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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数学作为数学教学的基础阶段,小学数学教学质量的好坏对于学生之后的数学学习有着
极为关键和重要的作用,一旦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出现教学质量问题,就会对学生的数学学习产生极为严
重的阻碍,所以如何提高小學数学课堂教学的效率,促进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得到提高,已经成为当前社
会中较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因此,就小学数学教学为研究方向,对小学数学创新教育课堂教学模式展开了
一定的分析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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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is the basic stage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The quality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plays an extremely critical and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bsequent mathematics learning of
students. Once a teaching quality problem occurs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it will affect students'
mathematics learning. This has caused extremely serious obstacles, so how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and promote students' mathematics learning abilit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re concerned topics in the current society. Therefore, taking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a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a certain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of the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innovation educa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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