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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human development, digital culture is constantly developing, and digital culture belongs to 

higher mathematics education, which can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higher mathematics education. 

Mathematics is not only a basic subjec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udents' learning of other subjects. 

education for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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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数字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而数字文化也归属于高等数学教育，在高等数学教

育中能够发挥出非常关键的价值，而数学在高校中不仅仅是一门基础性学科，学生对于数学学科的学

习，也会影响到学生对于其他科目的学习，而且数学信息对于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对于学生的解

决问题的能力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如果学生在质量方面无法达到标准，那么学生学习数学也会更加困

难，而本文就主要围绕在数学文化关系下的高校数学教育进行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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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学文化观的形成 

就现阶段而言，在高校教育体系中，数学教育是一

项占据着非常重要地位的教育学科，而在数学中学生也

能够学习到非常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以及学生的发

展的内容，因此数学学习能够给予学生非常大的帮助，

而这些帮助不仅仅只限于数学领域中，学习数学也能够

有助于学生对于其他学科的认识和理解，只不过就现阶

段而言，大部分学生都十分缺乏高校数学学习兴趣，因

此在数学教育课堂上也缺乏积极性，也因为如此，导致

高校数学教育在数学文化观视域下的研究成为了当下数

学教育领域的重点。 

1.1 概念 

数学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数学文化指的就是

数学的发展过程，通过对于数学的发展过程的认识和了

解，也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数学文化，并且，将对数

学文化的了解融入到对数学的学习中，加强数学能力，

而如果对数学文化有充分的了解，就能够站在数学文

化的角度，用数学文化的观点对待数学，并且把握数

学的文化价值，甚至发挥出数学的文化价值，而数学

文化的内容不仅仅包括数学语言，数学观点，又或是

数学精神，也包括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而除此之外，

数学教育、数学史都属于数学文化的内涵，因此这也

代表数学学科本身是具有一定的人文成分的，通过了

解这些人文成分也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数学，而且从

此中也体现出了数学与社会的联系非常紧密，只是目

前还有很多学生对于数学的认识存在误区，认为学习

数学就是学习数学公式和数学概念，但是实际上想要

提升综合素养和数学能力，就十分有必要学习数学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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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特点 

数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也有着共同点，例如文化所具

备的统一性，使用统一的符号以及语言，在人类文明史

中，数学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数学也会跟随着

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流走而不断的发展和改变的，并且

数学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是在课堂教学中，在各种数学活

动中，数学文化也能够进行传播，并且不断的完善，而

为了体现出数学的特点并且发挥出数学的价值，数学教

师就必须要不断的提升自己。 

2. 基于数学文化观视域下的高校数学教学策

略 

表 1 基于数学文化观视域下的高校数学教学策略 

转变教学

观念，提

高教师的

教学素质 

教学方式要

形式丰富 

对数学课

题进行想

象化处理 

数学教师

要多多和

其他学科

教师进行

交流 

教师不可

像传统教

学一样只

给予书本

知识的讲

解，还要

求更深层

次 的 教

学，向学

生传播数

学文化。 

教师应该给

学生创造可

以独立思考、

独立解决问

题的环境，在

学生身边作

为同行者，引

导学生发现

问题和解决

问题，真真正

正地让学生

融入数学文

化中。 

目前，电

子媒体技

术十分发

达，随着

高校的改

革，多媒

体和互联

网技术深

入每一个

校园，多

多利用，

可将数学

形象直观

地展现给

学生。 

 

学生在学

习中总会

遇到多个

学科交叉

的问题，

不仅要学

好数学还

要学好其

他科目，

教师可以

利用数学

和物理、

化学以及

数学和历

史之间的

关系对学

生进行引

导。 

2.1 转变教学观念，提高教师的教学素质 

高校教师不仅仅应该把数学知识教授给学生，同时

也应该对学生传播数学文化，让学生能够更加深入了解

数学文化，而且传播数学文化就要求数学教学要以存在

的差异作为基础，传播数学文化不仅仅要求教师要对学

生进行讲解，还要求教师必须更加深入的对数学文化进

行剖析，并且使数学文化更加深入到学生的心中。 

2.2 教学方式要形式丰富 

高校数学教学中的内容有很多都是来源于生活，

所以高校数学教学也应该由数学生活作为引导进行开

展，只有从实际生活出发，才能够使数学教学内容变

得更加简单和易于理解，学生才能够更好的掌握数学

知识，而同时如果教师能够结合生活中的案例对学生

进行讲解，那么学生也能够得到数学能力的加强，并

且还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3 对数学课题进行想象化处理 

大部分学生之所以不愿意接受数学学习，又或是

数学成绩差，主要是因为数学知识本身就十分复杂难

懂，而难以理解也是学生学习数学的一大难关，而且

数学学科非常注重学生的逻辑性和理解能力，如果学

生的逻辑性和理解能力不强，那么学生就很难全面的

掌握数学知识，而如果学生连数学题目的问题都难以

理解，更加难以给出正确答案，但是通过多媒体技术，

就能够使数学知识更加直白地展现在学生的面前，使

学生更容易接触到数学知识的内核。 

2.4 数学教师要多多和其他学科教师进行交
流 

数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紧密

的，甚至于和某些学科是互相促进、互相成就的关系，

而学生在学习数学时，也会遇到不同学科互相交叉的

问题，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对其他学科的内容进行学

习，只有对其他学科的内容都有一定的掌握，学生才

能够学好数学，因此这也要求所有教师应该加强和其

他学科的教师之间的交流，寻求引导学生学习其他学

科的途径。 

3. 基于数学文化观视域下的高校数学教育

意义 

表 2 基于数学文化观视域下的高校数学教育意义 

丰富教学意义 
展现数学文化

的内涵 

体现数学文

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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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科对于

大多数人而言

都是一门非常

难以理解的学

科，如果教师不

丰富和创新教

学手段方式，那

么就很容易导

致学生因为读

不懂数学而放

弃数学学习。 

数学文化的内

涵非常丰富，

所以教师在对

学生进行数学

教学时，应该

对数学知识进

行深入的挖

掘。 

在高校数学

教育中应该

体现出数学

文化的价值，

并且传播数

学文化，数学

文化的传播

对于高校数

学教育而言

也是一个非

常关键的环

节。 

3.1 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数学学科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一门非常难以理解

的学科，如果教师不丰富和创新教学手段方式，那么就

很容易导致学生因为读不懂数学而放弃数学学习，而为

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数学

知识，教师就必须运用更加丰富并且有趣的教学方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2 有利于培养学生关于美的概念 

数学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所以教师在对学生进行

数学教学时，应该对数学知识进行深入的挖掘，将数学

知识的数学文化内涵展现出来，让学生能够感受到数学

的美，并且自主更加深入地了解数学文化。 

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数学教育中应该体现出数学文化

的价值，并且传播数学文化，数学文化的传播对于高校

数学教育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所以高校还应

该积极的探索数学文化教育实施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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