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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学时代的不断进步,大量新的数学知识一拥而入,在我们接受和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时,懂
得如何拓展以及真正能够解决实际中的问题,才是进一步挖掘创新的核心本质。将这种创新思想模式引
入中小学基础数学学科的课堂之中,使中小学生更客观地深入了解这个数学世界,获得更多知识并学以
致用。从而有利于提高中小学数学学科的课堂教学质量。因此,本文主要从初步探索、运用感知、拓展
实践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中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怎样通过创新教育来提高课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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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Talk on How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Education in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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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mathematics era, a large number of new mathematics
knowledge has swarmed in. When we accept and continue to learn new knowledge, knowing how to expand
and truly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s the core essence of further excavation of innovation. Introducing this
innovative thinking model into the classrooms of basic mathematics subject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ill enabl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of mathematics more objectively,
gain more knowledge and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ed. This will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of mathematic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the classroom quality through innovative education in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from three aspects: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application of perception, and expansion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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