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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缓推开北京市史家胡同小学四

年级11班和12班的教室门，脚下偌大

的量角器贴纸映入眼帘，没错，这又是

数学教师刘伟男的想法。

“这学期要学‘角的度量’，孩子们

平时几乎没有机会接触量角器，我就

想能不能通过开门、关门提前熟悉，这

样上课时也会水到渠成。”刘伟男说。

刘伟男的想法源源不断，这个性

格爽朗、大气阳光、素面朝天的准90后

北京姑娘很喜欢玩，喜欢去十几米深

的海底潜水与珊瑚亲密接触，也喜欢

去陡峭的山峰登高望远。她把自己的

好玩也运用在了教学中，“我不仅想要

把数学课教好（hǎo）玩，甚至要让学生

好（hào）玩”。

“你被录取了”

10 多年前，在首都师范大学的学

习生活中，刘伟男喜欢用阅读来打发

时间。看到数学特级教师华应龙的

书，刘伟男被深深吸引了。

“华应龙老师讲‘角的度量’是从

滑梯引入，这样的想法太巧妙、太厉害

了吧。”同时，刘伟男惊奇地发现，她喜

欢的霍懋征老师、李烈校长等都是北

京第二实验小学（简称“实验二小”）的

教师，刘伟男立下誓言：“我要去实验

二小当数学老师，我还要找华应龙老

师，跟他学习教数学！”

但在当时，刘伟男的成绩并不优

异，大学时每次考试都抱着“及格万

岁”心态的她，为了能顺利进入实验二

小，决定在完成数学专业学习的基础

上同时修心理学专业。

“刘伟男，终于见到你真人了，我

们这边都收到你的第三份简历了。”

2011 年毕业季，实验二小的人事主任

感叹道。原来，为了能顺利进入实验

二小，只要有机会，刘伟男就会让同学

帮忙投简历。

第一轮面试后，通知要准备一节5

分钟的课。刘伟男准备了一道题，她想

一题多解，学生不会她给补充完整就行

了。没想到，学生站起来直接把她想到

的3种解法全都答了出来。

“那一刻，我真是有点懵。”但不能

愣在那儿啊，刘伟男急中生智，把解题

方法写在了黑板上，因为最初有点懵，

第一种解法并没有完整记下来。板书

完之后，刘伟男转过身说：“孩子，不好

意思，老师没能跟上你的速度，你能不

能请另外一位同学再重复一遍第一种

解法……”

而此时，5分钟的课只上到第三分

钟，面试官华应龙就按下了暂停键，

“你可以下去了”。“完了，这下完了，没

希望了。”刘伟男心想。

可第二天一早，刘伟男接到实验

二小打来的电话：“你好，你被录取

了。”那一刻，刘伟男喜极而泣。

后来，刘伟男问被录取的原因，华

应龙回答道：“你当时没有让原本回答

问题的那个学生重复，而是换了一个

学生补充，就是这一点让我看到了你

的机智和灵气。”

面试成功后，还没有开始正式带

班上课，华应龙跟刘伟男说：“你备一

节正式的课吧。”

“当时哪会啊，实在不知道该备什

么。”刘伟男回忆。

“你看过我的书，就备我书里你喜

欢的一节课怎么样？”华应龙说。

初生牛犊不怕虎，刘伟男心想：我

可以拿你讲过的一节课上，但不要复

制，我要有自己的想法。

那一刻，大学老师的一句话又回荡

在刘伟男的耳畔：“不要迷恋名师，名师

的课都是可以商量和探讨的。”

刘伟男选定了《计算器的使用》这

一内容。如何优化这节课？刘伟男苦

思冥想，终于发现了一个漏洞——华应

龙只教了“储存”“提取”两个键，而没有

教“清除”键，如果不会正确使用“清除”

键，孩子在使用计算器时容易出错。

刘伟男有点欣喜，她又想在例题

中用计算器练习“142857”这个神奇的

“走马灯数”，让学生感受数字的神奇，

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这样的想法最

终也对华应龙有所启发。

“估计华老师看这小丫头有点想

法，就把我收为了徒弟。”刘伟男说。

当时，实验二小数学学科有5位特

级教师。“每次听他们上课、评课，就好

像‘神仙打架’一般。”刘伟男觉得自己

很幸运、很幸福。

除了华应龙，刘伟男也拜了特级教

师施银燕为师。每天，刘伟男都尽可能

提前一两节去听施银燕和年级组长的

课。“施老师的课会把道理讲得很透彻，

组长的课细节教学很到位。”刘伟男分

别从中吸取优点，然后当天就能在自己

的课堂上进行实践。没想到工作第一

年，刘伟男所带班级的数学成绩成了全

年级18个班的第一名。

实验二小给了刘伟男这样的年轻

教师很大的成长空间，学校提倡年轻

教师上创新的课，上“破天荒”的课。

正如华应龙对刘伟男所说的：“你再思

考，自己决定，你是这堂课的专家。”

开发“数学星球”的奥秘

2015 年，刘伟男调到史家小学任

教。史家小学校长王欢提出的“无边

界”课程理念，对刘伟男又有了新的启

发，也让她看到了数学以外的数学——

原来数学也能长出许多触角。

2018年4月，刘伟男作为北京市东

城区骨干教师，到苏州参加了一周的

研修活动。返京后，学校领导说：“要

不你来上一节苏州元素的数学课吧？”

刘伟男听后马上就答应了，她心想，可

用的素材太多了，应该不难。可是，认

真思考后刘伟男发现，东拼西凑苏州

元素上不出好课。

正巧，那段时间史家小学副校长

韩巧玲带领教师一起讨论如何落实

“无边界”理念下的数学特色校本课

程，大家一致认为应选取传统文化中

的数学元素，让学生博学多识，真正有

所收获。

刘伟男决定挖出更有价值的载

体。她读起了“闲书”《苏州简史》《苏

州古典园林》《老苏州》……为了更贴

近数学学科，她也在网上查找各种资

料，当她在网上看到“苏州码”时眼前

一亮：“这既是苏州的，又是数学的，太

妙了！”

在阿拉伯数字传入前曾在我国广

泛运用的苏州码，是怎么产生的？它

要怎么用？它与国外的数字表述方式

有何异同？又为何被慢慢遗忘……

每次准备一节新课，刘伟男都有

一个“竭泽而渔”的习惯——把能找到

的相关资料都仔细通读一遍。刘伟男

阅读了知网上关于苏州码的所有论

文，经过构思后设计了《拾遗苏州码》

一课。“要不你改行去考古吧！”同事开

玩笑地说。

在史家小学上过的《认识面积》一

课也让刘伟男记忆犹新。在准备这节

课时，刘伟男想过许多点子，但有一个

想法突然闪现：地球环境逐渐遭到破

坏，能不能让学生通过“开发星球”来

认识面积？所以她从“开发星球”引

入，让学生在比较地盘大小中逐步深

入地认识“面积”。课堂尾声，刘伟男

道出真相：原来，那节课用的星球图其

实就是地球的抽象地图。然后，她又

让学生比较世界地图中非洲与俄罗斯

的面积，学生基于视觉认为俄罗斯的

面积比非洲面积大，事实上却刚好相

反，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延伸到了“没

有一张世界地图不失真”这一话题。

就这样，刘伟男将学生探索、求知的兴

趣延续到了课下。

“我不想让学生怕数学，我更希望

学生能把数学看作玩具，玩数学。谁

不喜欢玩呢？玩的时候谁会怕输？玩

的时候谁会畏惧挑战？”刘伟男说。

但想这样的好点子着实不易，每

次公开课，刘伟男往往会用至少一场

大哭来缓解自己的压力。她还打趣地

说：“我这都是用泪水备出来的课。”

当记者问她“你最喜欢的课是哪

一节课”时，刘伟男坚定地回答：“下一

节课。”

“疯狂”的考试

课堂可以设置好玩的情境，让学生

满心喜欢，那考试呢？对于平时的单元

测试，刘伟男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刚工作没多久，学生的一次单元测

试结果惨不忍睹。有学生央求说：“刘

老师，卷子能不找家长签字吗？”看着学

生可怜的模样，刘伟男心想，为什么要

有单元测试？为什么一说要测试，学生

总会不约而同地叹一口气……

一系列追问让刘伟男反思，测试

不是为了难住学生，更不是为了一个

漂亮的分数。测试是一次让学生查缺

补漏的机会，是一程让学生后续走得

更稳实、更精彩的整装待发。

于是，刘伟男与学生一起把试卷

上的题认真仔细地研究清楚，然后她

带着学生把那次考得很不理想的试卷

撕得粉碎，向身后抛撒出去。接着，难

度相当的试卷他们重新又做了一次。

“你怎么提前把考题都泄露给学

生了呢？”有人质疑。原来，有时的单

元测试，刘伟男会提前一天把试卷发

给学生，要求只能看不能写，第二天带

回空白试卷再照常测试。有人担心：

第二天再考都是满分怎么办？“都是满

分不好吗？那说明学生都用功准备且

掌握了。”这就是刘伟男的“有备无患”

测试法。用这样的方法测试，有时学

生还是考得不理想，但在刘伟男看来，

那些错题正是教师要给学生重点辅导

的难题。

学生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自信

心被击垮。于是，刘伟男又设计了“多

锤定音”测试法。测试成绩不理想的

学生，可以申请第二次、第三次测试机

会，取最高分记录入册。有人担心，如

果学生都觉得不理想要重考，怎么

办？“换个角度想，这正说明学生有一

颗积极上进的心啊！这是难得的好

事。”刘伟男说。不过她有时也会根据

情况作出限制，“高考英语都可以考几

次，小学生的单元测试为什么不能享

有多一次的机会”？

自从“单元测试改革”后，刘伟男

班上的学生不再畏惧考试。不过，总

有学生爱“耍小聪明”，有机灵的学生

会在测试前来试探：“老师，这次单元

测试有没有第二次机会？”刘伟男答

道：“不知道，请你把每一次都当成唯

一的一次测试去认真面对，因为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

特别的“智慧题”

除了单元测试改革，刘伟男对作

业也进行了创新。除了平时的常规作

业之外，刘伟男常常给学生留一些“特

别作业”，她称之为“智慧题”。智慧题

没有硬性要求，学生可做可不做，什么

时间做完也没有限制。

比如，5月 20日，当大家都在秀恩

爱时，刘伟男也和孩子们秀了一把别

样的恩爱：

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今天是一

个 特 殊 的 日 子 ——5 月 20 日 ，数 字

“520”表示“我爱你”，数字“1314”表示

“一生一世”。今天在这个表达爱意

的日子里，我也有一句话想和你们

说，答案就藏在下面的算式里，你能

猜出来吗？

请在心里想一个数，用它加 52.8，

然后再乘以 5，减去 3.9343，再乘以 2，

减去心里想的那个数的 10 倍，我想和

你们说的话就藏在答案里。

每个人想到的数字不一样，但最终

答案都是520.1314，其中的机密学生能

破译吗？当别人在秀恩爱的时候，刘伟

男和学生却秀出了“数学”的魅力。

此外，刘伟男会把战胜新冠肺炎

疫情设计成一道题，还会把自己出去

吃饭的生活案例设计成一道题，让学

生计算她吃了几斤鱼……这样结合生

活的智慧题学生做起来热情高涨。

只做题有时似乎已经满足不了学

生的需求，有的学生甚至开始自己创

编题目。疫情期间，学生李雪萌创编

出“抗疫情”跳棋，其中有“传播谣言，

回到起点”等惩罚，也有“勤洗手，前进

三步”等奖励。在游戏过程中，学生不

仅能练习“东西南北”4个方向的使用，

还能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防护。

这样的创意让刘伟男颇为欣喜：

“不要小瞧孩子这些稚嫩的想法，这背

后都是一份热爱数学的情感。”

面对当下有些学生成绩很高但并

不喜欢学习的状况，刘伟男心想，小学

生才刚开始踏上求学之路，不要“超

载”。小学的“小”不单是年龄的“小”，

还是学习内容上的“小”，目标要求的

“小”，要用好玩的方式保护好小学生

的好奇心。这样，才能从眼前的“小”

中见到将来的“大”。

“当学生把学习看成是好（hǎo）玩

的，进而发展为好（hào）玩时，我的目

标就达到了。”刘伟男说。

如今，刘伟男在帮助学生学习成

长的过程中，自己也在不断成长。

2019 年，刘伟男和同事到北师大

进行了为期10天的脱产学习——学习

如何做课题研究，对自己 10 年的工作

经验进行了梳理、总结、归零、再出发。

这样的机会得益于校长王欢“要

把小学变成培养教师成长的大学”的

大胆想法。刘伟男说：“如果说实验二

小教会我怎么做一名合格的教师，那

史家小学就是让我不再把教师仅仅当

成职业，而是当成事业，当成生命的追

求，也让我真正成为一个‘3D 老师’，

一个更立体的老师。”

让考试不如意的学生把试卷撕碎痛快地扔出去，提前把考题“泄漏”给学生，带着学生在课堂上“开发星球”、探索中国古代

的“商业数字”，被特级教师华应龙称赞“我的一些课是她提供的素材和灵感”……这位准90后教师究竟有何“非常”之处？

“数学天使”，这是刘伟男老师曾经教过的学生和家长对她的别称，也是同事对她的由衷赞许。

在伟男老师眼中，每个学生都是可爱的天使，她的课堂永远充满着欢乐，她用自己对数学的痴迷影响学生，

引领学生走进数学王国。

伟男老师的课堂是灵动的、鲜活的。伟男老师喜欢课堂，喜欢上课，喜欢她的学生。每当她走进教室，看到

一个个灿烂的笑脸，她比孩子还开心。课堂上，她与学生的交流是那么和谐，她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表

情，学生都能准确地领会。她为学生创设的一个个情境，总能引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她精心设计的一个个问题，

总能把学生带进深深的思考；她为学生设计的一个个实践活动，总能让学生有所感悟。一位听课教师说：“我是

第一次听伟男老师的课。她的课有代入感，我与学生一样都被深深地吸引了。”一个学生说：“刘伟男老师是我最

喜欢、最敬重的老师，没有之一。她的课总是别出心裁，她尊重每个学生，总是给予我们善意的提醒和关爱。”

伟男老师对教师这份职业的爱，对数学教师这个岗位的爱，可以做到神往痴迷的境界。有时为了研究一节

课，解决一个困惑，她能一口气翻阅十几本杂志和专业书籍，备课本上满满地记录着学习感悟和教学思考。课余

时间，她经常找来专家的教学视频认真学习，抓住每一个亮点进行反思。有一次她听完吴正宪老师的课，感触颇

深，反复琢磨，最终写出一篇好文章——《因为一个字，爱上一个人》。

伟男老师低调随和不炫耀，但是一讨论起教学，她就热血沸腾。学校经常有大型的展示课和教学赛事活动，

每次磨课、听课、评课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她总是谦虚地说，我是来向老师们学习的。可是，当大家被一个环节、

一个情境、一个问题的设计困住时，她总能突发奇想，给大家支招，让原本的思路得以打开。哪怕是跨年级组的

教师备课，她也会奉献出一个个金点子。

作为一个优秀的年轻教师，伟男老师更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担当。搭班老师因孕不能做班主任时，她主动

提出顶岗上任，把各项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受到学生和家长的一致赞许。虽然每天工作忙得团团转，但她的脸

上总是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正是伟男老师对事业的热爱，对人生的追求，让她在专业、志业、德业的成长道路不断进取、成长着。

（作者系北京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特级教师、特级校长）

“数学天使”刘伟男
□ 王 欢

刘伟男：我不要复制
□ 本报记者 崔斌斌

非常教师

刘伟男，北京史家教育

集团数学教师，“华应龙名师

工作室”核心成员，北京市东

城区骨干教师。曾荣获北京

市“京教杯”比赛一等奖，北

京市2018年小学数学课堂教

学观摩课一等奖。参与研究

课题荣获北京市基础教育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在多家报

刊发表文章40余篇。

Ta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