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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狗，它叫

旺财。它体重 10 克，每顿要吃掉 500

千克的食物，喝掉1000千克的水，尽管

如此，它依旧苗条而灵敏。”

“500年前的一个春天，泰山塌了，

据说是因为有一个特别高的人（高

5382米，重39875千克），他一推就把泰

山推倒了。”

……

这是作文？还是数学？这些孩子

的数学可学得不怎么样，千克与克完

全用错了啊，对数字也没有概念。如

果你和记者一样这样认为，那写作者

可要开怀大笑了。

原来，这些文字来自北京亦庄实

验小学二年级学生的“数学漫画创作

大赛”，组织这个奇葩活动的便是他们

的数学老师高丽君。高丽君的目的是

借助“文学”让数学知识充满浪漫情

怀，通过使用错误的质量单位，引发一

系列的笑话，“知错，且知错在哪儿”，

孩子在笑声中不断找错，不断巩固本

节课所学的知识，课堂氛围轻松愉快，

且学生掌握扎实。

在高丽君的眼中，数学不仅仅是符

号与数字的集合，也可以充满情趣和挑

战。因此，她的课堂总是创意不断：把

麻将、乐高带到课堂上学习乘法；三月

三碰鸡蛋，干脆学习统计，每个小组各

自统计自己的鸡蛋数……她总是绞尽

脑汁去设计每一个知识点在课堂上的

落实方案。“把教书这件‘小事儿’做到

极致，是我的追求。”高丽君笑着说。

“眼睛里都放着光”

高丽君可以说是误打误撞成为教

师的。经济学硕士毕业后，从未想过

当教师的她，一进入亦庄实验小学的

大门就被孩子们脸上灿烂的笑容所吸

引了，还有孩子们在“桥”课程中展示

的精彩模型，“整整一大间房子摆满了

孩子们‘脑洞大开’的作品，学生的创

造 力 以 及 学 校 的 教 育 理 念 让 我 叹

服”。就这样，高丽君被这所学校深深

吸引住了。

本科数学专业，硕士读经济学，这

样的跨学科背景教起小学来岂不是得

心应手？高丽君起初这样想。但当她

第一次拿到数学教材时，发现越简单

的知识越让人无从下手。“我每天都在

发愁，认识 10 以内的数字怎么才能讲

两周，20 以内的加减法怎么讲一个学

期……1+1=2有什么好教的？”

第一节课，高丽君坦言自己是被学

生带入课堂的，熬了几夜，预设了诸多

可能性，但走进真正的课堂还是磕磕巴

巴。那节课，高丽君的师傅——特级教

师张宏伟一直在旁边“坐镇”。课后，张

宏伟对这节课的构思称赞不已，这给了

高丽君足够的勇气与信心。后来，在高

丽君的课堂上，她也如同师傅一样观察

和关注每个孩子，“不管孩子资质如何、

家庭背景如何……孩子视你为‘王’，在

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还有什么比给他

们希望更重要呢？给人希望也变成了

我永远坚守的信条”。

跟着师傅张宏伟实习，高丽君内

心仅有的对小学教育的浅薄理解不断

被颠覆，不断被重构：原来数学可以跨

界，可以戏剧化，可以像母语一样学

习，可以充满浪漫和诗意。自知功力

尚浅的高丽君自此开启了一段苦行僧

的旅程，每日马不停蹄地写课堂实录，

疯狂地翻阅大量教学设计……

那段时间，高丽君经常沉浸在自

己的世界里，吃饭琢磨课，走在路上琢

磨课，睡觉的时候还在琢磨，经常想着

想着就兴奋了。两年里，高丽君几乎

没怎么看过电视剧，也很少进电影院，

唯一的休闲方式是睡觉。“我发现越研

究孩子、研究课堂，我越亢奋，我个人

获取的能量也越大，同事说每当我谈

到孩子时，眼睛里都放着光，我想这就

是理想照进现实的光芒吧。”

入职两年多，作为一名新教师，高

丽君从第一学期面对家校关系的彷徨

无措，到第二学期做单元项目课程的

欣慰从容，再到第三学期做跨学期融

合性数学项目课程的信心满满，第四

学期历尽艰辛磨一节好课……尽管风

雨兼程，亦收获满满。

“数学遇见春天”

经过反思和摸索，从觉得“1+1=2

有什么好教的”，到现在一个分类能讲

两节的长时段课，高丽君开始有意识

地从学科本质授课，也逐渐尝试用更

为宏大全景的视野去审视整个数学

教育。

2017 年春，高丽君与朋友小聚茶

室，边品春芽，边倚窗赏绿柳春花。几

个理科女生聊着学生春游，忽地就聊

到斐波那契数列——基本编程算法思

想之一。斐波那契数列听起来高深莫

测，实则为一组符合一定规律的数字：

1、1、2、3、5、8、13、21、34、55………也许

是师傅的那句“数学老师要时刻用数

学的眼睛看待一切，时刻思量如何整

合出更具孩子气、更饱满有趣的综合

课程”触发了高丽君，斐波那契数列和

春天撞出了火花：这不正是认识规律、

认识自然、复习100以内加减法最美的

课程资源吗？于是，这个“数学遇见春

天”微项目课程如春之花般绽放开来。

正值春暖花开，高丽君带孩子们去

世界花卉大观园游学的过程中，让一年

级孩子感受到大自然中的许多事物都

是按照数学规律生长，感受到大自然和

数学的神奇，激发孩子们对数学的热

爱。游学过程中，除了“数花瓣”，高丽

君还借助实物讲解树枝发叉的规律，松

果的螺旋数规律，菜花的螺旋线规律，

向日葵的螺旋线规律。游学归来回归

课堂，高丽君继续讲授经典的“兔生兔”

案例，然后运用花瓣数量进行单元复

习，在课堂上引入表格和对应的柱状图

让孩子们提出数学问题。最后，孩子们

提出来的问题包含甚至超越了一年级

数学课本中加减法应用题的所有类

型！这种趣味性的学习过程，使得学生

在知识学习和情趣培养方面都有很大

提升，可谓“居室内，文理兼容，内外兼

修，阅大千世界”。孩子们在这个过程

中发现数学那么有用、那么神奇、那么

好玩、那么有意思！

除了课堂有趣，高丽君还要保证

孩子们的课后学习也有趣。数学作业

如果不以数学的形式出现，变成语文

作业、英语作业，会产生怎样奇妙的化

学反应呢？高丽君展示了两份数学作

业单，一份作业单要求从语文教材上

找对应笔画的汉字，并用乘法口诀计

算总计笔画；另一份作业单要求从英

语教材上找对应字母数的单词，并用

乘法口诀计算总计字母数。这样的作

业不仅解决了数学问题，还要书写汉

字、单词，增强了学科之间的联系，让

学 生 在 趣 味 性 学 习 中 将 知 识 融 会

贯通。

数学学习并不止步于课堂，而是

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的道

理，数学作业也绝不仅仅只包括以上

形式，整合好各类资源，全面拓展数学

作业宽度，提升学生能力，高丽君还采

用了以下形式：QQ语音作业。给出一

个小话题，让学生讲解思路，锻炼学生

的表达能力，另一方面还可以督促学

生养成高效的听课习惯，因为不认真

听课的话，作业就没法顺利完成。在

数学阅读方面，阅读各类文本性资源，

例如数学绘本等，加深孩子对相关概

念的理解和认识；网上查阅资料，进行

相关小课题的研究；利用开发家庭、社

区、博物馆等社会资源。

每节课后，高丽君都会给学生量

身定制与课堂教学内容高度匹配的作

业单。此外，高丽君长期记录学生作

业时长、写作业时间段、存在的问题等

信息，并建立了学期作业数据库。

对学生来说，这种多角度、多元化

的作业，开阔了视野，延伸了知识；对

高丽君来说，通过对每一课时作业内

容和形式的不断探索，她学会了对学

生的学习考虑得更为细致和全面，加

速了个人的专业成长。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丰荫明德小

学特级教师孙慧敏用纪伯伦的话来形

容高丽君认真实践的日常：“所有的工

作都是空洞的，除非有爱。因为，工作

就是把爱变成看得见。”

“舌尖上的分数”

你见过给课堂设计专门 logo，把

食物作为学具，把吃吃喝喝作为课堂

练习的可爱老师吗？在高丽君的课堂

上，似乎没有什么不可能。

但是轻松课堂背后所付出的并不

轻松，高丽君戏称自己的备课是“五魔

备课”。为什么叫“五魔备课”？因为

张宏伟对年轻教师的要求是一节课磨

五遍，像“魔鬼”一样。

第一次备课只准看教材，只准访

问孩子，不准参考任何资料。所以参

加全国优质课大赛时，高丽君参阅了

人教版、北师大版、苏教版等多个版本

教材，通过对比分析，提炼关键信息，

为自己的备课提供了大量灵感。

第二次备课只看教参，对比哪里

没看出来，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

第三次备课，至少咨询三位老教

师，询问他们这节课的教学重难点以

及突破点，博采众长。

第四次备课，查看全国名师教学

设计和说课，让名师设计成为教学主

框架的一砖一瓦，锦上添花。有了自

己的想法和设计再去看名师，才不会

受名师的限制。《认识分数》这节课，高

丽君查看的期刊论文、硕士论文、博士

论文共计 46 篇，为她的精致化备课做

足了准备。

第五次备课、上课、师傅点评，再

不断反思自己的课堂处理，为未来独

立备课做准备。

正是这样的“魔鬼”训练，让高丽

君脱颖而出。最终《舌尖上的分数》一

课创造性呈现了分数的四种定义方

式：整体与部分角度、测量角度、集合

论角度、除法角度，并选择适合该学段

学生的形式，设计了多样化的课堂形

式和实践活动方案，由浅入深、层层递

进地关注到分数的所有定义，立意新

颖，斩获全国特等奖。

现在，在校长史丽英的信任和鼓

励下，高丽君成为新一年级的数学教

研组长，“我又变成了师傅的模样，带

着新一届老师一节一节磨课，助力老

师们的课渐成模样……我也相信一群

人可以走得更远。”

每个学年结束，高丽君都会面向

全班学生和家长发布匿名调查问卷。

几乎每一位孩子都能至少说出一节令

其难忘的课，家长和学生的留言区，字

里行间皆流露着对数学课的高度赞

扬，以及对高丽君的感恩和心疼，高丽

君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人生第一份零

差评。“我很感动，发现自己可以影响

一些人，改变一些人。所以，我更加感

恩这份际遇，感恩这份职业。”

“搭建数学文化之路”

带着这份感恩与敬畏，高丽君继

续攀登职业高峰，她的视野不再拘泥

于学科、学段、学期，到二年级上学期，

她试图建立贯穿整个学期的数学文化

课程，以数学文化为主线，试图在各个

单元都有所突破，且让孩子在核心素

养方面有所提升，获得更多知识以外

的品质和能力。

在进行班级数学文化课程建设的

过程中，高丽君有意识地进行跨领域

建设，数学课有时会上成历史课、科学

课、美术课、音乐课、戏剧课等。这个

学期的数学文化课程取名为《以数造

型——传统文化项目课程》，以清朝

“建筑”和“服饰”为主线搭建了一条数

学文化之路。

首先，学习乘法口诀。在清朝背

景下，认识天坛祈年殿大厅的木柱，内

侧 4 根柱子象征四季，中层 12 根象征

一年12个月份，外层12根象征一天12

个时辰，一起品味古建筑中蕴藏的中

国智慧。同时与二十四节气结合起

来，打通节气、季节、月份、时辰之间的

契同。

紧接着，是与之相关的旗袍、朝服

历史文化介绍，并让孩子写绘，在绘画

中体会古典服饰造型的美，感悟古

典美。

随后制作旗袍，学生需要测量身

高、臂长，这是练习直线测量的好途

径，而测量领口、腰围时，需要想办法

测量曲线，巧妙的设计让学生感受到

不同情境下如何解决实际问题。这一

环节变成了该学期“认识厘米和米”的

实践活动。制作成型后，开展旗袍秀、

朝服秀，孩子们还要学习礼仪相关知

识，一系列活动随之展开。

最后，孩子们重复利用之前制作

的旗袍和朝服，全班合力拍摄了数学

微电影。学生先分组“认领”整册教材

的各个单位知识点，根据这些知识点，

在“清朝”的大背景下编写剧本，整部

剧包括五幕，每一幕都承担着一个或

多个知识点的展示，并起了相应的名

字。例如第一幕《穿越到清朝》，孩子

们运用旋转和平移的知识玩穿越；第

二幕《走进神秘门》，由于设置很多关

卡，所以用乘法口诀作为进门口令；第

三幕《误入皇宫》，通过介绍各种图形

的特点寻找丢失的宝物；第五幕破案

的时候运用测量来确定犯罪嫌疑人的

体形特点，非常好玩。

二年级上册整本书，甚至一年级

的知识都在这个项目里串联起来了，

兼顾知识层面和文化层面的涵养，孩

子们满眼含笑，是对课程最好的回

复。高丽君说：“教育的一个伟大作用

是传承，我努力把数学文化变成一种

常态，美好的事情会在美好的课程中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每个孩子都是一座宝藏，而开启

这座宝藏的钥匙，便是他生命中遇到

的老师、家长、同伴，好的课堂总能发

生神奇的化学反应，引领教师和学生

走向远方，互相成全。“我想做点事情，

热爱让我充满斗志。”高丽君这样对孩

子们说：“亲爱的孩子，送你一颗柔软

的心，给你一个灿烂的笑，为你解一串

‘气急败坏’的烦恼，陪你走一段独一

无二的旅程，伴你梦一场阳光明媚的

童年，希望你的梦境鲜花盛开，希望你

的明天清风徐来。”

去年，在一次“全景式数学教

育”现场分享会上认识了高丽君，

个子娇小，长得可爱清秀，笑起来

有点甜甜的味道，瞬间心生一丝暖

意。实际上这种暖意持续到现在，

高丽君的分享流畅自然，略显青涩

却又不失自信地娓娓道来，我的感

受却是从波澜不惊到惊喜入心，最

后心里还想着：我身边要有一群这

样的“她”该多好啊。

我感动于这样一个有目标的

老 师 。 眼 前 的 高 丽 君 选 定 坐 在

“教育”的椅子上，用心地去做数

学教育研究，投入地去进行数学

教育实践，她从跨学科的全景数

学研究实践中感受生活的快乐，

教育的幸福，人生价值的轻舞飞

扬。在分享中，高丽君脸上一直

挂着的微笑足以说明这是无愧于

青春的人生行动。

我欣赏这样一个有责任感的

老师。高丽君教学两年多来呈现

了大量的教学案例，那么多的“不

一样”，培养了学生“立体化”的数

学思维；那么多的“不一样”，让学

生和自己都体验了多姿多彩的数

学教育经历。而这些“不一样”，必

将成就她未来教育之路上拥有特

立独行的清醒与尊严。

我敬佩这样一个有专业感的

老师。高丽君分享的大量课堂案

例不是机械重复地进行数学教学，

而是用全景教育的思想育全人，她

的课堂设计具有实效、富有个性，

更充满灵气。“以数造型”的传统文

化项目课程更是让我眼前一亮甚

至感到惊艳，她以万变的课堂教学

形式和多彩的跨学科融合的知识

印证亘古不变的数学知识和核心

理论，与此同时更教会孩子大胆创

新，拥抱自然、热爱生活。

我喜欢这样一个积极而又温

情的老师。很开心在高丽君的课

件中看到“敬畏课堂”四个字，因为

对课堂产生了敬畏，她不断地学

习，不断地研究，主动承担，认真进

行“五磨”备课。因为师傅对备课

要求甚高，高丽君在分享中还特意

将“五磨”改成了“五魔”，言语间特

地瞥了一眼会场一角的师傅，与其

说那一眼呈现了一个调皮又可爱

的高丽君，不如说让与会的我们感

受到了他们师徒间的深情厚谊。

这小小身板蕴含着大大的力

量，高丽君和团队的每一个人把

对教育的认识，对教育规律的把

握，对教育手段的运用，对教育现

象的思考，对教育契机的捕捉，都

融入在了自己的教育专业能力、

素养和精神中，而这些要素都在

全景育人的教育实践中慢慢地生

根、发芽，逐渐彰显其深远的意义

和价值。

正如高丽君所说，数学永远只

是工具，只是载体，只是路径，而不

是终点，终点是一个个鲜活而又具

体的儿童。教育的一个伟大作用

是传承，她努力把数学文化变成一

种常态，美好的事情会在美好的课

程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盐

道街外语学校）

高丽君：把“数学文化”变成美丽日常
非常教师

好想身边有一群这样的“她”
□ 孟 红

链接

□ 本报记者 宋 鸽

高丽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包班教师，一年级数学教研组长，全景式数学教育团队核

心成员，全国绿色课堂杯优质课大赛特等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