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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小学数学教育创新工作开始备受关注。要想提升小学数学质量和水平,
必须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深入研究,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措施,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因此,针对此方面的
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不断提升小学数学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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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innovation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we must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main problems, put forward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olutions,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llow-up development. Therefor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in this respect are carried out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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