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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阶段的学生处于生理、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儿童自我、能力、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
期,和幼儿相比,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空间概念、因果关系、分类、守恒等概念,但他们思维仍然局限于
当前的情境,需要借助事物的具体形象来实现抽象思维。因此,在高年级小学数学“图形与几何“教学中,
利用学生己有的知识背景进行迁移,从而使数学知识具体化、直观化、教学,对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几
何抽象思维和全面发展都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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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Situation of "Graphics and Ge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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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re in a critical stage of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children to form their self, ability and values. Compared with young children,
they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ncepts of space, causality, classification and conservation. However, their
thinking is still limited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y need the concrete images of things to realize abstract
thinking. Therefore, in the teaching of mathematics "graphics and geometry" in senior primary school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make use of students' existing knowledge background to transfer, so as to make mathematics
knowledge concrete and intuitive,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spatial concept, geometric
abstract thinking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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