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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起源于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一直以来都作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步分存在着,在经
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后逐渐趋向成熟。想要学好数学必定需要具备良好的数学思维,本文就数学思维
与小学数学教学展开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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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hematics originated from the early production activities of human beings. It has always existed as
an indispensable step in human life. It has gradually matured after a long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To
learn mathematics well, you must have good mathematical thinking.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nd analyzes
mathematical thinking and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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