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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学数学教育改革之路
＊

严忠权1，覃 创2，张光兰3

(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摘 要: 采用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将改革开放 40 年中学数学教育发展之路分成恢复时期、发展时期、新课

程时期及全面深化改革四个时期，发展道路不是“直线式”发展，也不是“曲线式”发展，而是一些标志性的关键

事件以“取整式”的形式推动着数学教育的发展。“取整式”横轴看成是“量”的积累，纵看成“质”的飞跃，这些

“量”与“质”的互变规律展现出中学数学教育 40 年蒸蒸日上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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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 to Ｒeform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Ｒeform and Opening-up

YAN Zhong-quan1，QIN Chuang2，ZHANG Guang-lan3

( Qiann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Duyun 558000，Guizhou，China)

Abstract: By using literature，this paper divides the development road of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to four periods: recovery period，develop-
ment period，new curriculum period and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The development road is
not " straight line" development，nor " curve" development，but some symbolic key events with " inte-
grative" development． The form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The horizontal
axis of " taking integral form" is regarded as the accumulation of " quantity" and even as the leap of "
quality" ． The law of mutual change between " quantity" and " quality" shows the way of the rapid de-
velopment of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the past 40 years．
Key words: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aking integral form; mutual change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reform and opening － up

历史是对过去的诠释，回顾历史，总结过去，以

史为鉴，展望未来，人们都应该了解过去所发生的，

学习古人的聪颖，借鉴历史的教训，可以为人类的

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因此对我国中学数学教育的

改革与发展的历程有所了解，有助于认识我国中学

数学教育的特点，有利于未来教育的发展。

1 回顾改革开放前我国中学数学教育发展

状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的决策，是建国以来最伟大的变革之一。梳理改革

开放 40 年的中学数学教育发展之路，需要先来了

解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中学数学教育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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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学数学教育在教
材、制度、评价等方面处在旧貌换新颜时期，都需要
重新进行整理和重置。1950 年 7 月教育部印发了
《数学教材精简纲要( 草案) 》，同年 12 月人民教育
出版社成立并对纲要进行了修订与改编，1951 年
在全国统一使用，开启了教材的新局面。1952 年，

开始全面向苏联学习，拟定了我国首部《中学数学

教学大纲( 草案) 》，明确提出了“双基”教学要求，

到 1954 年进行了修订，编译出我国中小学十二年

制数学教材并在全国统一使用。1958 年大跃进，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

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和“教育必须

改革”的口号，教育部门根据中小学数学课程知识

少、内容浅、知识面窄等状况，决定调整数学教育的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1］。1960 年在“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政策引领下，教育部对中学数学教

学大纲进行修订，1961 年制定了《全日制中小学数

学教学大纲( 草案) 》十年制大纲，由此，中小学数

学教材就出现了十年制与十二年制两种。1963 年

总结建国以来教学大纲与课本经验教训，在教改基

础上，对 1961 年的教学大纲进行修改，发布了《全

日制中学数学教学大纲》，明确提出“逻辑推理能

力、空间想象能力和计算能力”三大能力的数学教

学培养目标，重新编写了十二年制中小学数学教

材。初中阶段教学内容包括平面几何和代数; 高中

阶段的教材包含代数、平面解析几何、平面三角和

立体几何四大部分内容［2］。同年开始在全国使

用，中学数学教科书都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注

重比较科学、规范的数学课程研制体系，关注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训练。总的来说，我国的中

小学数学有了自己的航标，开始寻找自己的发展道

路，对中学数学教育有重大深远的影响［3］。1966
年到 1977 年的十年动乱，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中

学数学教育受到严重影响，导致这个时期中学数学

教育水平严重下滑。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学数学教育从

借鉴学习到发展成型，逐步摸索出了自己的中学数

学教育体系，可惜十年动乱对数学教育的发展造成

了破坏性影响，这便是中学数学教育在改革开放前

的状况。

2 改革开放 40 年中学数学教育改革的四

个阶段

改革开放 40 年中学数学教育不是“直线式”
发展，也不是“曲线式”发展，而是一些标志性的关

键事件以“取整式”的形式推动着数学教育的发

展。从唯物辩证法来看待“取整式”，可以说是质

量互变规律，横轴看成是“量”的积累，纵轴看成

“质”的飞跃，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由量变到质变，再

到新的量变的发展过程，这一规律展现了事物发展

的原则和方法，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连续性和阶

段性的统一。由于这些“量”的积累与“质”的飞跃

把改革开放 40 年中学数学教育改革大致分成了四

个阶段。
2． 1 恢复时期: 1978—1987 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学数学教育受到了严重破

坏，而邓小平提出“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

先进水平”的精神及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

内外因的引导下，需要对中学数学教育的“量”进

行恢复。
1978 年我国开始恢复教育，中学数学教育也

开始进行恢复，要求按学生能接受的程度，用合理

的知识进行中小学数学教育。由此、教育部颁布

《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数学教学大纲( 试行草

案) 》于 1978 年 2 月，提出了“精简、增加、渗透”六

字方针，精简中小学数学教学的内容，中学数学课

程不分科目且综合编排［4］。经过几年实践，发现

课程内容要求太高，学生负担过重，教师也不适应

综合编排，开始在量上进行增减，知识内容减少学

制增加。同时为更好改进中学数学教育，1978 年

教育部委托由北师大牵头，多个部门与单位一起成

立编写组，编写《中学数学实验教材》，1979 年 9 月

组成实验研究组开始第一批实验。这一阶段的课

改与教学开始走向了统一性与灵活性的结合，迈向

了多样化，促进了数学课程的改革。
为贯彻落实全国普通教育工作会议要求，《高

中数学教学纲要( 草案) 》于 1983 年颁布，制定了

两种版本的三年制高中数学教材，由基本要求和较

高要求对应编写了甲、乙两种版本，对于基本要求

又区分必修内容和选修内容［5］。1985 年，国家教

委根据初中数学学生负担较重、分化较大、及格率

偏低等问题，对初中数学教学内容做了进一步调

整，调整后的教学降低了要求，但可以让学生学得

更加扎实，为以后的学习、工作和就业打好基础，因

此调整初中数学要求这一举措是一项提高初中教

学质量的积极措施。
1986 年底，国家教委根据“教学要求尽量明确

具体，减轻学生负担，降低难度”三项要求，我国制

定了过渡性的《全日制中学数学教学大纲》。1987
年 2 月国家教委发布了义务教育和高中数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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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实施之前的过渡性教学大纲《全日制中学数

学教学大纲》，大纲明确提出了“双基”的概念，规

定了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具体教学内容［6］。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培养科学

技术人才的基础在于教育。因此，恢复时期是对建

国以来我国中学数学教育的恢复、继承与发展，是

对“量”进行积累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学制、大纲

及教材等方面，由五年学制过度到六年学制，教学

内容、教材与大纲逐步统一，教科书由国家统一定

制，高中阶段尝试必修课程加选择性课程等内容的

改革。由“量”的积累达到了一定程度，必将会引

来一个新的“质”变，即进入下一时期。
2． 2 发展时期: 1988—2000 年

为满足当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进一步学

习现代科学技术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于 1986 年 4 月 12 日由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8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在这些外因的推动与恢复期“量”的积累下，我国

中学数学教育发展发生了第一次“质”的飞跃，进

入了中学数学教育的发展时期。发展时期显现出

的主要特点是颁布了许多重要的基础性政策方针，

为后面的中学数学教育的发展改革搭建了桥梁。
中学数学进入发展时期的开始标志是国家教

改委于 1988 年颁发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中

数学教学大纲( 初审稿) 》，1990 年在全国初中数学

试验区试行。1992 年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

制初中数学教学大纲( 试用) 》，依据大纲编写了内

地和沿海地区不同学制的五种教材，呈现出“一纲

多本”的局面，教材与大纲从 1993 年在全国中小学

开始实施［7］。1993 年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

展纲要》，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纲领

性文件，指出了中小学教育要走出应试教育，走向

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使学生富有生

机与活力，得到全面的发展［8］。由此，素质教育成

为了发展阶段中一个突出的标志，也是 40 年中学

数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我国基础教育开

始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中学数学教育改革

之路 方 向 也 更 明 确，积 极 推 进 了 数 学 教 育 教 学

改革。
为了与初中数学教育相衔接，教育部 1996 年

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 供试

验用) 》，大纲要求综合编排中学数学的教学内容，

内容比 1986 有所增加。试验修订后，2000 年 2 月

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数学教学大

纲( 试验修订版) 》。同年 5 月，教育部对九年义务

教育大纲进行了修订，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

制初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 试用修订版) 》，增加了

形成数学创新意识的教育目的，学生的创新思维和

联系实践的能力得到重视，构成了数学教育教学过

程中的重要目标和教学评价的基本原则，展现出了

新世纪的时代特征［9］。
发展阶段的改革体现在内容上既继承又发展，

提出了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对数学教学内容、教材及

大纲等实行审定，教材开始走向多元化; 高中数学

课程对学生要求有了选择性，形成了必修加选修的

知识框架结构。思想方法上提出了素质教育的方

针，提高教学质量，积极促进数学教育改革，成为了

课程改革的基本原理。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

必将引起质的变化，由此即将迎来下一个时期。
2． 3 新课程时期: 2001—2014 年

2001 年 6 月为调整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

构、内容等符合素质教育发展要求，全面启动了我

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纲要( 试行) 》［10］，拉开了改革开放后规模

最广，力度最大、影响最深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被称为新课程改革。数学作为基础教育课程，

中学数学也开始了如火如荼的新课程改革，中学数

学教育改革之路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新课程

时期。
2001 年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

准( 实验稿) 》，同年 9 月全国就有了 38 个试验区

进入课改试验，到 2005 年义务教育阶段全部进入

了新课程实验。同时，北京大学教授姜伯驹院士、
四川大学教授刘应明院士、南京大学郑毓信教授等

认为新课程改革有重大方向偏差，对数学内容应关

注生活应用还是推理证明进行了反复争议，争论的

结果是教育部开始对《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

标准》进行修订。2005 年教育部组织修订组对义

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进行修订，结合学者们提出的

意见与建议，于 2011 年初颁布了《义务教育数学课

程标准( 2011 年版) 》［11］。与 2001 年版相比，数学

课程标准从基本理念、课程目标、内容标准到实施

建议都更加准确、规范、明了和全面; 明确了数学是

研究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 中学数学教育的

基本理念改变为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不

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12］; 培养学生从

重视“双基”发展到“四基”; 核心概念也发生了改

变由六个增为十个，数学课程核心内容与教学得以

突显，课程内容与实施建议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2003 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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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实验稿) 》，对我国十来年的普通高中数学课程

改革与实践具有积极地指导作用，在正确的改革方

向和先进教育理念引领下数学教育整体水平显著

提高，教育观念、人才培养模式得以更新，对我国基

础教育的提高起到了积极贡献［13］。但是面对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的变化，面对高中阶段教育逐渐普

及的新形势，《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实验稿) 》
存在一些不适应急需改进的地方，于是 2013 年教

育部就启动了普通高中课程修订工作。
中学数学教育改革在新课程时期明显注重了

对教与学方面的研究，加强了知识学习与生活应用

的联系，也关注中学数学教育评价与管理等方面的

改革。“新课程”成为了这个时期教育改革的代言

词，这一时期中学数学教育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

中学数学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及教育方法等大力推

广，有力地带动了我国中学数学教育发展步伐，为

素质教育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在改革开放 40 年里

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2． 4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 2014 年—至今

新课程时期我国中学数学教育改革虽然取得

了重大的成绩，但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

展水平的影响及环境因素的制约，中学数学教育改

革仍然面临着许多难题需要解决。专家学者们积

极探索，勇于实践，于 2014 年出台了《关于全面深

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要求

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明确

了学生应该具备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在“量”
的积累中加上其他各方面的作用下，我国中学数学

教育改革进行了又一次“质”的飞跃，进入了全面

深化改革时期。
进入这一时期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核心素养的

提出，接着数学学科核心素养也就应运而生，提出

了数学六大核心素养，从思维、逻辑、建模、想象、运
算能力和分析能力进行阐述。数学核心素养是对

我国中学数学教学改革过程中优秀成果的继承与

发展，是在培养学生数学学习和数学实践过程中逐

步发展和形成的［14］。数学核心素养成为了数学教

育改革的重要理念。2017 年底，《普通高中数学课

程标准》通过了有关部门的审定，颁布了《普通高

中数学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简称“课标”。新

增加了数学核心素养、课程结构、学业质量三个部

分，还围绕核心素养和教学评价提供了相关案例，

有利于高中数学老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落实新课

程标准。高中数学对学生的要求体现出发展性、基
础性和选择性，是义务教育阶段数学学习后高中学

习的主要基础课程，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和终身学习

创造条件。通过对高中数学课程的进一步学习，要

求由原来是“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转变为能更好

适应社会发展所需具备的数学“四基”和“四能”，

注重基础的培养和能力的提高［15］。由此可见，“课

标”进一步明确了高中数学的教育功能定位，理顺

了各学段的育人目标，使其依次递进、有序过渡，避

免了内容脱节、交叉、错位的现象，提升了课程的育

人价值，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

到了显著提高。与此同时，新一轮义务教育阶段课

程方案与课程标准的修订也开始启动实施，标志着

新一轮课程改革又将起航［16］。

3 改革开放 40 年中学数学改革路线与主

要成就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又反过来为社会发展

服务，推动社会的发展。中学数学教育改革之路就

是重新选择、分配、传递知识及培养符合时代发展

所需人才的过程。如何选择、分配、传递这些知识

都渗透着国家政策变迁的主要信息，正所谓“小事

物，大世界”，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可以通过中学数学教育 40 年的改革之路

透视出我国 40 年的变化与发展。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重大历史事件，通过

时间横向“量”的积累，不断展现出纵向“质”的飞

跃，显示出“取整式”的发展事态，展现了我国改革

开放 40 年中学数学教育改革分为四个阶段的发展

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后，首抓的重大事

项就是中小学教育，我国中学数学教育改革就进入

了恢复时期; 接着国家实行义务教育，拟草《九年

义务教育全日制初中数学教学大纲》标志着中学

数学教育进入了发展时期; 再有《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纲要( 试行) 》的颁布，展现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全面启动实施，标志着中学数学教育跨入新课

程时期; 最后为贯彻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我国中学数学教育改革就驶入了全

面深化改革时期。每一次改革都存在着某些重大

事件的推动，由一次次“量”的积累，推动着“质”的

飞跃。所以说改革开放 40 年中学数学教育改革之

路不是“直线式”发展，也不是“曲线式”发展，而是

存在一些标志性的关键事件以“取整式”的形式推

动着数学教育的发展。用唯物辩证法看待就是质

量互变规律，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必将引起

质的变化。
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中学数学教育改革总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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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符合社会发展的，从注重“双基”到三维目标

再到核心素养，展现出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人才的需

要，培养出每一个时期时代发展所需的人才。数学

教育的研究也从重形式还是实质，重教还是重学，

重应用还是推理，重实用还是理论过渡到张奠宙、
曹一鸣、宋乃庆、史宁中及何小亚等教育大家与学

者们 不 约 而 同 提 出 的“寻 找‘平 衡 点’”方 面 上

来［17］。由此可见，改革开放 40 年中学数学教育改

革之路虽然有些艰难曲折，但取得了重大进步与突

破，向着时代发展需要的方向不断迈进，改革开放
40 年中学数学教育改革之路无论是对中学数学课

程的认识、知识结构的优化、教学观念的构建，还是

教学管理等方面都呈现出了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

迎来了一段前所未有的美好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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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文通过对验房及验房师市场现状分析，发现

整个验房市场不够规范和成熟，验房师行业准入制

度和要求还不够规范，合法性还不高，也是未来验

房市场和验房师行业健康发展需要解决的主攻方

向。对问卷调查收回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民族地

区的验房市场前景广阔，对专业验房师的需求旺

盛，特别是在新房交易收房、二手房交易、装修验收

等对验房的需求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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