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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一二年级取消数学课引争议
专家：
可以尝试，但不要盲目跟风
□记者 谭萍

作文
开奖

传递正能量，王诗雅夺冠
□记者 袁婷婷

核心提示│近日，山东一所公办小学取消一二年级数学课的举动引
发争议。数学这门对学生来说从小到大的“标配”课程，低年级孩子不学
到底行不行？郑州的老师们怎么看？对此，大河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事件】 山东一所小学取消一二年级数学课
前不久，山东聊城市嘉明第一实
验小学宣布尝试在一二年级取消数学
课。
据报道，该校校长李志猛系数学
教师出身，在 2012 年担任小学校长之
后，便开始筹划此项改革，并于 2013
年尝试招收了两个班作为试点。在两
个试点班里，一二年级的孩子不再学
习数学课，而是补充朗诵、国学、书法
等课程。从三年级学生才开始接受普
通数学课程。
李志猛称，根据他常年从事数学
教学的经验，低年级的孩子记忆力好，

逻辑性差，而数学恰恰是门需要逻辑
的课程，且小学数学知识点不多，很容
易让低年级的孩子进入死记硬背的怪
圈，
因此在一二年级取消了数学课。
实践至今，首届实验班学生已经
开始上数学课，根据学校和部分家长
反映，暂未发现这两个班的孩子对课
程不适应。目前，学校已有 24 个班取
消了数学课。
同时，李志猛提出“玩数学”的概
念，即开设数学活动课和数学展示课，
老师带着孩子做游戏，让低年级的学
生在玩中产生兴趣，了解数学的奥妙。

【落地】 郑州目前尚无小学取消数学课
此举一经报道，即刻引发热议。
根据央广网统计，七成网友反对
取消一二年级的数学课程。有家长
担忧，把六年学的数学知识压缩到四
年 内 学 习 ，只 能 增 加 学 生 负 担 。 不
过，也有家长认为，这样做影响不大，
而且，取消数学科目，孩子有更多时
间学习书法、阅读，有利于孩子的全
面发展。
据大河报记者了解，目前郑州尚
无小学取消一二年级数学课。而且，
山东该校此举也并非国内小学第一
次取消低年级数学课。
1999 年，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
附属学校就对招收的首届新生取消
了一年级数学必修课，只上数学活动
课，直到二年级才上数学必修课。当
年第一批试点班的学生已经小学毕
业，
数学成绩名列全区前列。
2004 年，上海市静安区爱国学校

作为全国首个试水一年级课程实施
变革的公立学校，取消一年级数学必
修课。
而在杭州，第一所试验数学改革
的 小 学 的 首 届 学 生 ，今 年 已 经 上 高
一。2006 年，拱墅区教师进修学校附
属学校让小学一二年级学生每周上 5
节英语课，数学课则由原来的 5 节减
成 2 节，此外还有一节锻炼思维的活
动课。
今年 9 月新学期开始，杭州市上
城区的金都天长小学也对一年级数
学教学进行改革：原本每周四节的数
学课减少至每周 2 节，这两节课以活
动游戏课的形式出现，主要教学生一
些生活化的数学内容。例如，辨认元
角分、大小、轻重、立体图形等锻炼数
学视角和思维的课程。计算类的 20
以内进退位加减法等，因对逻辑思维
要求较高，后移至二年级及以后。

【教师】 可以尝试，但不要盲目跟风
对此，郑州市金水区某重点小学
一下，但必须让孩子在数学上得到真
的一名一线数学教师认为，对于取消
正的发展，得到家长和社会的认可，
还是保留一二年级数学的问题，应该
小心为之；四是每一个孩子在数学思
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对此事
维上的发展是不一样的，
“ 新”也好，
有以下几点看法：
“旧”也好，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不是
一是没有出台相关政策，目前国 “万能”的，必须兼顾到绝大多数孩子
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中没有
的发展，让不同的孩子在数学方面得
取消一二年级的数学，标准中明确规
到不同的发展。
定了具体的内容标准和具体的学习
“对于一所学校而言，选用什么
目标；二是对于大多数学校来说，还
样的学习模式，是取消还是保留一二
是要落实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为先， 年 级 数 学 ，其 实 是 四 个 字 ：适 者 生
决不能盲从跟风，盲目追“新”，要冷
存。”
这名一线数学教师说。
静为之；三是对于个别敢于创新的学
郑州 19 中数学老师唐晨晖也称
校，如果有一支成熟的实验团队、学 “可以尝试”。在他看来，取消一二年
校领导有足够的课程领导力、有一套
级数学课并不能完全不让学生接触
适合本校一二年级学生数学学习的
数学，还是要让学生打好基础，比如
游戏或活动方案，还是可以去“尝试” 背乘法口诀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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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迎来立冬节气，意味着冬天正式来
临。天气虽然转寒，然而同学们投稿的热情
不减。秋季景色、孝老敬亲、校园活动、可爱
宠物……10 月份，同学们的作文内容十分丰
富。其中，河南省实验小学三（5）班王诗雅同
学的作文《重阳节看望老战士》，因为弘扬正
能量，得到大家的认可，在“大河报少年”微信
投票活动中获得了 3031 票，微信网友“山东老
王”在评论中这样评价：
“ 王诗雅的看望老战
士一文，文章不长，内容丰富，既写了 102 岁老
爷爷和他的战友们的抗战事迹，又写了一个
小学生对老英雄的崇敬，特别是结尾，用今天
的幸福是前辈用热血换来的作为收笔，非常
深刻，体现了正能量，是一篇很好的作文。”王
诗雅同学被评为 10 月份的“人气王”，将获得
中英文双语名著一套及获奖证书。
10 月份，还有一只可爱的小鹦鹉也受到
了大家的支持。郑州市纬五路一小双语四
（1）班杨鹤铭同学的作文《我是一只可爱的鹦
鹉》，以自我介绍的口吻描写了一只淘气、可

爱的小鹦鹉。网友“随心所欲”在评论中写
道：
“ 杨鹤铭小朋友把小鹦鹉写得活灵活现，
让人看了也想拥有这么可爱的小鹦鹉。真
棒！”
《我是一只可爱的鹦鹉》在投票活动中共
获得 1152 票，成绩不俗，本报将为其颁发“大
河报优秀作文奖”。
请获奖者于 11 月 13 日前到郑州市农业
路报业大厦 602 室领取奖品及证书。
如果你也有好文章，
欢迎与我们分享。
大河报作文投稿邮箱：
dhbzuowen@126.com
查看 10 月份投票详情，请扫上方二维码，
关注
“大河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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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诈骗，保持冷静
□记者 袁婷婷
科技不断进步，骗子的手段也是花样翻
新，一个电话谎称绑架孩子，就让家长惊慌失
措。
（详见本报 11 月 2 日 B08 版）在我们身边，
也有家长遇到过类似的诈骗，在“大河报少
年”微信后台，
“抹绿橘子”就与大家分享了自
己的经历，并提醒大家“无论是什么方式的诈
骗，自己一定要头脑清醒，落实事情的真实
性”。因此“抹绿橘子”成为幸运者，将获得大
河报全年订阅卡一张。请获奖者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之前，到郑州市农业路报业大厦
602 室领取奖品。
互动内容：
“抹绿橘子”：曾经也收到过类似的短信，
电话诈骗，当时也确实挺着急，等准备去汇款
时，幸好银行的工作人员提醒汇款账户为外
地，才恍然大悟，差点被骗。所以今后凡是遇
到汇款等类似的经济情况的电话或者短信，

都要先冷静，然后一定要亲自落实事情的真
实性，千万不能盲目听对方的。平时，对于一
些短信收到的网址链接，千万不能点。接听
陌生的电话也不要随便告知自己的信息，同
时最好将银行卡开通短信提醒服务，对于任
何账户变动都有提醒，发现异常立即报警冻
结，确保银行卡安全。无论是什么方式的诈
骗，自己一定要头脑清醒，落实事情的真实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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