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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循环节； ②用一张正

方形的纸制作出一个无盖的长方体

盒子。 ③怎样才能使制成的无盖的
长方体盒子的容积尽可能大？ ④设
计学校平面图； ⑤制作五角星； ⑥
揭开身份证号码与学籍号码之谜；
⑦测量操场跑道； ⑧测量旗杆的高
度。 学生们也可以提出自己感兴趣
的题目， 如①折七角星； ②哪种打
车软件更便宜； ③探秘电话费； ④
学校教室形状设计； ⑤哈利波特中
的神奇数字； ⑥麦田怪圈的畅想；
⑦数学史上的三次危机等问题等
等。

（2） 确保小组探究的时间 。
只有学生拥有充分的探究时间， 独
立思考 、 讨论 、 分析后得出的成
果， 才能体现课题研究的意义， 所
以在实际操作中， 根据研究的课题

的类型、 课题的大小， 相互搭配，
以每学期探究两个课题为佳。

（3） 加强合作学习的指导和
监控。 教师应当积极地参与到小组
的研究活动中去 ,指导与监控学生
的研究学习。 教师的指导主要包括
合作技巧的指导和学习困难的指导

两方面。 合作技巧的指导 ,主要是
指导小组的成员如何向同伴提问、
如何辅导同伴 ,指导小组成员学会
倾听同伴的发言、 学会共同讨论、
学会相互交流等 。 学习困难的指
导 ,是指当小组遇到学习困难时 ,教
师适时地点拨、 引导 ,提供必要的
帮助。

（4） 组织班级汇报。 各组研
究结题后先向教师汇报， 教师提出
修改意见后， 在班级汇报。 汇报结
束时， 其他学生可以向汇报人提出
问题。 这样做的好处是， 既可以让

研究的成员有成就感， 也可以带动
更多同学参与到研究中来， 营造良
好的学习氛围。

三、 结论与展望
数学资优生， 是一部分不可多

得的人才， 这些人才的培养， 需要
学校的重视 ， 需要备课组共同统
筹， 但笔者在一线教学中发现， 对
数学资优生的培养， 还缺乏统筹，
虽有意识但由于教师工作繁忙， 更
看重班级平均分而把精力放在后进

生身上等原因， 缺乏长期的计划、
有效的方法， 数学资优生的成长，
基本处于自然生长状态。 希望通过
本文， 能为培养初中数学资优生提
供一些方法， 我也相信在不断的探
索和改进中， 我将培养出更多优秀
的数学资优生， 为自己的教育事业
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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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OECD） 的定义 ， “财经素

养” 是指个体在各种财经情境下做

出的以提高个人和社会的经济利益

为目的有效决策， 它是实现个人财

务幸福的意识、 知识、 技能、 态度

和行为。 我国学者 《中国财经素养

教育标准框架》 中将财经素养教育

分为五大维度： 收入与消费、 储蓄

与投资 、 风险与保险 、 制度与环

境、 财富与人生， 每个维度下的结

构目标涉及认知 （了解知识与事

实）、 技能 （获取方法与技能） 和

态度 （形成观念与态度）， 为实施

财经素养教育提供了可靠依据。

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 培养幼儿的财经素养， 拓

宽幼儿财经知识层面， 提升幼儿社

会生存能力， 树立幼儿正确的金钱

观， 为中小学财经素养教育抛砖引

玉， 夯实基础。

一、 财经素养教育的实施途径

作为广州市高等学府附属幼儿

园， 我园于 2017 年申报了基于主
题的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研究课

题， 尝试将财经素养教育渗透到幼

儿一日生活中， 融合到幼儿教育的

各个领域。

1. 以主题活动为抓手
为了培养幼儿财经素养， 我园

以主题活动为抓手， 每个年级都有

自己的主题活动， 比如小班开展的

是 “香香的水果” 主题活动， 鼓励

幼儿走进水果市场挑选和购买水

果， 体验消费活动与生活的关系，

懂得节制， 合理消费； 中班开展的

“好忙的市场” 主题活动， 让幼儿

从忙碌的市场中体验劳动和收入的

关系， 认识货币的作用， 学会储蓄

和投资； 大班 “劳动最光荣” 的主

题活动中， 孩子们通过访谈的形式

了解了各种职业 ， 懂得尊重劳动

者， 初步建立勤俭节约的态度。 随

着主题活动的深入开展， 幼儿学会

了体谅父母赚钱的不容易， 懂得了

节制， 学会了攒钱， 能够自觉遵守

简单交易中的规则， 懂得通过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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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来赚钱等。 每个主题活动都围

绕幼儿感性生活经验来组织， 旨在

帮助幼儿学会观察和理解身边的社

会经济生活现象， 了解经济繁荣发

展的基本规律， 初步形成正确的财

富观和金钱观， 成就幸福人生。

2. 与五大领域相融合
多位教育专家表示， 青少年财

经素养的培养， 是多维度甚至是跨

学科的。 在幼儿园中开展财经素养

的教育 ， 应该要与五大领域相融

合 。 例如 ， 在开展健康领域活动

“安全知识我知道” 时， 通过视频

的形式向幼儿展示生活中的危险因

素 ， 鼓励幼儿说一说如何躲避危

险， 教育幼儿远离危险源、 学会安

全活动， 这与财经素养教育的风险

与管控是相互呼应的。 在开展语言

领域活动 “说说我家的人” 时， 激

发幼儿的调查兴趣， 让幼儿采访父

母并记录， 了解父母的职业名称、

收入来源等， 让幼儿了解收入与消

费的同时 ， 体会到父母工作的辛

苦， 学会表达对父母的感恩。 在社

会领域 “我们守规则” 的活动中，

渗透简单交易的规则， 指导孩子所

有的行为都要遵守规则， 否则要受

到惩罚 。 在科学领域 “认识人民

币” 的活动中， 教幼儿分清人民币

和外币的区别 ， 感知 、 认识 、 使

用、 爱护人民币， 养成不乱花钱的

好习惯 。 在艺术领域 “我爱大自

然” 的活动中， 幼儿通过观看多媒

体课件， 感受大自然的美， 用绘画

表达对大自然的热爱， 懂得只有一

个地球， 做环保节约小卫士。 像这

样在现行的五大领域各个学科之间

融入财经素养教育， 相得益彰， 也

使得学科教学内容更加丰富。

3. 以大型活动为拓展
在我园 “庆六一” 跳蚤市场活

动中， 幼儿可以将自己制作的玩具

和旧玩具拿来交换 ， 用 “以物易

物” 的形式交换彼此的玩具， 或者

用积攒的零花钱购买物品。 在活动

的过程中， 有些孩子还不到 5 分钟
就花完了自己的所有零花钱， 看着

更多想要的玩具， 只能望梅止渴，

这是典型的不懂得规划和节制的例

子； 有的孩子为了招揽生意， 不惜

推出 “买一送一” 和有奖大转盘活

动， 通过赠送礼品来获得客源， 懂

得利用合理合法的手段来经营， 赚

取钱财。 幼儿将自己制作的玩具作

为商品拿到市场上来交换或者销

售， 直接接触了商品生产的过程，

懂得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来创造财

富， 体会了父母赚钱的辛苦。 跳蚤

市场上赚取的钱财， 或购买班级公

共物品， 或进行爱心捐赠， 让幼儿

提出自己钱财的使用计划和目标，

懂得为集体做贡献和帮助有需要的

人……财经素养教育内涵丰富， 在

大型活动中得以延续和拓展。 教师

通过大型活动的组织和落实， 让幼

儿成为有创新能力、 实践经验和社

会担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4. 以课题研究为引领
在进行财经素养教育的过程

中 ， 一线幼儿教师常常感到很吃

力， 因为财经素养教育超出了学科

知识的范畴。 为此， 幼儿园需要以

课题为引领， 组织教师进行财经素

养教育的专门培训， 就实施过程中

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探讨， 理论结

合实践， 建构出一套适合幼儿成长

的财经素养教育体系。

5. 以家庭社区为保障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父

母的财富观和金钱观直接影响着孩

子， 所以家庭是幼儿财经素养教育

的起点。 幼儿园要激发家长共识，

积极发动家长对幼儿开展财经素养

教育， 比如引导幼儿合理使用压岁

钱， 压岁钱的合理支配意味着财经

素养教育的良好开端； 家长也可以

跟幼儿讨论家庭经济情况， 使幼儿

了解家庭支出， 从而获得最直接的

财务体验； 此外， 家长应该给幼儿

配备一个存钱罐， 让其养成储蓄的

好习惯， 同时设计支出账簿， 让其

有规划地利用零花钱， 培养理财意

识等。 同时， 幼儿园应该充分利用

社区资源， 比如带幼儿到社区银行

参观， 了解银行的工作流程， 知道

开户、 存取款等常识， 知道投资和

收益的关系等等。 内容丰富有趣，

形式多种多样， 充分利用家庭、 社

区资源， 共同促进财经素养教育。

二、 财经素养教育的原则

一是以幼为本。 财经素养教育

要以幼儿为本， 根据幼儿的认知水

平和发展能力设计目标和课程， 让

课程为幼儿服务 ， 切不可脱离幼

儿， 闭门造车。

二是循序渐进。 财经素养教育

在我国仍处于初级阶段， 在实施的

过程中， 应该要注意幼儿的认知水

平和实际经验， 从简到繁， 循序渐

进， 不能太过心急， 揠苗助长。

三是渗透融合。 财经素养教育

的实施要与五大领域相融合， 与实

际生活相渗透， 不能脱离了学科存

在， 也不能脱离幼儿实际生活， 教

师要巧妙地引导幼儿观察生活， 从

生活中体验财经素养教育， 从而加

深认识， 强化技能。

四是因材施教。 由于各地的经

济水平不一样， 幼儿对经济生活的

体验也就不一样， 实施财经素养教

育要因材施教， 切不可一切照搬，

要灵活变通。

我园开展基于主题的财经素养

教育活动， 将各大领域与财经素养

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 以大型活动

为拓展， 携手家庭、 社区， 通过课

题研究等方式， 为幼儿园财经素养

教育的实践做出来积极的探索， 为

幼儿进入经济社会打下了一定的理

财基础。

【本文为中国财经素养教育协

同创新中心项目； 立项号： GDJY-
2017-G-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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