，5行一段，以诱导学生 20、2O地数，100、100地数。用 

时不多，过程明了。数完，1000的感觉，自然而然地来了。 

真是太好了! 

数实物，离不开“量”。但汉字的量感 ，每个二年级学生都 

有．无须格外关注，因此注意力都集中在数数上。而且，引进 

1000．正需要引导学生利用已有基础，100、100地数。 

可见。精心选择适当的载体，可以排除“量”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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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安排的一系列巩固练习，既有课本的，也有继续利用 

千字文的。后者如： 

(1)找出学习的“学”，从头数，它是第几个字? 

(2)从头数，第 996个是什么字?第 192个是什么字? 

我仔细观察，学生找到“学”后，都 100、100地数 ，轻而易 

举，“学”是第 305个字。 

第(2)题明显加大了难度。第 996个字，学生都是倒数的。 

第 192个字，多数学生从第二段起，120、140地数；部分学生 

从第二段末尾起 ，往回倒数；还有个别学生交流时说 ：“200— 

8=192，从第二段最后一行 ，去掉后面 2句，就找到了第 192 

个字是‘量’。” 

讨厌的“量”，在这里变得如此可爱，竞能量出学生的“智 

力”，显现他们的个性化解答。 

多么巧妙的练习!“千字文”被用活了。 

走出先估再数 ，为“量”所困扰的误区，原来十分简单。感 

谢淄博的那位老师，以她科学性、艺术性兼备的教学，给予我 

们深刻的启迪。 

其实，很多教师都有 自己的数数教学的精彩故事，透视这 

些案例，不难总结“数出数感”的教学经验。 

是什么蒙蔽了思绪，使我们忘了回溯个体与群体的经验， 

另起炉灶，从头摸索? 

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恐怕是认知的 

偏差。总以为汉语词汇原来只有“语感”、“乐感”等，没有“数 

感”，既然是外国翻译过来的新名词，那就是新生事物，需要寻 

找新的表现形式与新的教学对策。 

看来，对待新名词、新口号，应当自觉警惕两种片面性。 

7 



 

一 是割裂历史，即无视古今中外的某些事物本是相通的， 

被新包装所迷惑．盲目摸石头过河：二是漠视发展，即发现了 

某些事物的源头、渊源或原型，就固步自封，不再与时俱进 两 

种片面性都会误导实践。 

2．“读”出数感 

其次。数感是读出来的。 

多年前，某地教学评比，有教师上“大数的认识”，其中一 

个数 3000006000的读法引起了争论 ：应该读作三十亿零六 

千，还是读作三十亿六千。双方征询我的意见。 

我嘴上回应，两种读法都没问题，心里却在感叹：我们的 

老师真有才，居然找到一个例子，令凄数法则左右为难。 

众所周知的读数法则是：每一级末尾的0不读．其他数位 

不论连续有几个 0，只读一个零。 

该数“6”后面的三个 0在个级末尾。“3”后面的第一个 0 

在亿级末尾，都不读，没有争议。整个万级连续四个 0，是看作 

“万级的末尾”呢，还是看作“其他数位”?模棱两可。 

为什么没人想到将渎数法则修订得严密些呢?其实．并 

不十分必要。请看：30600．30060分别读作三万零六百，三万 

零六十。 

为什么这两个数的中间分别有一个、两个 0，都只读一个 

零，却不会发生混淆呢?因为读出了计数单位。既然读出了计 

数单位，那么不读“零”就不会有任何歧义。例如 ，30600读作 

三万六百，30060读作三万六十，分别是 3个万与 6个百、3个 

万与6个十，清清楚楚。 

可惜，30006中间的0不能不读，因为我们有不读个位计 

数单位的习惯。例如，30006读作三万零六，而不是三万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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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36000可以读作三万六千，也可以读作三万六。正是由于 

不读个位计数单位的习惯，因此一概而论不读“零”是行不通 

的。因为数学教师不可能也不应该为了小学数学的教学方便 

而改变社会大众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其他国家的语言，也有 

给小学数学教学带来麻烦的情况。如德国人读数，三位数是先 

读百位数，再读个位数，最后读十位数，在我们看来匪夷所思， 

他们也只能面对 

应该反思的是，提炼了读数的通则之后．忘了通则通法有 

时也是可以“通融”的。特别是 。视通则为不可逾越的“红线”和 

判断对错的准则，以致师生的注意力都紧盯着“红线”，当然这 

没错 ，但极为遗憾的是，忽略了读数的数感功能。 

读数有数的感悟功能吗?请看： 

(1)6789读作( )千( )百( )十( )； 

(2)6789由( )个千，( )个百，( )个十和( ) 

个一组成： 

(3)6789=( )~1000+( )MOO+( )×10+( )。 

分开看，第(1)题会读数的学生都能正确填写，后两题却 

被认为一题比一题更抽象，更形式化。现在将三题放在一起对 

比，不难发现它们原来是一回事，只要会读数，就应该都能正 

确回答。那么，一题比一题更难，难度从何而来?原来，一部分 

学生虽能正确读出六千七百八十九。却有如“小和尚念经。有 

口无心”，并没有意识到六千就是 6个千，就是 6xlO00⋯⋯ 

语言本是思维的外壳，但当思维的内容充斥读数法则，读后 

又不去想一想读了什么，这时读数的语言就只是法则的外壳了。 

换句话说，只要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读数．知道自己读 

的是什么，就能读出数感，而且是脱离了“量”的抽象的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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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整数，分数也能读出数感。 

例如，在认识分数的教学中，教师经常让学生叙述某一分 
1 

数的含义，如问：÷是什么意思?岂不知问题的话语，就已经 
3 

1  

给出了答案的陈述：÷就是三分之二的意思。 
lj 

正由于分数的汉语读法具有读出数的含义即读出数感的 

功能，因此中国教师教学分数，不仅强调单位“1”的等分．还重 

视分数的书写顺序：先写分数线，表示平均分，再写分母，表示 

平均分成几份，最后写分子，表示有这样的几份。数学教师之 

所以敢于彻底颠覆从上往下的常规书写顺序，就是为了确保 

读与写的一致性。并且，整个书写过程与分数的常见生成过程 

也是一致的。 

植根于民族文化的这一切．是如此地和谐统一．它为小学 

生学习数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没有理由弃之不用。 

事实上，除了数数、渎数，教学数的基数意义与序数意义， 

区分几个与第几个 ，教学数序与数的大小比较 ，等等，都有助 

于形成数感。因为这些教学活动．都能帮助学生获得关于数的 

感觉，增进对数的理解。 

应该说．我国的小学数学历来重视数的感悟．虽说没有 

“数感”这一名词，但名词背后的实在之物，还是有所把握的。 

引进新词的主要贡献，在于提醒我们从“自发”走向“自觉”。 

3．“算”出数感与“估”出数感 

数感可以“算出来”、“估出来”，已被认识并实践了多年， 

也有相关经验总结见刊 本文限于篇幅，就不再给出实证、展 

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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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出数感 

小学数学的实际问题，大多涉及数。因此，在应用所学数 

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数感常常会 自然而然地得以 

表现。 

例如，解答下题(苏教版《数学》三年级下册的一道习题)： 

张华从学技出发走了{5分钟 ，每分走72米 

、 (1)如装楚向东走，现纛 

在少年宫的东两还 

是西 面 

2000朱 (2)如果是向北走，大撬 



米”或别的什么单位，正确的反应还是这两个判断。显然，这就 

是数感的“自动化”反应，是与量无关的单纯的数感。 

诸如此类的实例，举不胜举。 

其实，在以往的教学中，一些有关数量关系的专项练习， 

也有“用出数感”的效果。例如： 

学校舞蹈队有 12名男生，30名女生。 

请根据以上信息，补充条件 ，并列 {求女生(得数是 30) 

的算式。 

已知学校舞蹈队有 12名男 ， 。 

学校舞蹈队有多少名女生? 

你能想出几种不同的条件? 

学生首先想到的是“女生比男牛多 18名”，其次是“女生 

比男生的 2倍多 6名”，部分学生还想到了“女生比男生的 3 

倍少 6名”。学了小数除法之后，学生的第二反应大多是“女生 

人数是男生的 2．5倍”。显然，数域的扩展也会丰富、发展学生 

的数感 

事实上，即便是解决脱离现实背景的数学问题，也常常要 

用到数感。例如，求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最小公倍数，分数的 

约分、通分，分数与小数的互化，等等。反过来 ，激活数感的过 

程也使数感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 

总而言之．一旦认识了数感的本来面目，就不难跨越理论 

与实践的断层，数感的建立、发展与练习巩固，就显得十分平 

常．相应的教学措施也就不必煞费苦心，另辟蹊径了。 

当然，事物总是会发展的。理论丁作者可以继续考证数感 

的词源，引经据典，演绎推论；实践工作者可以不断探索，在应 

用原有经验的同时，发展经验，丰富经验。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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