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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教育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一些数学知识以及一些有效的教学方法,以这些方法研究一些
数学问题,发展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并在其实施中加以运用。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和培养创新意识的能
力,从而不断支持学生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除了教授数学知识外,培养小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也非
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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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into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Mathematics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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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i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som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some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use these methods to study some mathematical problems, develop
students' mathema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apply them in its implementation.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think
about problems and cultivate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so as to continuously support all aspects of student
development.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teaching mathematics, i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o cultivate the
mathema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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