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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心素养是开展新时期教学活动的一个重要方向，其本质内涵是指学生在长期学习过程中通过
深入了解学科思想，从而获得的一种思考方式与行为能力。虽然并不是一种实质的知识技能，但同样
会对学生的长远发展产生影响。本文立足于数学核心素养视域下，对小学生数学运算能力的培养展开
实践研究与分析，希望能够强化学生的应用能力，实现数学教学模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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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athematical Operation Ability Based on Mathematics Core
Accomp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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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e accomplishment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e new
era. Its essential connotation refers to a way of thinking and behavioral ability that students can acquire through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subject ideas in the long-term learning process. Although it is not a substantial
knowledge skill, it will also have an impact on students' long-term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thematics core accomplishment, this paper carries out practical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cultivation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athematical operation ability, hoping to strengthen students'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realize the reform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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