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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是基于“社会—文化”视角的“民族数学”教育思想，还是以“教—学”视角切入的传统民族数学教育理论，

二者均存在一定弊端．在文化共生理念观下，这种理论构想在概念设定、对象认识以及价值取向上仍不完善．充分梳理并比

较现行少数民族数学教育观、“民族数学”教育观、文化共生数学教育观的理论差异，立足当前民族数学教育中的现实问题，

反思“民族数学”教育理论和实践，并指出：树立多元共生的数学教育理念、加深数学育对象性认识、加强价值取向引导是

中国民族数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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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民族数学教育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同时仍存

在诸多问题，数学教育仍然是民族教育的“短板”，民族理

工科教育的“拦路虎”．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于现行少数民族

数学教育模式未能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去认识，因为这

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民族数学”或“民俗数学”在

少数民族数学教育中的作用，认为这种未能合理有效的融入

相应少数民族数学文化情境和素材，直接使用统编教程的民

族数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化的“断裂”，使少数民

族学生不能有效地在传统数学文化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知识

谱系[12]；并在此认识基础上提出了有别于“传统少数民族

数学教育”的新构想，即通过在数学教材中融入与民族学生

社会生活情境紧密联系背景知识和素材，以促进少数民族学

生的数学学习[23]．然而，提倡不同族群文化兼容并包、异

质共存、相互交流的共生文化背景下，这种构思在理念设定、

对象性认识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是否存在问题还值得商榷． 

1  论述的逻辑起点：文化共生理论 

文化共生理论诞生于西方，源于中“共生”概念的提

出．“共生”本是生物科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概念，是指两

种紧密接触的不同生物之间相互依赖形成的互利关系．一些

西方社会学学者汲取了生物共生理论中的共进化理念后将

其应用于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并经逐步发展演变形成了共

生理论，并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应用广泛的方法论[3]．而文

化共生理论就是把共生理论应用到文化领域中的产物，是时

代深刻变革的价值选择．共生理论的产生主要基于以下 3

个背景，一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与局限，二是全球化的迅

猛发展，三是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4]．概括地讲，文化共生

是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一种平等交流、相互共

依、兼容并包的文化形态． 

文化共生的视域下民族教育的发展强调各个民族不同

文化要素之间的异质共存的关系，注重教育过程中各种关系

的和谐发展[4]．文化共生视域下的民族数学教育要求重视受

教育主体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同时兼顾不同文化之间的关

联，这种理念下的民族教育在所涉及概念内涵的认识把握

上，对受教育者对象性认识上，以及在教育价值引导上均提

出了新要求．文化共生理论对民族教育具有适切性，因为在

当今世界跨文化背景下，任何文化不能以人为或先天的文化

壁垒而与世隔绝．培养学生共生文化下的各种文化和谐相

处，共生共荣的观念、知识以及技能，在把握学生原有的文

化场及其带来的文化习性基础上，培养其形成一种文化适应

力，无疑对学生发展大有裨益，然而当前中国民族数学教育

中从认识起点到实践落地仍未能有效体现共生的价值理念． 

2  现行少数民族数学教育弊端反思 

现行少数民族数学教育主要采用国家统编教材，形式上

基本照搬汉族学生教学方法，忽视少数民族文化元素与生活

情境的融入[5]．这种教育模式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设定：虽然

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数学文化且交织在一起，但不同表象数

学文化背后是相同的数学本质；任何一种民族或族群文化背

景中都存在着 1+1=2 这样的基本数学认识，它并不随民族

文化、语言等不同而不同，虽然一些民族在数学计算时，存

在着计算方式、单位、甚至进制等形式上的不同，但其背后

的数学知识和科学性是无异的．这种数学教育模式因其忽略

数学文化存在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以及这种文化与民族学

生数学学习之间的交互影响而存在诸多弊端． 

2.1  对概念内涵的理解不清 

当前少数民族数学教育首要认识误区便是未能深刻理

解和把握民族数学教育的概念内涵．民族数学教育应该是民

族教育与数学教育的有机结合体，它既是民族教育的范畴也

是数学教育的范畴．作为数学教育来讲，它具有和普通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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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数学教育同质的一些教学目标、方式等；作为民族教育

来讲，其具有受教育对象所决定的特殊性，以及作为特殊受

教育群体的发展所必须体现的价值取向．当前少数民族数学

教育很好的把握了数学教育这一内涵，却忽视了民族教育这

一层含义，从而将少数民族学生数学教育与主流民族通行的

数学教育模式等同起来，甚至直接套用．此外，现行少数民

族数学教育所持“数学没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观点虽然存

在一定意义，但其忽视了数学文化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这一

现实情境，即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也有属于这个文化

的数学，数学与每个族群的生存发展是有机联系的，他们从

计数开始便在创制、使用、发展数学，但由于地域、环境、

语言等的不同形成了有相同本质但不同形式的数学，有学者

将其称为“民族数学”或“民俗数学”，这种具有文化含义

的数学表现形式根植于不同族群成员的潜意识之中，对他们

的数学学习产生很大影响．当前少数民族数学教育中在宏观

概念内涵认识上却忽视了这一点，这种整体性的认识偏差往

往导致少数民族数学教育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困境重重． 

2.2  对教育对象的认识不够 

对教育对象的有效把握是有效施加教育影响的前提和

基础，当前模式下的少数民族数学教育缺乏对象性意识，在

实践中未能有效的认识少数民族学生作为特殊受教育群体，

由于地域、历史、文化以及语言等影响其在思维特征、认识

方式等方面与汉族学生存在的差异性，盲目的使用和汉族学

生一样的统编教材，照搬汉族学生教学模式，致使少数民族

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首先，现行模式下的数学教育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学生

的跨语言学习障碍问题．少数民族学生数学学习过程中首先

要将汉语教材中的数学语言编码转换，变成本民族语言，然

后结合生活情境以及头脑中已有的知识概念体系，对问题进

行分析与加工，解决问题然后获得知识脉络的更新和重构，

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由于词语缺失或语序结构差异所

造成数学语言文字之间难以互译和理解的困境（如图 1）． 

 

 

 

 

 

图 1  少数民族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策略模型 

其次，传统模式下的数学教育忽视了生活习俗的差异，

不同的少数民族群体由于风俗习性、信仰等的不同，加上历

史封闭性的原因，不同民族、地域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文化类

型，产生了不同的数学文化，使得其数学文化具有一定的民

族性和地域性色彩，当前的少数民族数学教育模式忽视了民

族性文化元素在少数民族数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未能很好

地发掘利用民族地区生产生活经验中蕴含的数学文化． 

最后，忽视了文化背景所导致的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

生之间数学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学校数学教育中，忽视了与

少数民族生活紧密结合的数学资源在民族学生学习认知策

略中的重要作用，未能很好的做到将学生在校外形成的思维

方式有效引渡到校内学习，影响了学生学习效率． 

2.3  对教育价值取向的引导不足 

教育价值取向是从事教育活动的主体对教育价值做出

选择时候所持的一种倾向与期望，是教育思想的核心和教育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少数民族数学教育中由于缺乏对民

族教育和数学教育的价值的把握，导致其在具体教学实践中

存在着“文化偏向”，忽视了少数民族学生已有的生活知识

经验基础，使民族学生看不到数学学习在他们民族日常生活

中的价值和意义． 

具体而言，少数民族数学教育中缺乏对民族学生数学教

育价值的有效引导，未能有效把握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的数

学教育中内隐着传递本民族优秀数学文化和形成融入主流

社会背景生活所必须的数学能力的双重任务和价值追求．其

一，民族数学教育实践中很少从文化和社会的视角来理解数

学，一味的强调数学教育而往往忽视了民族这两个字的价值

含义，导致教师和学生对数学知识的价值认识尚可，而对数

学作为一种文化对民族文化传承以及融入多元文化社会的

价值认识不够．其二，忽视了不同民族在不同文化熏陶下，

会形成既定的审美与学习价值取向这一实情．民族数学教育

中未能有效凸显出数学学习对民族学生生活本身以及社会

奉献的重要价值意义，在民族数学教育中存在着一定“文化

偏向”．民族地区使用的全国通用教材（人教版、苏教版等）

多以汉族或主流文化作为背景情境，民族地区学生容易感到

陌生，使得学生在数学学习中看不到数学与他们具体生活的

关联，进而觉得数学学习作用不大，严重影响少数民族学生

对数学学习的兴趣、态度和动机． 

3  民族数学教育思想的理论审视与比较 

基于上述少数民族数学教育中的种种不足与弊病，一些

学者提出了“民族数学”或“民俗数学”这一概念，倡议将

少数民族数学文化渗透入民族数学教材和教学中，通过在少

数民族数学教育课程中合理的增设文化案例和创设生活学

习情境达到使少数民族学生数学教育质量提高的目的[6]． 

3.1  民族数学文化融入数学教育的思想表征 

从理论上讲，民族数学文化融入数学教育思想主要就是

将少数民族数学教育扎根于文化土壤，以具体的民族文化背

景作为数学教育的桥梁，将各个民族不同文化中所包含的数

学文化因子融入数学教学过程，通过创设与母语生活环境中

相关联的数学教学情境，开展相应的数学活动使抽象的数学

课本知识回归到其产生、发展与运用的民族文化中，进而帮

助少数民族学生克服文化差异产生的学习障碍，从而在民族

数学教育过程中建立起理论上与社会生活经验上的一种本

质必然性的联系，为民族学生的数学认知和理解提供必要的

概念框架．这种思想强调从民族学生实际出发，发挥不同民

族的民俗数学文化对中小学数学教育的积极作用，增强学生

学习自信，培养民族学生的数学思维，增进民族学生对数学

的理解[7]． 

从实践上来看，民族数学文化融入数学教育思想则主要

有两种落地方式：一种是倡导开发适合民族地区的乡土或校

本数学教材或读物；二是通过改变现有数学教材和教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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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加入涵盖民族优秀数学文化的数学案例和数学情境等促

使少数民族学生数学学习．该理念的两种落地方式在某种意

义上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其本质都是以通过“民族文化”达

到促进“民族数学”学习的目的，而文化共生视域观中的数

学教育则不然． 

3.2  三种不同理念观下民族数学教育模式区分 

将民族数学文化有效融入少数民族教育中的做法一定

程度上重视了民族数学教育的特殊性及其对象的差异，对解

决现行民族数学教育模式中诸多问题，促进少数民族学生数

学学习以及传承和发扬民族数学传统文化有很大作用，但从

文化共生的视域下来看，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文化共生视域

下民族数学教育应当以一种平等异质共存、兼容并包的文化

形态去认识不同民族群体的数学教育，以促进民族数学教育

体系的构建，并在不同文化在整合的基础上，开发形成民族

文化、主流文化与全球化环境的联动的制度变革，它要求不

仅仅是将民族文化融入少数民族数学教育中，借以达到提高

少数民族学生数学成绩的目的，更要求在此目标导向下，促

进少数民族学生形成一种多元文化适应和理解的价值观，形

成多元文化背景下数学学习的核心素养能力[8]． 

为便于直观说明，将现行的民族数学教育模式、民族数

学文化融入民族数学教育模式以及文化共生视角下民族数

学理应模式作图表示，如图 I．（图中箭头左边表示该种模式

下少数民族数学教育的教材、知识或文化，箭头指向端表示

少数民族数学教育最终想要达到的效果或者价值追求）． 

 

 

 

 

 

 

 

 

 

图 2  不同理念观下少数民族数学教育模式 

模式 I代表当前少数民族地区数学教育最普遍常见的方

式，即主要是将统编的汉文数学教材（主要是人教版、沪教

版以及北师大版）或者直接翻译的汉文数学教材用于少数民

族数学教育中，采用与汉族学生大同小异的授课方式．其最

终目的是使少数民族学生学会无差异的数学知识，形成一定

数学能力[8]． 

模式 II主要是将民族传统数学文化融入数学教材模式，

即运用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数学文化元素，促进民族数学教育

质量的提高．这种思想相比前一模式有较大进步，一方面有

助于减少少数民族学生数学学习中的困难，提高他们的数学

成绩，另一方面有利于民族优秀数学文化的传承．   

模式 III主要是基于文化共生理念观，以及数学与文化

的关系，立足于多元社会的一种少数民族数学教育构想．即

在当今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环境下，民族数学教育应当是平等

且无差异的，应将少数民族数学文化与主流民族数学文化相

衔接，这种模式下少数民族数学教育是为了形成适应主流民

族社会的数学能力、形成适应民族社会生产生活的技能，同

时还可以加深对这两种不同数学文化的理解和认知，使学习

者形成在多元社会环境中适应不同社会发展的数学素养． 

3.3  不同理念观下教学模式的多维视角比较 

具体而言，3 种观念下进行的民族数学教育在概念认

识、对象认识以及目标价值导向上有所不同． 

3.3.1  概念认识维度 

从概念认识来看，相比传统民族数学教育模式将少数民

族数学教育当作与汉族学生无差异的数学教育来对待，将少

数民族数学文化有机融入少数民族数学教育中的做法则是

从文化上来理解少数民族数学教育，将其内涵理解为“民族

教育+数学教育”，在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上虽更进一步，但在

多元文化共生的社会中，少数民族数学教育不应仅是狭义的

少数民族教育加数学教育，而应该是多元文化社会下对不同

数学文化平等包容性的理解建构，可将其称之为“跨文化数

学教育”或是“多元文化数学教育”，这种教育从概念上理

解是将民族数学教育扎根于文化土壤，同时融合于多元世界

数学文化之中，进而形成一种超越数学教材和知识形成一种

文化适应能力的教育认识[9]． 

3.3.2  对象认识维度 

从教育对象上来讲，第二类民族数学教育模式虽然是基

于不同族群数学文化而建构，但背后数学知识的本质是等同

的，只是增强了少数民族数学教育对象的差异性，强调了民

族数学教育的民族性，进而从“文化—社会”视角来看待民

族数学教育，但其将民族数学教育对象设定为少数民族学生

这种对象性认识在多元文化共生的社会中仍有不妥．多元文

化社会中少数民族数学教育不应仅是狭义上的少数民族学

生进行的数学教育，而应该是文化平等共生社会下的一种跨

文化教育，这种教育模式是将教育对象认定为多元文化背景

下的学习者． 

3.3.3  目标价值导向维度 

从目标价值导向来说，现行少数民族数学教育目标和价

值导向是使少数民族学生掌握统编数学教材知识，第二类模

式则是引导少数民族学生继承民族数学文化，学会适应主流

社会的数学知识和技能．然而在文化多元共生和平等共存的

理念观下，少数民族数学教育文化将是一个大的视角观下各

民族优秀数学文化的共同融合，即通过跨文化数学的培养方

式，一方面形成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少数民族学生形成适应

社会的基本数学技能，另一方面通过学习本民族传统数学文

化形成适应于其回归民族生活所需要的数学涵养，在两种价

值追求的基础上，形成多元文化社会所需要数学文化的包

容、理解和适应能力．  

4  不同文化理念下民族数学教育的实践 

不同文化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数学教育在概念、教育对

象、价值取向上有所差异，在具体践行中也有所不同．传统

数学教育观下的民族数学教育其在理念认识、教材的选择和

使用、课堂教学方式上存在“文化偏向”，未能很好地照顾

少数民族学生不同语言背景文化的差异，致使实践中教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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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甚理想，基于此弊病而改进的“民族数学”教育观指导

下的数学教育实践又是否无懈可击？ 

4.1  “民族数学”教育观下的数学教育实践概述 

“民族数学”教育观自从 1987年引入中国后，引起了民

族教育理论界和数学教育研究的重大反响，但在民族数学教

育的实践研究中，仍处于探索阶段，并集中在教材的开发和

使用上，在中国有关民族数学研究中的，主要集中在对少数

民族数学文化的研究上，通过对不同民族数学文化的挖掘，

或者倡议将少数民族生活中的数学文化进行开发，融入数学

情境，从而促进了少数民族学生对数学的认识和理解，也可

以将其理解为一种通过人为的在教学过程中树立一种“数学

文化情境”，进而促进数学的学习和理解． 

目前主要有两种类型的研究[5]：第一种类型主要是对少

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中所涉及到的一些数学元素进行探索

和挖掘，经过加工筛选后使其进入学校教学生活中．这种模

式主要基于民族地区数学课程文化开发理论和校本课程开

发理论，例如：通过对新疆清真寺的介绍，让学生理解清真

寺建筑中所涉及的有关图形、对称等数学知识点（如图 3）；

对少数民族传统服饰中图案设计中所包含的数学图形进行

关联，促进民族学生对数学的理解和认识（如图 4、图 5）．这

种对民族数学文化的挖掘属于一种表层性质的挖掘，未能将

课程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在外在表现上更多的流于一种文化

性的介绍． 

                                               

 

 

 

 

图 3  新疆清真寺 

                 

       

第二种类型中，研究者在民族数学的教学案例中引入相

关的民族素材，作为一种教学情境导入，然后通过一种熟悉

的文化环境过渡到数学问题情境之中，这种模式相比第一种

模式主要是对民族文化元素的渗透更为深入，在有效整合民

族文化的同时，兼顾了数学的学科特性．以贵州师范大学和

凯里学院的专家团队们在深入研究了“民族数学”理论的基

础上，集合实践探索出一种课程资源开发模式，认为民族数

学实践中应当以课程开发为主要突破点，通过对不同民族生

产生活中所亲历的各种数学素材的发觉和整理，开发数学教

学案例，形成地方性的民族数学课程，并经过实际的教学实

践验证，总结出了一套适合推广，时效性较强的民族数学课

程．但也有研究者认为，这种课程资源的开发也分两种层次，

一种是简单的将民族数学作为一种情境性的素材（案例 1），

另一种是更为深层次的运用，通过巧妙地将民族文化与课程

有机结合以达到民族数学教育的目的（案例 2），但其也仅

仅是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仅仅在课程案例方面有所突破[5]． 

案例 1[10]  贵州的苗族、侗族银饰中有 3个圆锥和一个

八面体，将其画成抽象的几何（如图 6、图 7） 

 

  

图 6  八面体            图 7  圆锥体 

如何计算图一中几何图形的体积和表面积？ 

银饰吊坠中每个圆锥沿一条母线展开可以得到一个扇

形，这个扇形的圆心角为多少度？ 

案例 2[11]  图 8、图 9为贵州三江鼓楼，雄伟壮观，吸

引了五湖四海的游客观光，为了装饰和方便游客晚上欣赏夜

景，在每层鼓楼上装饰很多不同的照明和装饰灯，观察图形，

你想到了什么？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该鼓楼共有多少

层？（2）若最顶层装 2盏灯，以下每层比上一层等数多一

倍，第一层应装多少灯？整座楼一共要多少灯？（3）现只

有 62盏灯，请你设计该如何安装比较恰当？ 

 

客观地说，基于“民族数学”理论的数学课堂教学案例

开发是民族地区数学教育实践的重大创举，但不可忽视的是

目前相关的研究仍然处于摸索阶段，而且主要集中在地方性

的数学教材开发上，对理念价值的深入探索和影响学生学习

的其他方面（诸如教学方式、师资文化构成等）未能引起足

够重视．数学教育从“数学”二字理解是数学知识的习得、

掌握和运用是过程（侧重学科性），从“教育”着眼还更应

该注重“教”与“学”的过程性以及其本质作为一种符号语

言的文化特性（侧重文化性），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数学教育

而言，后者更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4.2  文化共生观下民族数学教育实践模型 

不同的数学教育方式背后隐含着不同的教育哲学．文化

共生理念下的数学教育与传统的数学教育相比，更侧重于将

数学视作一种文化去认识，在关注数学学科本身的自然属性

的同时，强调加强对数学文化属性的重视，从而达到一种更

为深层次的数学理解．当前民族数学教育的最大问题仍然在

于过分重视了数学的学科性，而在文化性上不得不做出一定

妥协，“民族数学”教育理论在付诸实践的时候，相对片面

的侧重于凸显民族文化教材的编写和开发．而事实上，数学

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符号的存在，其形成之始是源于生活运用

图 4  裕固族服饰中的图案 图 5  四叶玫瑰线

图 8  三江鼓楼全景 图 9  三江鼓楼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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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总结，所以文化性是数学的重要特性，而少数民族学

生其本身的文化背景往往会影响到其数学的学习和理解． 

基于文化共生观的少数民族数学教育应当是一个多维

立体的理论体系，应当在理念认识的把握上，在把握数学学

科教学科学性的同时，引起对数学文化的重视，在实践中应

以理念认识、对象认识以及实践价值引领为着眼点，从数学

师资、教材、具体教学环节切入，形成一种多维立体的少数

民族数学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如图 10）．因为少数民族数

学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不仅仅是涉及到数学教材的

使用，还涉及到教学方法的运用，同时又与数学教师的跨文

化素养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共生文化的社会环境要求民族

数学教育不仅仅是简单的将文化元素放入数学教材中，还应

该在开发“民族数学”教材的基础上，改变现有的教学体系

和教育生态以促进民族地区数学教学质量．  

  

 

 

 

 

 

 

 

 

 

 图 10  文化共生理念下民族数学教育模式 

4.3  文化共生观下民族数学教育实践关键 

传统的民族数学教育在理念认识、对象认识和价值取向

上均存在不合理之处，而基于“民族数学”理论的民族数学

教育则在实践中对数学教材上有所突破．但结合文化共生理

念下民族数学教育模式图可知，就当前民族数学教育理论和

实践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民族地区囿于文化的差异、经

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等等诸多因素，在双语数学教育、民族

师资队伍建设、以及科学合理的教育理论研究等方面均还存

在着严重短板．在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共生的复杂社会环境

中，传统的“一刀切”式的教育模式故不可取，而“民族数

学”理论指导下的数学课程案例开发研究也仅仅处于起步阶

段，而真正的共生文化所需的民族数学教育则还任重道远． 

未来文化共生视域下民族地区数学教育的突破口有三：

其一，继续丰富“民族数学”理论和实践研究，加强民族特

色数学教材和课程的开发，因为教材和课程是文化的载体；

其二，加强民族地区双语数学教育，双语数学教育是进行跨

文化数学教学的关键，也是“民族数学”课程文化传递的重

要途径；其三，加强民族地区具备多元文化的数学师资队伍

建设，教师作为教学中的关键主体，其是否具备共生文化社

会下的数学素养和教学能力，严重影响着数学的教学质量． 

5  文化共生视域下民族数学教育发展路径展望 

总的来说，民族数学教育的认识与发展不能简单的从

“教与学”的视角而应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出发，尤其

是在多元文化异质共存的社会里，要注重数学文化知识背

景，从一个“文化欠缺”本位转向“文化差异”的视角来认

识、理解、把握少数民族数学教育的概念内涵实质、形成正

确对象性意识，引导学生数学学习的目的与价值，通过多元

文化民族数学教育体现国家倡导的在数学知识与技能、过程

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具体诉求，进而引导民

族数学教育的本质回归[11]． 

5.1  树立文化共生的数学教育理念 

5.1.1  宏观上树立文化共生的数学教育观 

数学教育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一种社会性活

动，不同民族的数学具有其自身遵循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

统，这种数学文化观强调数学教育活动的“文化—社会”特

性，而不是简单地将数学看作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理论构

造体系．这种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数学教育应准确树立一种不

同文化之间“多样并存、多元沟通，彼此尊重、相互学习、

融合贯通、协同联动”的文化共生教育理念[12]．文化共生

视域下的民族数学教育观有两层含义：一是虽异质但平等共

存，即不同民族数学文化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独立存在，但

无优劣之分；二是和谐相处且互补，即各文化应当在和谐共

存条件下相互取长补短、能宽容接纳相异文化的优势．它要

求数学教育中排除盲目民族文化中兴论干扰，树立大视野下

的民族文化观，不仅要有机融入各民族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

做支撑，还要尽可能囊括以共性为主的各个民族、地区的优

秀地域文化，同时将民族性和世界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多

元文化整合的数学教育． 

5.1.2  实践中多维推进文化共生理念落地 

在实践中，首先，教育工作者和实施者要树立多元文化

数学观，尊重民族文化，形成均衡协同发展理念，打破不同

文化间的时空关系，从不同深度和广度认识新的文化以及理

论，形成多元一体的数学教育．其次，民族地区学校应加强

师资培训，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引导教师探讨数学知识背后

的文化属性，进而学会将相关的数学内容与民族文化中数学

知识、数学思想相连接，学会在课堂上增强和修复学生的文

化尊严，形成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教学能力素养[13]．最后，

加强数学教材中多元文化的研究，数学教材的编写和教学实

施要用多元文化的理念去审视和发展，适当加强民族数学的

课程开发，充分关注乡土知识，保证民族乡土文化、民族数

学传统文化在民族数学教材和教育中占据的比例，体现文化

的多样性，形成多元文化整合的数学教育，把数学作为一种

文化真正融入教材，到达课堂，融入数学，进而通过文化层

面让学生进一步理解数学、喜欢数学、热爱数学． 

5.2  增进民族数学教育对象性认识  

5.2.1  整体上把握民族数学教育对象特殊性 

文化共生社会中，民族数学教育的对象性认识应进一步

提高．民族地区学生将来个人的发展可能会融入主流社会也

可能回到民族地区从事民族地区建设，也有可能在二者之间

交替往复生活，他们需要发展和适应这种多元社会生活所必

须具备的数学能力，民族数学教育不能单纯地从少数民族地

区数学文化与主流民族数学文化之间二选一，也不能是这两

者逻辑性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形成一种交流融合后的一种跨

文化理解和适应，进而形成全面发展的人的过程，这要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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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数学教育在对教育对象的把握过程中，不仅仅应当抛弃传

统的将少数民族学生当作与汉族学生无差异的认识，还应改

变将其单纯看作少数民族学生的狭隘民族观，而应将其视为

多元文化背景下学会适应不同文化社会的知识和技能的学

习者． 

5.2.2  具体实施要多管齐下 

教育实践中要认识到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文化背

景、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以思维认知方式存在的差异以及这

种差异对教育活动广泛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要把握以下几

个特殊性． 

其一，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背景孕

育出不同数学文化根基，各个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数学

文化知识和思维逻辑习惯早已潜移默化地扎根于各个少数

民族学生头脑中，在实施少数民族数学教育过程中应注重这

一实情，充分挖掘民族数学内容，形成多元共存的整合式数

学教育，使学生获得对多元数学文化的理解和认知，形成多

元社会的适应力． 

其二，不同民族语言表达数学习惯不同，有自己的独特

方式和一定的语言规则，当前双语教育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

展，但在数学教学上仍然效果不佳，针对少数民族学生语言

差异的特殊性，数学教材中的建设中也应当适当的考虑两种

语言使用的需要，使用双语教学是为了让学生熟悉和掌握两

种语言，以便具有跨民族交流的能力． 

其三，少数民族学生具有与汉族学生不同的数学思维方

式和认知加工策略，少数民族学生对数学的学习有一个从民

族语言向汉族语言过渡的过程，而民族语言与汉语语序结构

表意方式的差异往往对他们的数学学习造成障碍，此外民族

生活习俗中习得的不同数学思维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理解

数学方法有较大影响，民族地区实施数学教育显然在教材和

课程体系的构建上没有考虑到这个过渡性过程．数学教育实

践中可尝试编写相应的同步校本教材，助力少数民族学生提

高双语环境下对数学的理解． 

5.3  加强实践中数学学习价值引导 

文化共生背景下，对少数民族学生这样一个特殊群体而

言，实施数学教育背后的目的和价值取向就不在于狭义的使

学生掌握课本教材上的理论知识，还在于使其获得融入主流

文化背景生活所必要的数学技能和习得民族地区生成发展

所需的数学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一种跨文化交流交际能力以

及不同文化的包容和理解能力，为其适应复杂的未来生活环

境和社会化发展奠定基础，这种价值认识必须合理有效地在

少数民族数学教育中体现，并有效引导内化成学生自己的价

值认识，进而形成积极主动且高尚的学习潜动力． 

5.3.1  加强学习态度与学习动机引导 

正确认识少数民族学生数学学习的最终目的并合理引

导是少数民族数学教育成功的关键内核．它首先要求教育要

区别于教育形态的“大众数学”以及学术形态的“形式化数

学”，“讲推理”和“讲道理”并重，使学生看到道理中包含

的数学文化底蕴，还要将校本与地方课程资源在课堂上正确

地引导或转化，重视引导学生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使其理

解各种数学知识与日常生产生活以及对个人未来发展中的

现实意义，让学生了解到数学学习的重要性及其价值，进而

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和动机． 

5.3.2  重视校内外文化情境的重要性 

在少数民族数学教材内容构建中，要重视民族地区学生

传统生活中民俗数学知识和一些数学基本生活经验对学生

数学学习的影响，合理开发根植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的

“民俗数学”文化资源，内容设计上要改变传统数学教育模

式下“文化偏向”的缺点，打破传统数学教育模式中使用国

家统编教材的局限性，将不同民族文化有效地融入课程教学

中，促进学生对数学教材和知识的价值理解，使其能够通过

正规的课程系统了解当地文化、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 

6  结语 

教育理应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学校的教育应当体现一种

“针对文化的学校教育”理念，把少数民族数学教育不仅仅

从知识的掌握和技能的形成来看待，更应当将其视作一种文

化价值的体现，选准少数民族数学教学文化载体与数学教学

内容的最佳结合点，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形成一种“渗透”性

的、平等交融的数学学习理念和价值取向，才能增强数学教

学的针对性，收到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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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flection on the Problem of National Mathematics Educa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Symbiosis 
——At the Same Time Talking about the Idea of Integrating National Mathematical Culture into the Ma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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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ought of “ethnic mathematics”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culture” and the educational thought of 
ethnic mathema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learning” both have problems. In the concept of multicultural symbiosis, this 
theoretical conception is still imperfect in concept setting, object cogni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On the basis of examining th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national mathematics educat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with multiple symbioses,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objectivity, strengthening the orientation of value orientation is the 
inevitable way to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mathematics education. 
Key words: culture symbiosis; ethnic education; mathematics education; mathematic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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