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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透过2018年江苏省徐州市考生作答中考数学压轴题误用“四点共圆”方法的答题现象，深刻

剖析了传统教学方式的局限性和进行初中数学深度学习实践研究的紧迫性。在此基础上，以圆的集合定义

和三角形相似判定定理的教学片段为例，阐述了以设计游戏化学习情境和实践探索活动为引导策略，促进

初中数学深度学习，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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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江苏省徐州市仅有一位考生中考

数学成绩取得满分，很多考生都是因为误用

了“四点共圆”方法作答压轴题，导致被扣

2分。中考压轴题是体现思维的载体，为何

很多考生展示的思维发展轨迹会与命题预设

产生巨大偏差？具体说来，其预设考查三角

形相似判定定理和性质在折纸情境中的综合

运用，但考生为何想不到运用相似三角形相

关知识解决问题，却另辟蹊径误用并不能作

为推理依据的真命题——“若线段同侧二点

到线段两端点连线夹角相等，那么这二点和

线段两端点四点共圆”作为说理依据？反观

初中数学课堂，大部分情况还是以传统的方

式，由教师口述讲解圆的集合定义、板书推

一道中考压轴题引发的数学深度学习实践研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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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讲解三角形相似判定定理。这样直接灌输

既定内容，无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情感态

度，必然导致学生的学习停留在浅表层，使

其难以深入理解数学知识和思想方法，更遑

论将其深度迁移和灵活运用。这也正是2018年

江苏省徐州市很多考生用偏离预设的“四点共

圆”方法答题的原因所在。为此，本文基于答

题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教学变革诉求，以圆的集

合定义和三角形相似判定定理的教学片段为

例，开展指向圆的集合定义和三角形相似判定

定理的深度学习教学实践研究。

一、走向深度学习：一道中考压轴题

引发的反思

原题如图1所示，将等腰直角三角形纸

片ABC对折，折痕为CD。展平后，再将点B

折叠在边AC上（不与A、C重合），折痕为

EF，点B在AC上的对应点为M。设CD与EM

交于点P，连接PF，已知BC＝4。

（1）若点M为AC的中点，求CF的长；

（2）随着点M在边AC上取不同的位置，

① △PFM的形状是否发生变化？请说明

理由；

② 求△PFM的周长的取值范围。

试题答题现象分析：本题作为徐州市

2018年中考数学试题第28题（压轴题），借

助最真实的生活化情境——折纸情境，设置

三个问题串，有机建构了一道低起点、多层

次、大容量且兼带有选拔功能的体验式探究

试题。试题本身是折纸情境和相似三角形知

识的一次完美结合，其目的是想通过动手实

践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和思想方法的深度迁

移和灵活应用。“迁移”是基本数学思想和

基本活动经验的扩展与提升；“应用”是将

内化的数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外显化、操

作化的过程，是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体现，

更是学科核心素养达成的有效载体。[1]

该试题第（2）题第①题，经过两次判

定三角形相似，可以发现△PFM的形状始

终是等腰直角三角形。由两次折叠容易发

现∠BCD=∠EMF=45°，若设PC与MF相

交于点Q，显然可以证得△PQM∽△FQC。

再由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转化可得

PQ/QM=FQ/QC，又∠PQF=∠MQC，

进 而 证 得 △ P Q F ∽ △ M Q C ， 所 以

∠PFQ=∠MCQ=45°，故△PFM始终是等

腰直角三角形。

本小题借助折纸情境考查折叠不变性和

相似三角形的重要性质，难度比第（1）题增

加了。这本应该是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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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徐州市 2018 年中考数学试题第 28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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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适中，既能使学生提高答题警惕性，又

不至于让学生过于紧张，应该是学生思维和

情感达到最佳状态的区域。

中考是一种选拔性的评价方式，评价的

真正目的是促进学生发展，而学生发展的

内核是思维发展。中考压轴题作为体现学

生思维的载体，理应展示出上述思维发展

轨迹。而事实上，很多考生并没有想到使用

相似三角形知识来解决问题，而是使用了被

考生戏称为“四点共圆”的方法。该方法如

下：由两次折叠发现∠BCD=∠EMF=45°，

所 以 P 、 M 、 C 、 F 四 点 共 圆 ， 可 得

∠MPF=180°-∠ACB=180°-90°=90°。

所以△PFM的形状始终是以PM、PF为腰的

等腰直角三角形。

由于这种方法使用的命题——“若线段

同侧二点到线段两端点连线夹角相等，那么

这二点和线段两端点四点共圆”只是学生平

时解题中发现的正确命题，但其并没有经过

大量的应用和证明，不是构成数学学科的原

理性知识，因此也就不能作为定理直接使

用，所以中考阅卷时将误用“四点共圆”方

法的答卷扣了2分。命题预设考查的是相似三

角形知识，考生没想到，却“另辟蹊径”选

用一个不能作为推理依据的真命题答题，这

说明中考试题研究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新

颖考题、压轴题解法的探索上，更重要的是

对答题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教学变革诉求进行

深度思考和实践研究。

二、践行深度学习：数学教学的切片

探索

数学概念和定理是有内在密切关联的原

理性知识。深度理解和灵活运用数学概念和

定理是领悟数学思想方法的前提，也是帮助

学生建构数学学科基本结构的过程。[2]认知

学习理论研究发现，唯有经过思维、探究和

知识运用，所获得的知识才能够被学习者深

度迁移和高效运用。[3]以素养为本位的初中

数学深度学习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情境认

知理论等理论为基础，由教师依据义务教育

数学课程标准的要求和学生的认知状况，选

择构成数学学科基本结构的知识，设计出兼

具趣味性和思辨性的游戏化学习情境和实践

探索活动，激发学生的内在认知需求，让学

生自然呈现一种内驱式积极学习状态，提升

其分析、综合、评价等高阶思维能力水平，

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为了让数学知识和数学思想方法的深度

学习在初中数学课堂中真实地发生，我们以

设计游戏化学习情境和实践探索活动为引导

策略，开展了指向圆的集合定义和三角形相

似判定定理深度学习的教学实践研究，以期

创设出以素养为本位的深度学习范式，发挥

理论研究的实践指导价值。

（一）圆的集合定义游戏化学习引导

学习的本质是个体参与真实情境与实

践、他人及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培养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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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活动能力、提高社会化水平的过程，

是一种文化适应及获得特定实践共同体成员

身份的过程。因此，我们认为“合作参与”

是情境学习的核心要素，而将学习情境游戏

化是为了引起学生积极的情感反应和激发学

生内在的认知需求，增强“合作参与”的可

行性，让学生在实践共同体中、合作中、思

辨中完成协商和建构知识意义的过程，创设

以素养为本位的深度学习范式，促进学生沟

通能力、合作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造

力的全面发展。下面以“圆的集合定义学习

片段”为例，阐述以游戏化学习情境为引导

策略促进初中数学深度学习的具体过程。

环节1：将全班学生以4～6人编为一组，

每组选取一名学生作为组长。师生共同商定

游戏规则：全体学生闭上眼睛，同时利用教

师课前分发的记号笔在自己画圆的卡纸上画

点。游戏时间设定为60秒，最终以所画点在

圆内频率平均值最大的小组获胜。

环节2：小组内每位学生在教师课前分发

的卡纸上画出一个以2cm为半径的圆，所有学

生闭上眼睛一起做“笔尖找圆”游戏，60秒后

教师宣布统一停止画点。

环节3：组内学生开始计算本组每位同学

所画点落在圆内的频率，各组组长负责核查

频率统计结果和上报数据。

环节4：教师提醒学生观察各小组内所画

点与圆的位置关系有哪几种；这个点到圆心

的距离与圆的半径的大小关系有哪几种；引

导学生思考怎样用数量之间的关系来描述点

与圆的位置关系。[4] 

实践分析：通过“笔尖找圆”游戏研究

点与圆的位置关系，有利于学生合作参与游

戏情境，生动地体验笔尖落点到圆心距离与

所画圆半径大小关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发学生的深

度思考，实现圆的集合定义和数形结合思想

方法的深度学习。

学生通过游戏化学习情境“笔尖找圆”

实践得出结论：圆上的点到圆心的距离都等

于半径，到圆心的距离等于半径的点都在圆

上。也就是说，圆是到定点（圆心）的距

离等于定长（半径）的点的集合。这种对

于点与圆的位置关系的研究，形象地反映了

数与形之间的内在联系：由图形的位置关系

决定数量关系，由数量关系判定图形的位置

关系。学生此时自然会明确，要证明四点共

圆，应该说明这四个点到定点（圆心）的距

离都等于定长（半径），而不能随意使用平

时做题中发现的正确命题——若线段同侧二

点到线段两端点连线夹角相等，那么这二点

和线段两端点四点共圆。

（二）三角形相似判定定理实践探索

三角形相似判定定理与初中学生认知经

验之间实然存在鸿沟，原因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方面，数学定理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

历史实践中经过价值选择发现的原理性、系

统化、结构化的高度抽象知识，是人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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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成果的结晶，具有无限的智慧和严密的逻

辑，对初中学生而言，他们没有能力独立完

成数学定理的深度学习；另一方面，学习过

程是学生个体的认知过程，学生需要在教师

的组织和引导下自主地、简约地参与实践探

索活动，体验数学定理认知过程，建构知识

意义，才能实现数学定理和数学思想方法的

深度迁移和灵活运用，达成数学学科核心素

养的培养。[5]这就要求数学教师依据学生的

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学习经验创设出适度

而有效的实践探索活动，构建以素养为本位

的深度学习范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下

面以“相似三角形判定定理学习片段”为

例，阐述以实践探索活动为引导策略促进初

中数学深度学习的具体过程。

将相似三角形的判定定理（1）“两角分

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相似”学习过程设计成

如下的实践探索活动：如图２，已知∠α、

∠β。作△ABC，使∠A=∠α，∠B=∠β。这

样的三角形可以作出多少个？它们都相

似吗？[6] 

图２ 探索三角形相似的判定条件实践用图

环节1（作图）：将全班学生以4～6人

编为一组，每组选取一名学生作为组长。

各小组成员在教师课前分发的卡纸上画出

△ABC，使∠A=∠α，∠B=∠β。

环节2（检验）：根据已知条件，学生所

作的三角形的大小是不尽相同的，各组组长

带领组员相互检验组内学生所作的三角形是

否都相似。通过检验可以发现，这些三角形

的三条边是成比例的。又由“三角形内角和

定理”，可得第三对角相等，这样通过逐一

验证它们的各角分别相等，各边成比例，可

得所作的三角形都相似。

环节3（推理）：用推理的方法证实猜想

的正确性。

在△ABC和△A´B´C´中，∠A=∠A´，

∠ B = ∠ B ´ 。我们可以用如下方法证实

△ABC∽△A´B´C´：平移△A´B´C´，使点A´

与点A重合，A ´ B ´落在A B上（假设A B＞

A´B´）。由∠A=∠A´，可知A´C´落在AC

上（图３）。又由∠ A B ´ C ´=∠ B，可知

B´C´∥BC，可得△ABC∽△AB´C´。因为平

移△A´B´C´不改变它的形状和大小，所以

△ABC∽△A´B´C´。于是，证得如下定理：

两角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相似。

A(A')

B' C'

CB B' C'

A'

图３ 探索三角形相似的判定条件推理用图

实践分析：建构主义认为，学生是信息

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7]，而不

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

依据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活动经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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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了一系列渐进性的“操作—探索—猜想

—推理”实践探索活动，让学生全身心投入

课堂学习，实现对数学定理的深度学习。这

样学生不仅可以理解这条判定定理本身，还

能够体验研究三角形相似判定定理所要经历

的一般探索活动过程，掌握学习其他三角形

相似判定定理的基本方法，形成深度迁移和

灵活应用的关键能力。

在本实践片段中，对三角形相似判定定

理的证明涉及图形运动变化的思想，通过平

移将两个三角形联系在同一个三角形中证得

结论。学生对这一证明方法较为生疏，需要

一个认知上的适应过程，这也是实际教学的

一个难点。为了突破这个难点，我们设计了

作图和检验两个探索环节，引导学生经历数

学定理的推理过程，使学生初步感知：在两

个三角形中，只要有两个角分别相等，那么

这两个三角形就相似。前两个体验式学习环

节的铺垫有效地促进了学生从现有认知水平

向潜在认知水平的跃进，所以学生此时能顺

利地形成、丰富和调整自己的认知结构，实

现对三角形相似判定定理演绎推理过程的深

度学习。传统教学方式只是直接板书推理讲

解三角形相似判定定理的证明过程，从而导

致在严肃而紧张的中考考场上，学生非但想

不到利用相似三角形知识解决相关问题，反

而戏剧性地出现了胡乱迁移现象。

（三）深度学习实践教学效果反馈

完成相似三角形判定定理教学后，为了

强化课内训练，巩固所学知识，反思游戏化

学习情境和实践探索活动设计过程，改进教

学实践策略和思路，笔者以徐州市2018年中

考数学试题第28题第（2）题第①问原题进行

随堂检测。这样安排目的有二：一是为学生

提供感受和体验数学本质的折纸情境实例，

有利于开阔学生视野，活化推理思维；二是

对学生掌握数形结合思想方法的程度和动手

能力进行检测，以了解学生对数学知识和数

学思想方法进行深度迁移和灵活运用的情

况。在课后，对学生进行了深度学习教学实

践效果反馈问卷调查，本次有两个班级共101

人参与调查。现将随堂检测结果和调查项目

总结整理成表1。

调查结果表明，首先，游戏化学习情境

和实践探索活动是诱发学生深层学习动机的

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有89.1%的学生能

够将自己当作学习的主人；有87.1%的学生

对实践探索活动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有97.0%的学生能够调用多种感觉器官对数

学知识和数学思想方法进行深度理解。这些

数据说明学生的学习动机源于自身被激发出

的学习兴趣，变得乐于学习，进而积极主动

地合作参与课堂学习。[8]

其次，游戏化学习情境和实践探索活动

是学生深度理解所学数学知识和思想方法的

高效途径，主要表现在：有83.2%的学生能

领会数学知识背后的本质性内容和规律性思

想方法；有79.2%的学生在小组活动中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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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融入数学知识

的学习中；有98.0%的学生能想到运用三角

形全等的判定学习方法来探究本节内容；

有74.3%的学生能够大胆表达自己与他人不

同的观点。这些数据说明学生能够合作参与

游戏化学习情境和实践探索活动，并能够将

积极的情绪情感融入个人和集体学习经验之

中，理解知识的内核，把握数学概念和数学

定理的基本结构和本质内涵。

最后，游戏化学习情境和实践探索活动

是培养学生高阶思维的有效载体，主要表

现在：有84.2%的学生能体会到合情推理的

作用；有81.2%的学生知道所学知识在实际

生活中的作用与价值；有85.1%的学生会经

表 1 随堂检测结果和调查项目汇总

调查项目 是 否
“是”的
比例％

你能够将自己当作学习的主人，积极主动参与课堂学习吗？ 90 11 89.1

你能体会到合情推理的作用吗？ 85 16 84.2

你能领会到数学知识背后的本质性内容和规律性思想方法吗? 84 17 83.2

你知道所学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与价值吗？ 82 19 81.2

你对实践探索活动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吗？ 88 13 87.1

在小组活动中，你能调用多种感觉器官对数学知识和数学思想方法进行深
度理解吗？

98 3 97.0

在小组活动中，你能够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融入数学知识的学习中吗？ 80 21 79.2

你能够联系相近知识或不同学科知识来解决问题吗？ 79 22 78.2

你能联想到用三角形全等的判定学习方法来探究本节内容吗？ 99 2 98.0

你能大胆表达出自己与他人不同的观点吗？ 75 26 74.3

你会经常对自己的学习能力进行评价和反思吗？ 86 15 85.1

你的随堂检测成绩是满分吗？ 90 11 89.1

你是否作出了自己的猜想？ 73 28 72.3

你是否动手折纸帮助自己分析问题？ 74 27 73.3

你想到利用折叠不变性解决问题了吗？ 100 1 99.0

通过两次折叠，你发现上、下两个显性相似的三角形了吗？ 101 0 100

由上下两个三角形，你能顺利发现左、右两个三角形也是相似的吗？ 99 2 98.0

你相信这就是中考压轴题的一个小问题吗？ 50 51 49.5

完成随堂检测后，你的心情是愉悦的吗？ 86 15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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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对自己的学习能力进行评价和反思；有

98.0%的学生由上、下两个三角形相似，能

顺利发现左、右两个三角形也相似。这些数

据说明，学生对所学数学知识和思想方法的

掌握达到了学以致用、创造生成的程度。

三、反思深度学习：数学教学的突围

之径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Ference 

Marton和Roger Saljo开始对学生的学习过

程进行试验研究，在1976年联名发表的《学

习的本质区别：结果和过程》文章中首次

提出了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和浅层

学习（Surface Learning）两个概念，并对

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9]加拿大教育改革家

Michael Fullan将深度学习含义理解为以知

识运用为核心，重点关注学习者在生活情境

中能否有效地迁移和运用所学知识，实现

化知识为素养。[10]国内的上海师范大学何玲

和黎加厚两位学者于2005年提出深度学习概

念，他们认为深度学习是学习者能够批判性

地学习新知识和新方法，将已有的知识迁移

到新情境中，做出决策和解决问题。[11]2014

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在全

国多个实验区开展了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目

研究，引发了更多学者结合教育教学实际对

深度学习进行深入研究。北京师范大学郭华

教授指出深度学习过程是帮助学生“亲身”

经历知识的发现与建构过程，是形成学生核

心素养的基本途径。[12]

简而言之，我们认为，深度学习是以学

习者为中心，指向高阶思维发展和迁移应用

能力培养的教学形态，它是我国数学课程教

学变革走向深入的必然趋势和正确方向。

从学科本质属性上看，欧几里得提出来

的数学是一门系统的演绎科学，但在人类历

史发展进程中的数学却是实践性的归纳科

学。教学过程本身就是师生的交互式认知过

程。对于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实践中经过

价值选择抽象出来的高度凝练的系统化原理

性数学概念和数学定理的学习，学生必须在

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自主地、愉悦地参与实

践探索活动，才能完成知识意义的深层次建

构过程。

在本文开展的实践研究中，圆的集合定

义游戏化引导片段将对客观知识“点与圆的

位置关系”的学习转化为生活化、学生化、

自然化的游戏化情境“笔尖找圆”学习活

动，让数学学习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被初

中生所关注、喜爱、认同和向往，让深度学

习在初中数学课堂上真实地发生。

因为“活动与体验”是深度学习的核心

特征，所以在三角形相似判定定理实践探索

片段中，设计了三个类似于科学探究的逼近

性操作活动。这就实现了将人类对数学认知

的过程形象而简约地“倒回去”，让学生在

教师引领下自主地、愉悦地合作参与探索三

角形相似判定定理的产生和发现过程，激发

学生内在认知需求，让学生自然呈现一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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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式积极学习状态，提升学生分析、综合、

评价等高阶思维能力水平。[13]随之，课堂检

测和课后问卷调查结果综合分析表明，游戏

化学习情境和实践探索活动是诱发学生深层

学习动机的重要因素，是学生深度理解所学

数学知识和数学思想方法的高效途径，是培

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深度迁移能力的有效载

体。因此，在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中设计适度

而有效的游戏化学习情境和实践探索活动，

可以促使深度学习理论研究落地生根，达成

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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