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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三年前，我的孩子豆豆即将上幼儿园。我在自己创办的公众号上写下第一篇

文章，希望用这种方式记录陪伴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没想到，这些记录

中关于“数学启蒙”的文章迅速得到大家的喜爱。三年来，我一直坚持在生活中

给孩子启蒙数学，因此发表在公众号上的相关心得也越来越多。很开心的是，越

来越多的读者因为数学启蒙而关注我。

我自己非常喜欢数学。在学生时代，数学一直是我学得最好的一门功课，我

在选本科专业时选择了数学的一个分支—统计学，研究生阶段虽然不在纯数

学领域深造，但也是将统计学工具应用到具体的学科中去。就这样和数学打了近

二十年交道，我对这门学科以及它背后蕴含的思想方法有了自己的认识。在给孩

子启蒙数学的过程中，我发现启蒙的内容虽然浅显，但其背后蕴含的智慧与思想

方法其实和孩子未来的数学学习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逐渐尝试有意识地加入这

些思想方法。

重视数学基本概念的理解、重视数学活动背后思想方法的提炼，或许是大

家喜欢我写的文章的主要原因。有读者在后台给我留言，告诉我每当不知道怎么

教孩子的时候，就会来找我写过的文章，很多方法都特别好用，很感谢我的分

享；有妈妈告诉我，我写的数学启蒙的文章她看了好几遍，后来干脆打印出来装

订成册，方便随时翻看；还有读者发来了做笔记的照片，告诉我她从我这里找到

了家庭数学启蒙的思路和方法。后来，陆续有读者鼓励我把数学启蒙的内容整理

出版，这样能帮到更多新手妈妈。一开始我有些顾虑，主要担心自己不是老师，

在公众号上分享心得无可厚非，但正式出版成书，会不会还不够专业？但后来我

打消了这个顾虑，因为作为妈妈，在生活中给孩子启蒙数学，本身就是一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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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老师的角度。我把自己的启蒙经验写成书，并不是要从老师的角度来教孩子学

数学，而是从妈妈的角度，和大家分享在孩子早期数学启蒙中那些渗透着数学思

想，同时实操性又强的各种游戏、操作和活动。

为了让这套书的实用性更强，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采用直接整理

公众号文章的方法，而是基于公众号的文章，把它们整合成了更具系统性和操作

性的内容。公众号文章和本书的内容相辅相成。如果希望了解更多书中游戏背后

的故事，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豆妈笔记”。在数学启蒙的“历史文章”

里，大家可以找到更多游戏设计背后的思想，以及我给孩子启蒙数学实践中最真

实的观察和记录。

其实，在孩子的幼儿阶段，爸爸妈妈在生活中给孩子启蒙数学有很多优势。

一方面，这种启蒙可以随时发生，能把数学和生活结合得很好；另一方面，爸爸

妈妈是最了解孩子的人，孩子在游戏、操作和活动中的各种反馈，特别是动作、

表情等包含的信息，爸爸妈妈最容易理解，因此也最清楚孩子是不是真的懂了，

不懂的时候问题在哪里，并且及时调整引导的方法。所以，真正能打开孩子数学

启蒙大门的“钥匙”—在爸爸妈妈手里。即使选择让孩子参加数学培训班，我

仍然建议爸爸妈妈在家里也不要放弃各种数学活动。

最后，希望这套书中的游戏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如果爸爸妈妈在使用这

套书的过程中，能找到给孩子数学启蒙的灵感，萌生出更多自己的想法，这将是

我编写这套书最大的价值所在。

限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谬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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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 的主 要内 容和 使 用说 明

这套书主要适合 3 ～ 7 岁的小朋友及其家长使用，包括希望提前了解幼儿数

学思维启蒙实操方法，或小学低年级数学刚起步的小朋友的家长。

本书记录了 81 个游戏，都是我和小朋友在启蒙数学过程中一起玩过、操作

过的大部分游戏。游戏和动手操作是 3 ～ 7 岁小朋友最喜爱和最容易接受的方式，

这些游戏和操作中渗透了数与计算、图形与几何的许多知识点，小朋友在这个过

程中获得的大量感知经验，将对他们下一阶段抽象思维的发展大有裨益。

考虑到内容的不同及实际的使用，本套书分为数与计算篇、图形与几何篇和

游戏记录与练习篇三个分册。

数与计算篇　包括数学启蒙从数数开始、认识 10 以内的数字、10 以

内的计算、认识 100 以内的数字、20 以内的计算、100 以内的计算、生活中

的数学游戏七大部分。这些游戏大部分以 2 人合作或对抗的形式呈现。对抗

类游戏，在数学学习的不同阶段值得反复玩，小朋友会琢磨出更优的游戏策

略。除此之外，对抗类游戏还能锻炼他们的专注力、耐挫力、沟通交流能

力、规则意识和随机应变能力等。合作类游戏可以培养小朋友的合作意识，

同时他们会观察并模仿爸爸妈妈的方法，甚至会改良方法，这也是一种重要

的学习方式。

图形与几何篇　涉及大量的动手操作活动。主要内容有初识平面图形、

漂亮的三角形、图形的组合与分解、分数初步、周长和面积、轴对称图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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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平移、旋转和翻转、角、七巧板、立体几何十大部分。小朋友在制作、拼

摆、拆装几何图形教具的过程中，会对几何概念、图形的特性、图形运动和变

化等有直观的认识，这些操作经验是提升空间想象能力的基础。

游戏记录与练习篇　主要用于记录游戏过程，同时又包含了一些拓展练

习题，我在陪孩子玩游戏的时候，经常随手找来一张空白纸，把我们操作的结

果记在纸上。但因为没有保留的意识，很快它们就找不到了。其实，这些游戏

的记录本身就是一份丰富的数据，可以用来作为日后统计的素材。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真实地记录美好又幸福的亲子时光，是陪伴小朋友的珍贵的成长笔记。

在栏目设置上，为了让爸爸妈妈更容易操作、更符合小朋友的思维认知规

律，我们将每个游戏分为以下几个环节：操作准备清晰列举游戏前需要准备好
的教具。本书介绍的游戏，准备工作比较简单，确保爸爸妈妈们无需在准备阶段

花太多精力。动手操作是游戏的操作步骤，大部分游戏按步骤进行即可，但有
一些是提示爸爸妈妈可以在这一步停下来，先启发小朋友思考、猜测，然后再动

手验证。游戏解析主要介绍游戏的设计意图、游戏中渗透哪些数学知识和数学

思想、可以培养小朋友哪些方面的能力等。小贴士是对爸爸妈妈在游戏过程中

一些具体做法的建议。游戏进阶是对同一个游戏内容进行灵活拓展，使游戏更

丰富、更具挑战性。想一想则是留给小朋友的思考题，爸爸妈妈也可以用来检

验小朋友有没有掌握游戏中渗透的数学思想。游戏记录与练习需要爸爸妈妈带
小朋友对游戏活动进行记录以及完成额外的强化练习，这利于小朋友将游戏内容

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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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 说明

本书中的大部分游戏都会用到教具，其中一些是生活中随手可取的小物件，

比如纸、笔、尺、围棋棋子、回形针、积木、钱币等。除此之外，还会用到数

宝盒子、百数板、多面体骰子、钉板、福禄贝尔恩物 7、磁力片、七巧板等专门

的教具。其中数宝盒子是我自制的教具，您可以关注“豆妈笔记”公众号，回复

“数宝盒子”获取购买链接。

1. 数宝盒子
数宝盒子是儿童版扑克牌，主要帮助小朋友了解

数的多种表达形式，在游戏中学习 10 以内数字的分

合、20 以内计算等。部分游戏也可以用普通的扑克

牌代替。

2. 百数板
百数板是 1 ～ 100 的连续数板，可以帮助小朋友

熟悉 100 以内数字的数位和数序，熟悉数与数之间的

联系。

3. 多面体骰子
常 见 的 有 4 面、6 面、8 面、10 面、12 面、20

面、30 面骰子等，可以给小朋友在学习计算的过程

中增加许多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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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钉板
配合橡皮筋一起使用，可以在钉板上制作出各

种平面几何图形。钉板在帮助小朋友学习图形、引

入面积的概念、启发用单位测量的思想等方面，是

非常好的辅助工具。

5. 恩物 7
福禄贝尔恩物 7 是平面几何形状组，它包含了

启蒙阶段小朋友需要认识的主要图形，其丰富的形

状、颜色和数量可以提供各种组合，能够帮助小朋

友探索各种形状的特性、图形的组合与分解、图形

运动和变化等。

6. 磁力片
在和小朋友探索立体图形和平面图形的转化

中，用磁力片展示非常方便和形象。

7. 七巧板
七巧板是一种经典的中国传统智力玩具。七

巧板的拼搭里，包含了基本的几何图形、边长、面

积、比例、角度、倍数等数学概念，平移、旋转、

翻折等图形运动，组合和分解等图形变化，以及用

单位测量、出入相补、等量代换等数学思想，是平

面几何知识的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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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平面图形

小朋友的几何启蒙是从认识点、线、面，进而认识三

角形、正方形、圆形等基本图形开始的。小朋友认识这些

基本图形后，试着和他们一起在钉板上制作这些图形，并

且创作出自己喜欢的画吧！

在这个章节里，我们还会介绍一个较难的形状分类游

戏，看看小朋友能不能挑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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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41：
钉板上的线条—横线、竖线、斜线和折线

操作 准备

钉板、若干橡皮筋

动手 操作

1. 爸爸妈妈借助钉板，向小

朋友介绍横线、竖线、斜线、折

线等不同类型的线条。

2. 请小朋友自己在钉板上制

作上述线条，并且鼓励他们制作

长短不同的横线、竖线、斜线以

及弯折数量不同的折线。

游戏 解析

小朋友学习图形，是从点、线、面开始的，在钉板上学习“线”的各种类

型，是非常直观且有效的方式。

游戏结束后，请小朋友打开《游戏记录与练习篇》第 96 页完成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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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观察两次对折后的正方形的四个顶点，找到

展开后位于正方形中心的那个顶点，以它为顶点再

次对折，得到一个直角三角形，如图 2 所示。

3. 再以这个点为顶点，沿它所在的直角三角形

45° 角的角平分线对折，如图 3 所示。

4. 重复步骤 3，继续以这个点为顶点，沿它所

在角的角平分线对折、再对折，直到折不动为止。

操作 准备

一张正方形纸、一把剪刀

动手 操作

1. 如图 1 所示，将正方形纸对折，得到一个长方形，再对折，得到一个正方形。

游戏42：
制作一个圆—曲线和直线

图 1

图 2

（b）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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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解析

1. 这个折纸游戏其实包含了微积分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把曲线分割成

很小的一段段，分割得越短，曲线就越接近直线。在折纸过程中，要把纸折到

折不动为止，就是希望把曲线分割得尽量短。

2. 这个游戏可以帮助小朋友理解直线和曲线的关系—曲线无限分割下去，

就可以得到直线（段）。曲线其实是由直线（段）构成的。

图 4

图 5

想 一 想

请小朋友想一想，为什么平平地剪一刀，展
开后却能得到一个圆？

图 3

如图 4 所示，拿出剪刀，平平地剪一刀。

5. 展开折纸，就能得到一个近似的圆，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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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43：
用钉板制作平面图形—认识常见的平面图形

操作 准备

钉板、橡皮筋

动手 操作

1. 爸爸妈妈在钉板上制作一个三角形，如图 1 所示，请小朋友说出图形的名

称。小朋友说出这是三角形以后，爸爸妈妈引导小朋友观察，发现构成一个三角

形会用到 3 个钉子作为顶点、需要 3 条边。

2. 制作一个长方形，如图 2 所示，请小朋友说出图形的名称。小朋友说出这

是长方形以后，爸爸妈妈引导小朋友观察，构成一个长方形会用到几个钉子、需

要几条边。

3. 制作一个梯形，如图 3 所示，请小朋友说出图形的名称。小朋友说出这是梯

图 3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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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以后，爸爸妈妈引导小朋友观察，构成一个梯形会用到几个钉子、需要几条边。

请小朋友比较一下，同样需要 4 个钉子、4 条边，长方形和梯形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之处。

4. 爸爸妈妈制作一个八边形，如图 4 所示，请小朋友说出图形的名称。小朋

友说出这是八边形以后，爸爸妈妈引导小朋友发现，构成一个八边形会用到几个

钉子、需要几条边。

5. 请小朋友模仿爸爸妈妈制作图形的方法，在钉板上分别制作出三角

形、长方形、梯形、八边形等图形，鼓励他们制作出大小不同、形状多样的

图形，比如形状不同的各种三角形—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钝角三角 

形等。

6. 请小朋友自由创作，用各种基本图形制作出自己喜欢的一幅画，图 5、图

6 是两个范例。

图 4 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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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解析

这个游戏可以帮助小朋友从“点”和“边”的角度加深对各种图形的认识。

爸爸妈妈可以引导小朋友发现，随着顶点数量、边长数量的改变，图形的名称也

会随之改变。

游戏结束后，请小朋友打开《游戏记录与练习篇》第 97 页完成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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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44：
有点难的形状分类—常见平面图形特点的运用

操作 准备

各种形状的磁力片，如正方形、三角形、菱形、梯形、正五边形等，1 条遮

眼布

动手 操作

用遮眼布把小朋友的眼睛蒙上。每次给小朋友一片磁力片，请他们用手触

摸来感知磁力片的形状，然后说出是什么形状。爸爸妈妈根据小朋友说出的形

状，把磁力片分类。全部完成后取下小朋友的遮眼布，一起检查磁力片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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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44：
有点难的形状分类—常见平面图形特点的运用

是否正确。

游戏 解析

形状分类是小朋友认识图形后一定会玩的游戏。加上遮眼布会增加游戏的难

度，同时趣味性也极大提升。在玩游戏时，小朋友需要通过触觉感知，并在头脑

中还原磁力片的形状。这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加深对各种形状的理解，还能锻炼他

们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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