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7 月 11 日，我在神木五中上了一节题为“直角三
角形”的预习展示课，总的感受是：学生学得主动有趣，教师
教得轻松自如。 下面以“勾股定理及其逆定理的证明”环节为
例，谈一下我的教学感受。

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后，教师提出两个问题，并分配到各
个小组中，要求学生经过独学、对学、群学后完成，规定时间
25 分钟，其中独学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

第一个问题各个小组都能经过合作学习完成证明。 第二
个问题难度较大，经过老师深入引导后，有两个小组能完整
地写出证明过程。 各个小组都进行了板演，然后进行展示交
流。 各小组分别讲解了解决两个问题的思路，虽然不是完全
正确，但是通过探讨学习，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都
得到了充分发挥。

这样的教学方式保证了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合作学习，真
正落实了以学为主。 学生先自己学再教授他人，学得主动；学
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习任务，课堂效率高；小组间互相
质疑释疑，教师进行引导点拨，师生、生生互动，学得有趣。

让学生学会证明勾股定理及其逆定理固然重要，但更重
要的是，通过证明这两个定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体
会数形结合和转化的数学思想方法。

勾股定理的证明，让学生体会到用几何方法解决代数问
题的数形结合思想；勾股定理逆定理的证明，引导学生体会
把证明“△ABC 是直角三角形”转化成证明“两个三角形全
等”的转化思想。 这两种思想方法贯穿于整个证明过程，守住
了数学学科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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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啥我知情
（2 分钟）

1. 知识目标 ：了解勾股定理证明方法 ，会证明勾股定理的逆定理 ，理解互
逆命题、逆命题及互逆定理、逆定理的含义。
2. 技能目标：能应用勾股定理及其逆定理解决与直角三角形有关的问题；
能举出互逆命题、逆命题及互逆定理、逆定理的例子。
3. 情感目标 ：进一步掌握推理证明的方法 ，发展演绎推理能力 ，培养理性
精神。

标出关键词。

2. 温故能知新
（5 分钟）

1. 求出右图直角三角形 ABC 中未知边的长度。
2. 根据下列三角形三边的长度，判断哪个是直角三角形。
（1）4 2 2姨 2 2姨
（2）4 5 6

要善于从学过的知
识中找到新知识学
习的根据和基础。

3. 证明我能行
（10 分钟）

1. 写出勾股定理的内容。
2. 选择一种图形完成勾股定理的证明。

1. 了 解 有 关 勾 股
定理的数学史。
2. 体会数形结合 、
等积法。

4. 探究我出招
（15 分钟）

1. 已知：如图，在△ABC 中，AC2+BC2=AB2。
求证：△ABC 是直角三角形。

2. 总结概括得出的结论。

1. 证明有挑战性。
2. 独立思考 、合作
探究。
3. 体会转化思想。
4. 归纳结论。

5. 概念我能懂
（13 分钟）

1. 仔细阅读课本 17、18 页内容，理解互逆命题、逆命题、互逆定理、逆定理
的意思，并分别举例说明。
2. 你是怎么理解“互逆命题”中的“互逆”的？
3. 你是怎么理解“互逆定理”中的“互逆”的？
4. 一个命题是真命题，它的逆命题一定是真命题吗？
5. 互逆命题与互逆定理有何关系？

1. 通 过 举 例 进 一
步辨析理解定义。
2. 抓 住 关 键 词 理
解概念本质。

6. 问题我解决
（5 分钟）

1. 以下列几组数为边长的三角形是否为直角三角形？ 说出理由。
（1）9 12 15 （2）6 8 11
2. 说出下列命题的逆命题，并判断每对命题的真假：
（1）两直线平行，内错角相等；
（2）如果两个有理数相等，那么它们的绝对值相等。

运用新知识解决新
问题，提升能力。

三
展示交流

7. 展示我精彩
（25 分钟）

先讨论交流，解疑释难，然后板演展示并讲解。 看哪个小组写得又快又好，
讲解得清晰明白。
1. 勾股定理的证明。 （7 分钟）
2. 勾股定理逆定理的证明。 （9 分钟）
3. 组间挑战，进一步辨析、理解概念。 （6 分钟）
4. 解决问题。 （3 分钟）

胸有成竹 ， 尽量脱
稿展示自我。

四
点拨升华

8. 点拨我提升
（5 分钟）

请同学们回顾本节课的知识，用你喜欢的方式尝试画出知识结构图。
养成知识结构化的
习惯。

一
学习目标

6.2 直角三角形（一） 课 型

二
自主学习
（独学—
对学—群

学）

目标见类、见点，具体可操作。

由于学生对勾股定理及已知三
边长度判断是否为 Rt△知识
的遗忘，所以此环节用时较多，
约 8 分钟。

多数学生选择第一个图 。 出现
三种思路：

1. c2=4× 1
2 ab+(b-a)2

2. (b-a)2= c2-4× 1
2 ab

3. 4× 1
2 ab=c2-(b-a)2

对于这一有挑战性的问题学生
探究的积极性很高， 两个小组
经过独学 、对学 、群学后 ，解决
了问题。

1. 通过自主学习理解了 “互
逆”的含义。
2. 能举例说明一个真命题的
逆命题不一定是真命题。
3. 部分学生理解了互逆命题
与互逆定理的关系。

各小组积极参与， 能正确解决
问题。

五
课堂作业

9. 作业当堂清
（10 分钟）

10. 挑战我接招
（选做）

1. 说出下列命题的逆命题，并判断每对命题的真假：
（1）四边形是多边形；
（2）两直线平行，同旁内角互补；
（3）如果 ab=0，那么 a=0，b=0。
2. 如图，在△ABC 中，已知 AB=13cm，BC=10cm，BC 边上
的中线 AD=12cm。 求证：AB=AC。

独立完成。
（8 分钟）
小组反馈。
（2 分钟）

相信自己，
挑战自我。

三个小组提供了三种不同的思
路，来证明勾股定理；勾股定理
逆定理的证明尽管难度大 ，还
是有两个小组解决了问题 ；概
念问题各小组通过自主 、 合作
学习都能理解。

学生在知识建构方面有难度 ，
教师应在平时教学中加强指导
训练。

学生用了两种方法。方法一：根
据 勾 股 定 理 的 逆 定 理 得 出
∠ADB=900， 再用勾股定理求
出 AC=13cm，所以 AB=AC。方
法二：利用△ABD△ACD（SAS)
得到 AB=AC。

高效课堂容易犯 “优生 厌 倦
症”。 利用选做的形式，为优生
提供一个接受挑战的机会 ，不
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7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课改人物志

Innovation� Achievement
高效课堂创新成果评选

课堂概念创新成果 导学案创新成果 小组合作创新成果 课堂评价创新成果 课堂信息化创新成果……

从经验走向理性 从草根走向专业
【主办单位】中国教师报
【申报咨询】010-82296727 15901226652/15811047156
【申报邮箱】kegaizhoukan@163.com（请注明创新成果评选）

【评选说明】
1. 学校具有不少于 3 年的
课堂教学改革经验。
2. 在高效课堂建设中研究
出有价值的创新成果。
3. 创新成果在教学实践中
取得良好的效果。

【推选规则】
1. 申报形式：学校自荐、编辑发现、专家推荐。
2. 资料核实 ：经评审活动办公室审核 ，申报材料合格的学
校进入候选名单， 并在 《现代课堂周刊》“高效课堂创新成
果”选题中展示。
3. 评审流程 ：评审委员会召开评审会 ，根据学校申报的材
料、创新成果的价值、创新成果的科学性等进行综合评比。

【活动流程】
第一阶段：征集候选学校 （10 月~12 月 ），同步进
行候选学校创新成果展示。
第二阶段：评审阶段。 （2013 年 1 月）
第三阶段 ：获奖学校创新成果发布 ，举行颁奖典
礼。 （2013 年 4 月）

你的课堂成果
中国教育的发展成就

寻找不一样的创新成果类型

（初中数学版） 模版设计与指导：于春祥 应用示范：张虎君

如图 ，正四棱柱的底面边长为 3cm，侧棱长
为 5cm，一只蚂蚁欲从正四棱柱的底面上的
点 A 沿棱柱侧面到点 C1 处吃食物 ， 那么它
需要爬行的最短路径的长是多少？

娄底一中的“生本智慧大课堂”以学习小组为最
小单元进行管理 ，坚持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与时俱
进，从制度、技术、体制等方面进行创新，推动学校的
改革与发展。 通过长期的摸索与实践，学校总结提炼
出以下管理智慧：

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成长日记”来记录、反思、规
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使小组合作从课内走向课外。
学生在学习上互相帮助，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习惯
上互相督促，在纪律上互相提醒。

教师定期对学习小组的小组长进行培训，再通过
小组长带动学习小组整体提高。 小组长需要养成沉
稳、细心、积极、大度、诚实、果敢等领袖气质，需要具
备洞察力、思考力、决策力、组织力、影响力、执行力等
重要能力。

学校定期组织评价与激励活动，让学生明白个人
与小组是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 通过加强团结协作
观念，学习小组能够真正成为高效学习、遵规守纪、文
明向上、情感健康的共同体。 同时，学校每学期都要表
彰优秀的学习小组，并展示其合作成果。

学校以班级和年级为单位， 将小组竞赛常态化，
纳入日常管理的检查评比之中，并通过学习、纪律、卫
生、形象、互助五大板块，开展丰富多彩的小组竞赛。
学习板块包含自主学习、课堂展示、独立作业、生态阅
读等；纪律板块包含考勤管理、课堂常规、行为常规、
自律自治等；卫生板块包含个人卫生、公共卫生、安全
饮水 、安全饮食等 ；形象板块包含个人发型 、个人着
装、言行举止、值周值日等；互助板块包含知识过关、
自主锻炼、课间活动、制作墙报等。 学校要形成竞赛情
况每周由班级小结、每月由年级小结、期末由学校表
彰的管理程序。

学校每一位教师都要参与到学习小组的管理中，
实施全程跟踪辅导。 既要建立以“尊重、责任、生态、
爱”为核心的新型师生关系，又要通过教师的“思想引
导、学习辅导、生活指导、心理疏导、人生向导”的“五
导”活动，帮助学生实现个性化发展。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娄底一中）

■我 见

小组合作的管理智慧
□ 范彦江

新校长：江思容
我的教育观：让每一个学生都

有不同的性格，但都要合格；让每
一个学生都有不同的发展，但都要
发展。

我在研究的问题：学校实施素
质教育的现状。

我在读的一本书：《高效课堂
九大“教学范式”》。 本书给课堂教
学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强调了课堂由 “教中心 ”转向
“学中心”的重要性。 教师是一个导演，适时参与、故意
缺位、及时点拨、积极评价等教学方法，都能很好地激
发学生在课堂上展现不同的精彩。 这样的课堂非常值
得借鉴，也是高效课堂模式的发展方向。

新教师：李松林
我的教学观： 相信学生是教

学的第一要务， 发展学生是教学
的第一目标。

我的课堂现状：以学、展、点、
练为步骤组织教学， 让学生通过
目标自学 、自主学习 、互查检测 、
展示交流 、探究合作 、点拨升华 、
拓展延伸、当堂训练八个环节，达
到会倾听、会表达、会质疑、会合作的教育目标，全面
提高学生素养。

我的成长方式：感受高效课堂，体悟教育本真，改
变角色，追求创新。

新学生：施雯
我的新课堂学习感受： 在新

课堂上，我体验到了学习的乐趣，
曾经的课堂是多么沉闷， 如今的
课堂又是多么让人热血沸腾！ 在
这样的课堂中， 我发现学习其乐
无穷。

我的一次成功体验： 第一次
为小组成员讲解题目时， 我收到
了组员感激的目光。 我深深地体会到，帮助别人的感
觉真好！

我最关心的事情：作为英语课代表，我希望同学
多练习、多探讨，感受英语的生动有趣，并通过英语学
习，更多地了解世界。

（以上人物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洪山中学）

【后记】

自主合作与专业素养使课堂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