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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初二學生討論數學問題情況的調查與分析 
 

蘇洪雨 
廣州華南師範大學數學系 

在數學教學與數學學習過程中，離不開數學交流，師生交流，學生與

學生交流……數學交流可以幫助學生在非正式的、直覺的觀念與抽象的數

學語言之間建立起聯繫，可以幫助學生把實物的、圖畫的、符號的、口頭

的以及心智描繪的數學概念聯繫起來。數學交流還可以發展和深化學生對

數學的理解，因為理解、推斷和對自己思想進行口頭和書面的表達可使學

生加深概念和原理的理解。因此英美等國非常重視數學交流。我國的教學

實踐中已經注意培養學生的數學交流能力，並且在 2000 年頒佈的《全日制

義務教育數學課程標準（實驗稿）》中提出在數學學習與教學過程中培養學

生「合作交流」的能力。數學問題的討論是交流過程中必不可少的一部分，

因此筆者設想從具體問題出發，首先對學生討論數學問題情況進行調查，

初步瞭解學生的數學交流情況。 

調查方法：問卷調查法和訪談法。 

調查物件：華南師範大學附中初二年級 2 班至 8 班。每班 30 人，共

210 名學生。有效問卷 201 份。在 5 班、6 班、7 班和 8 班各抽查 5 人進行

訪談。 

I. 調查的結果 
1. 學生喜歡討論數學問題，希望在課堂中能進行問題討論 

討論數學問題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低年級學生對討論數學問題比較積

極，據調查（見附錄題目 1），喜歡討論的學生有 49.3%，比較喜歡的有

31.3%，合計共有 80.6%。有 19.4% 的學生不喜歡討論數學問題。 

數學課堂學習過程中，學生不希望教師從頭講到尾，大部分的學生希

望課堂學習中有機會討論問題（見附錄題目 2），63.7% 的學生希望在適當

的時候，教師能夠提出問題讓大家進行討論；20.4% 的學生認為學生可以

隨時提出問題進行討論；有 5.5% 的學生想讓教師從頭講到尾，另外還有

3% 的學生希望一節課自始至終都是討論問題。而訪談學生得知，想讓教

師滿堂講的學生數學基礎大都較差，希望滿堂討論的是一些比較調皮的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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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行動與意願自相矛盾 
在課堂上教師提出一個數學問題讓大家討論的時候，結果是這樣的（見

附錄題目 4）：18.4% 學生想獨立思考，不參與討論；27.4% 的學生只是隨

意地和同學討論一下，只有 28.4% 的學生認真地和同學討論，並做好總結；

還有 17.9% 的學生傾向於先獨立思考，再進行討論。 

分析資料，又有如下結果：希望教師在課堂學習中適當的時候提出問

題討論的學生（見附錄題目 1 佔總人數的 63.7%）分化為（見附錄題目 4）：

25 人（佔該項的 12.5%）希望「獨立思考，不參與討論」；23 人（佔該項

的 11.5%）認為「要先思考，不會再進行討論」；有 39 人（佔該項的 19.5%）

只是隨意地與同學談論一下；只有 35 人（佔該項的 17.5%）認真討論問題。 

這說明學生既有參與課堂的欲望，又缺乏討論問題的積極性，不能很

好地付之於實際行動中。 

3. 討論問題的狹隘性 
究竟怎麼樣的問題適合討論呢？（見附錄題目 3）51% 的學生認為複

雜的幾何證明題；另外有 30% 的學生認為開放性的問題最適合討論，15% 
的學生認為概念性的問題適合討論；還有 4% 的學生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複雜的幾何證明題是中學考試的重點，因此學生都比較重視，但是這也使

得他們討論的問題範圍較為狹隘。 

4. 討論問題的敷衍性與討論夥伴的狹隘性 
從調查看出，學生對於數學問題的討論是比較隨意的，並且與之一塊

討論問題的夥伴是十分的有限的。（見附錄題目 5）有 68.7% 的學生只是有

時候和別人討論問題，而有 6.5% 的學生從沒有和別人討論過數學問題；

另有 6.5% 的學生只是在教師的強迫之下與同學討論問題；有 14.9% 的學

生經常與別人討論數學問題，還有個別學生（佔 3.5%）沒有回答這一問題。

這說明大部分學生討論數學問題的頻率並不高，並缺乏積極主動性，又可

能因為學習任務的繁重，使之討論問題的機會較少。 

再看他們都與哪些人討論數學問題（見附錄題目 6），11.4% 的學生與

「和自己學習水平差不多的同學」討論；35.5% 的學生與「比自己學習水

平高的同學」討論問題，6% 的學生找老師討論，38.8% 的學生與學習較

好的學生或老師討論，有 8% 的學生與任何人討論。由上可知，大部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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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喜歡與比自己水平高的人討論問題，在學生的認識中討論問題就是「解

決問題」，找一個「高手」，就可以順利地得到結果。同時我們可以看出，

學生們的討論夥伴是比較單一的，也許這與學生的交往習慣有關。一般地，

學生喜歡與自己熟悉的或認為比較有能力的人，因此，交流夥伴就傾向於

固定、單一（此處刪去「物件」二字），但是，狹隘的夥伴關係有時候使學

生的交流變得保守，不能開闊視野，從而不能達到交流的目的。 

5. 希望合作式的共同討論數學問題 
在討論數學問題的時候，大部分學生希望和教師或同學進行合作式的

共同討論。在與數學老師討論時（見附錄題目 7），36% 的學生希望和老師

共同討論數學問題，重點難點老師能夠指出；31.3% 的學生希望自己先試

著講解，遇到不明白的時候，再和老師討論；又有 24.7% 的學生希望老師

先講解，自己遇到不懂的時候，再與教師討論；有 9% 的學生希望老師直

接給出結果或解決方法。在與同學討論的時候（見附錄題目 8），59% 的學

生能發表自己的看法，同時認真聽取別人的意見；還有 30% 的學生聽別人

講得多，自己則很少發表意見，這表明這部分學生的討論只是簡單的諮詢，

而不是真正的與別人探討、研究；不聽別人意見的只有 2%；與同學激烈討

論並堅持自己的觀點的有 7.5%。 

總體來講，學生還是喜歡和同學或老師以合作的方式討論問題，而不

僅僅只是簡單地聽取別人意見求得問題的結果，或者只是回答別人的問題。 

6. 通過對數學問題的討論有收穫 
學生認為通過討論有一定的收穫。從調查看（見附錄題目 9），39.3% 的

學生認為有時有些收穫，有 50% 的學生認為在討論中增長了見識，獲得了

啟發；另有 6.5% 的學生從討論中「增強了信心」，只有 3.5% 的學生認為

沒有收穫。另外，還可以看出經常與別人討論問題的 89 人認為是有收穫的

或增長了見識，獲得了啟發。這是顯然的，因為只有與別人討論才能感受

到討論的好處。相反，不參與討論者就沒有任何的表示了。同時，（見附錄

題目 8 和 9）有 134 名和教師或和「比自己學習水平高的學生」討論交流

問題的學生認為有收穫，而與「自己學習水平差不多的學生」討論的 23 名

學生中有 22 人也認為有收穫，這說明討論夥伴與有無收穫是無關的，但是

收穫的多少肯定與討論夥伴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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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與別人討論問題」式的作業可有可無？ 
學生並不是很喜歡「與別人討論問題」式的作業（見附錄題目 10）。

46% 的學生認為這種形式的作業可有可無，理由是佈置了有些收穫，不佈

置也沒有太大損失；24% 的學生認為不必佈置，因為佈置了未必去做，不

如不佈置；30% 的學生希望佈置這類作業，因為這會使學生更多的吸取別

人的意見，增長見識，更好地理解數學問題等。 

對於這類作業的完成情況（見附錄題目 11）：43% 的學生回答說和願

意討論的同學一起認真討論，作出總結。26% 的學生隨意找同學討論一

下；還有 14% 的學生認為應該獨立思考，不與別人討論；9% 的學生因為

老師不能檢查，就不與同學討論。 

那麼這種「與別人討論問題」式的作業是否真的可有可無？其實不然，

從上面的調查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學生還能完成這類作業。與同學談話得

知，學生認為「與別人討論」式的作業可有可無，主要受下面的原因影響：

一是放學回家以後，沒有機會與別人討論了；二是在教室自習時（說明：

在廣州的寄宿中學，晚上 7 : 30 ~ 9 : 30 學生要在教室自己看書學習，不可

隨意出入），不可能隨意講話，從而使討論受到限制。 

8. 獨立思考與問題討論的矛盾 
許多學生提出數學問題應儘量獨立思考（見附錄題目 4 和 11），因為

他們認為和別人討論問題對獨立思考是不利的，可能養成「想也不想就問」

的習慣；只有在自己想不出的時候，才與老師、同學進行討論。固然學生

認為獨立思考是正確的，但也說明，我們的學生對於數學問題的認識有一

定的狹隘性，在大多數學生的認識中，不會做的題目、考試中的難題、綜

合性的題目，才是討論的問題。而對於數學概念進一步理解，對數學問題

的進一步探索以及數學的應用等方面的問題都沒有強烈的深入探討意識，

實際上，後者才是學習數學的本質。 

II. 幾點建議 
認真分析資料及學生的意見，筆者給出以下建議： 

1. 教師在學生對數學問題討論過程中要正確引導 
儘管大部分學生希望在課堂上討論數學問題，但是完成的情況並不是

很好，這與教師的引導有很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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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要創設適當的問題情景，自然地將學生「引入」討論。例如：在

講授韋達定理這一節內容時，先給出韋達定理： 

如果ax 2 + bx + c = 0 , (a ≠ 0) 的兩個根是x1 , x2 ，那麼x1 + x2 = a
b

− , 

x1⋅x2 = a
c

。 

教師問：這個定理一定正確嗎？如果不正確，你能否舉一個反例？ 

有 些 學 生 馬 上 拿 出 練 習 簿 ， 找 一 個 具 體 的 方 程 進 行 檢 驗 ， 如 
x 2 − 2x − 8 = 0，很快就有學生說：是的，是這樣的。 

教師：大家對此定理有甚麼疑問，僅僅通過個別例子就可說它正確嗎？ 

這時學生紛紛議論，提出以下的問題： 

1. 對於一般方程ax 2 + bx + c = 0 , (a ≠ 0) 是否成立？ 
2. 如何證明這個定理？ 
3. 這個定理有甚麼用途？  
4. 和二元一次方程有聯繫嗎？ 
5. 一元一次方程是否也有類似的定理？ …… 

在討論的過程中，教師要給出適當的指導，因為學生的討論方向可能

不太明確，或者是走了彎路，鑽了死胡同。全班一起討論的時候，教師的

指導既能使學生有「豁然開朗」的感覺，有信心繼續討論，又可節省課堂

時間；同時，初中生有著貪玩的天性，有時他們不自覺地偏離主題而做別

的事情，教師要在適當的時候對這樣的學生加以管理，使之養成討論問題

的習慣。 

2. 希望教師能夠提供給學生更多的討論機會 
教師受著教學任務的限制，不得不時時以教學大綱為本，講課時間長，

使學生的參與相對減少，因此進行數學交流的機會就不會很多。教師要合

理地安排教學計劃，盡可能地使學生有機會參與到學習中，這樣既可以活

躍課堂氣氛，又可提高學習的效率。教師要設計出適當的討論問題，有益

的問題對於學生的學習將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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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念課上，可以留一些時間讓學生進行討論，進一步地理解所學的

概念，教師可提出一些誘導性的問題，使學生產生興趣，如分析概念的正

誤，補充一些條件使概念完整正確等等； 

在定理公式課上，要培養學生學會質疑，鼓勵學生積極地提出問題，

然後與同學老師一同討論，這樣就使學生有了創新的意識，不會固守陳規； 

解題課上，增加學生交流，使學生形成互助組，從而開拓思路，提高

數學思維能力，通過討論分析，使學生學會從不同角度去思考，打破思維

定勢和因循守舊。 

複習課，自我總結，再通過與同學交流，查缺補漏。 

總之，教師應在一切可以為學生提供討論的時候，儘量為學生提供機

會，使學生真正能從討論中得到提高。 

3. 豐富數學課外活動，討論各式各樣的數學問題 
僅僅在課堂上進行數學交流是不夠的，並且課堂中討論的問題可能有

很大的局限性，學生的思想不能完全的「開放」，因此，有些問題可在數學

課外活動中解決。在課外活動中，學生可充分發揮主動性，對數學問題進

行徹底地討論。教師在這個時候，只能做一個輔導作用，而不可搶奪學生

的主動地位。當然教師可以為學生提供各式各樣的問題，開闊學生的視野。

在活動中，可以有目的將學生分成小組，這些小組按學習能力的高低進行

劃分，最好是能力相近的一組，這樣可對不同的問題進行討論，能力較高

的小組討論一些有挑戰性的問題，能力較低的學生討論一些基礎的問題（當

然提出的問題大家都可以討論）；討論的問題可是概念性的問題，也可是複

雜的幾何證明題，或是開放性、研究性、實際性的問題等等。豐富多彩的

問題可由教師提出，也可讓學生自己收集，自己發現。問題既可現場討論，

也可課餘時間查閱資料，準備充分之後再討論，這一點可以靈活掌握。甚

至可以提出一些課題讓學生進行調查研究，寫出一些小論文。這對於培養

學生的數學交流能力是非常有幫助的。 

4. 認清「獨立思考」與「討論問題」的關係 
有些學生擔心「討論問題」可能養成依賴別人的習慣，因此提出要獨

立思考，不要總是討論問題。其實，提出這一看法的學生並沒有真正地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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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討論問題的內涵，在他們的認識中，似乎只有不會的難題才去與別人討

論，實際上這不是與別人討論，而是向別人請教，在請教中，雖然也有討

論的過程，但畢竟是「被告知」的過程，這是討論的一種情況，而並不「討

論」的真正含義。討論問題，並不只在乎最後的結果，討論的過程就是一
種學習。討論是「就某一問題交換意見或進行辯論」，而不是學生所認為的

向別人請教。討論是一個互相學習的過程，是互補互助的過程，是一個合

作的過程。討論應不僅僅限於自己不會的問題，而應是一些有代表性的，

有助進一步學習的問題，以及一些有研究意義，有實際應用的問題等等。

這與獨立思考是不矛盾的，獨立思考是良好的學習習慣，它可以培養學生

的自立，自尊與自信。但是，若總是以「獨立思考」標榜自己，則只能是

自大保守，有時對學習有很大的反作用。學習不僅要有獨立解決問題的能

力，還要有與別人合作的能力，討論問題就是與別人的共同學習。因此，

要認清甚麼問題要討論，甚麼問題要獨立思考，兩者要結合，相輔相成，

互相促進。 

5. 對學生作出比較公正的評價 
學生的考試成績是我們現在對學生評價的主要依據。一般情況下，成

績高者為優等生，反之則是差生。在這樣「評價標準」下，學生不得不對

考試成績十分重視，由此所引起的學習的弊端不言而喻。教師可以儘量降

低它的負面作用，使學生從心理上不再有為考試而學習的負擔。這就要求

教師在平時不要總是強調考試成績的重要性（雖然是很重要的），對學生作

出比較公正的評價。教師對學生的數學學習評價可從學生的數學能力、表

現和成績等不同方面考慮，比較全面地認識學生數學的學習情況。提高學

生學習數學的興趣，從多方面認識數學，而不只是僅僅會解幾道題，學生

因此有機會進行各式各樣數學問題的討論，進行更多的數學交流，那麼數

學學習的能力將會不斷地提高。 

參考文獻： 
劉兼等（1993）。從世界各國最新課程標準看數學教育的發展（一）。《21 世紀中國數學

教育展望》（頁 97）。北京：北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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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有關初中生對數學問題討論情況的調查 

同學們，在你的數學學習中，是否經常與別人討論數學問題？你對數

學問題討論的態度是怎樣的？你一般與別人討論甚麼樣的數學問題？為了

幫助同學們的學習，我們採取無記名的方式，作一個調查，請你配合我們

認真、實事求是地填寫。 

填寫方法：選出你認為最合適的一項，填在後面的括弧內；如果沒有合適

的，請在最後一項的橫線上寫下你的意見。 

 

1. 在你的數學學習過程中，你是否喜歡與別人討論數學問題（    ） 

A. 不喜歡；  

B. 比較喜歡；  

C. 喜歡。 

2. 在數學課堂中，你希望（    ） 

A. 老師從頭講到尾； 

B. 一節數學課自始至終都是討論問題； 

C. 學生可以隨時提出問題進行討論； 

D. 老師在適當的時候提出問題讓同學討論； 

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認為下面的哪些問題適合討論（    ） 

A. 概念性的問題（如比較一元二次方程的四種解法）； 

B. 開放性的問題（如四等分一個平行四邊形的面積）； 

C. 複雜的幾何證明題； 

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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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課堂中，老師讓大家對某個數學問題討論時，你會（    ） 

A. 獨立思考，不參與討論； 

B. 不知道如何討論，等待別人討論的結果； 

C. 隨便與別的同學討論一下； 

D. 認真和其他同學討論，並做好總結； 

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有的同學經常與別人討論數學問題，有的則很少與別人交流，你的情

況是（    ） 

A. 從沒和別人交流過數學問題； 

B. 有時候和同學交流一下； 

C. 只是在「與同學討論」的要求下，才與別人交流； 

D. 經常與同學或老師討論數學問題； 

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在數學學習中，你碰到疑問時，一般和誰交流討論（    ） 

A. 與自己學習水平差不多的同學； 

B. 比自己學習水平高的同學； 

C. 老師； 

D. 老師或與自己學習水平差不多或高的同學； 

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與數學老師討論數學問題時，你希望（    ） 

A. 老師給出結果或解決辦法； 

B. 老師先講解，自己遇到不懂的時候，和老師討論； 

C. 自己先試著講解，遇到不明白的時候，和老師討論； 

D. 和老師共同探討，重點、難點老師能夠指出； 

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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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和同學討論數學問題時，你（    ） 

A. 聽別人講得多，自己很少發表意見； 

B. 自己講得多，很少聽別人的意見； 

C. 和同學激烈討論，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 

D. 能發表自己的看法，同時認真聽取別人的意見； 

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通過討論數學問題，你（     ） 

A. 收穫不大； 

B. 有時有些收穫； 

C. 增強了信心； 

D. 增長了見識，獲得了啟發； 

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你希望老師佈置一些與同學討論的作業嗎？並寫下你的理由。（    ） 

A. 不希望佈置與同學討論的作業；理由：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佈置也可以，不佈置也可以；理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希望佈置。理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你的作業中如果有「與同學討論」的作業，你會如何完成？（    ） 

A. 老師無法檢查，不必與同學討論； 

B. 喜歡獨立思考，不與別人討論； 

C. 隨意找同學討論一下； 

D. 和願意討論的同學一起認真討論，作好總結； 

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你對數學問題討論還有甚麼樣的看法？請寫下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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