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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定向师范生的数学元认知体验水平在年级和性别上的规律和特点是：(1)乡村定向师范生
数学元认知体验水平中等偏低；(2)乡村定向师范生数学元认知体验的发展速度缓慢；(3)四年内男、女
乡村定向师范生数学元认知体验水平发展不均衡；(4)数学元认知体验需要通过学习不断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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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oriented normal students' metacognitive experience of
mathematics in grade and gender are as follows: (1) the level of rural oriented normal students' metacognitive
experience of mathematics is medium low(2) The development speed of rural oriented normal students'
metacognitive experience of mathematics is slow(3) Within four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male and female rural
oriented normal students' metacognitive experience level is not balanced(4) Mathematics metacognitive
experience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rough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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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数学元认知体验蕴含着心流体验,

表 2-1 各班数学元认知体验得分的基本情况

在数学深度学习的过程中个体注意力集

班级

204(大一)

193(大二)

183(大三)

173(大四)

总体

中,没有焦虑感,忘记时间。此状态过后,

均分

70.24

69.57

72

75.07

71.45

方差

103.46

98.90

68.07

101.29

95.73

标准差

10.30

10.06

8.34

10.24

9.81

会觉得有一种幸福感,学到了令自己内
心踏实和富足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了对

表 2-2 乡师生数学元认知体验部分得分情况

数学的认识,并发现此时的自己比数学

题号

均值

认知活动之前更“发展”了、更“强大”

5.我很喜欢数学学习或解题带给我的乐趣。

74

了,更有信心能够学好数学。由于想再次

6.我可以很轻松地将注意力集中到正在解决的问题或题目上。

73.6

体验它,从而产生要学习、终身学习的欲

7.我感觉可以控制自己的思维。

68.8

8.我在思考数学问题时,感觉时间过得与平常不一样。

86.6

9.我喜欢数学学习给我带来的豁然开朗、通透的感觉,并想再次感受它。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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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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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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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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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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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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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半部分描述了学生喜欢数学学习的

的。②19级的学生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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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速度缓慢

根据《乡师生数学元认知体验调查

它,因此这种感受也就成为了学习数学

是我们同时调查研究的这些乡师生的数

问卷》的测试结果,对158份有效问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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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乡村定向师范生数学元认知体验在性别上的基本情况

数学元认知体验的性质有关,我们知道
人的认识在长时记忆中,一旦形成便不

项目\班
级

204(大一)

193(大二)

183(大三)

173(大四)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总体
女

易遗忘,甚至是改变。数学元认知体验

均值

73.04

68.17

72.26

67.41

72.34

71.53

72.05

77.72

72.42

70.55

虽然也在长时记忆中,但是若不经常受

方差

98.65

96.90

88.23

96.98

75.21

57.93

122.59

67.66

92.50

97.04

到积极刺激,想要获得该体验的欲望就

标准差

10.24

10.07

9.64

10.05

8.84

7.82

11.49

8.50

9.68

9.91

会降低,从而影响学习的动力。我们由

部来看,见图2-2,大一、大二的男生数学

最终超过男生；数学元认知体验具有相

此受到启发,想要终身学习,有所成就,

元认知体验水平明显高于女生；大三男、

对稳定性,其提高需要不断的学习,积极

只是会学习还不够,还应该养成学习的

女乡师生水平基本持平,大四的女乡师

的刺激等；教育实习可以较大幅度提高

习惯。这需要毅力,并不是有兴趣终身

生数学元认知体验水平相对于大三女乡

数学元认知体验。乡师生在读大学期间,

学习就会水到渠成。特别是现在网络时

师生数学元认知体验水平有显著性提高,

除非经过自身有意识的训练和努力,否

代的发展,唾手可得的短平快的娱乐信

且体验水平明显高于大四的男乡师生。

则他们的数学元认知体验水平很难有较

息不断刺激着我们的大脑,这使得很多

在实习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女乡师

大的提升。

人不愿意再花很多的精力去获得“精神

生的实习态度更积极。并且从数据和图

自觉”的享受,越来越懈怠。因此,在我

像容易看出,大学四年内男乡师生数学

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们这个时代自主的终身学习面临的挑

元认知体验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而女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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