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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阶段是学生学习的基础阶段,数学属于重要学科,对于学生的未来学习以及其他学科发展
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数学学习却不是简单就能做好的任务,在当前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数学学
科的两极分化现象非常严重。 两极分化是当前学生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于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会产生
一定的阻碍作用,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要创新教学方式,帮助学生打下夯实的基础,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进行深层次的学习与思考。本文主要分析了小学数学两极分化的现象,并就小学数
学教学中两极分化的现象提出具体的解决对策,希望促进学生更好学习,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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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to Solve the Polarization of Mathematics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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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mary school is the basic stage of students' study, and mathematics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students' future stud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subjects. However,
mathematics learning is not a simple task. In the current practical teaching process, the polarization of
mathematics is very serious. Polarization is a common phenomenon among students at present, which will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the process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teachers must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help students lay a solid foundation,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guide students to study and think deeply.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polarization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solutions to the phenomenon of
polarization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hoping to promote students' better study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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