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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课标教材建设概况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狑狑狑．狆狆犿．犮狀

　　凤凰集团总部位于南京，是中国首家销售收入、总资产、净资产超百亿的出版集团，

在新闻出版业总体经济规模和实力评估中名列第一，是中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出版

产业集团。

集团的产业领域主要是出版、发行、印务、酒店、地产和金融六大板块，年销售收入超

１６０亿元。集团拥有凤凰传媒和凤凰股份两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２７０亿，其中，凤凰传

媒是文化传媒板块市值最大公司，是唯一一家同时入选上证１８０指数和沪深３００指数样

本股的文化传媒公司。集团是江苏银行和南京证券的第二大股东。连续四届入选“全国

文化企业３０强”。２０１２年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单位。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２００９年度中国最大１０００家企业中，集团列３９８名，居全国同行业首位。在世界品牌实验

室发布的２０１１年中国５００最具价值品牌中，集团居２４２位。

集团现有员工约１３０００人，旗下６家出版单位为国家一级出版社。总投资超１６亿、

总建筑面积超３１万平方米的国际图书中心和图书物流、配送、印务四大基地建成使用。

数码创意产业园一期预算总投资２４亿。集团首倡文化消费综合体，已拥有８大项目；印

刷复制领域大幅拓宽，业务强劲增长；文化主题酒店已拓展到５家；影视公司已有多部大

型作品被央视和省级卫视订购；智能管理平台投入使用，在线业务开始运营，移动阅读项

目快速推进。网点面积超７０万平方米，网点数量和网点规模均列全国第一。新港物流

中心是全国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图书配送中心，海南凤凰新华发行公司是国内

首家跨省并购重组的出版发行企业。

集团大众出版已跻身国内出版业第一阵营，教育出版在全国举足轻重，成为中小学

教材的第二大出版商，数字出版已进入收获期；综合出版能力以及出版能力的成长性被

评为全国第一。国家级出版大奖获奖总数位居全国前列。集团与海外３０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著名出版机构保持合作。

凤凰集团的核心目标是打造创新型文化领军企业，努力成为全国文化产业重要的战

略投资者、成为享誉世界的出版企业，力争“十二五”末销售收入突破２００亿，企业总价值

超５００亿，努力建成现代出版的重要基地，构建中国现代书业第一网，成为国内领先、国

际知名的大型文化传媒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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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原名江苏教育出版社）成立于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４年被评

为首批“全国优秀出版单位”。２００９年入选首批“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经过二十多

年的发展，苏教社已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型专业教育出版社。苏教社根据“教育要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为我国的基础教育及其他教育提供优质

出版物和相关服务。致力于建设基础教育教材出版基地、优秀教育读物研发基地和海内

外优质教育出版资源引进和开发基地。２００１年以来，苏教社已高水平建设了１２种基础

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目前在全国２９个省的２０００多个实验区的４０００多万学生中

使用。在坚持做强做优各类教材、助教读物、助学读物和教育专业理论读物四大板块的

基础上，苏教社正积极探索数字化教育资源开发，努力拓展社会教育出版和教育培训服

务等新的业务领域。

江苏凤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犑犻犪狀犵狊狌犘犺狅犲狀犻狓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犆狅．，犔狋犱

　　江苏凤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教材服务中心）是一家专业的教育

出版物营销服务企业，负责“凤凰版”国家课程标准中小学教材以及与教材配套或相关的

教学用书在全国（除江苏省）范围内的运营。

公司拥有一支专业的教育图书营销和服务团队，组建了一支包括课程教材研究人

员、编写人员、学科教学专家在内的教材培训队伍，依托凤凰集团丰富的出版资源和网络

教学资源，为广大“凤凰版”教材实验区提供系统、优质的服务。目前，公司负责经营的２３

种课标教材覆盖了中国大陆２８个省份，每年使用学生人数超过４０００万，发行总册数近１

亿，总体市场占有率、经营总量位居全国前列。

在教材先导的前提下，公司正积极推进出版资源与教育资源的整合，加快建设凤凰

集团教育出版对外合作的重要平台，向“全国一流的教育产品研发和营销服务企业”的目

标迈进。

网站：ｗｗｗ．ｐｅｂｏｏｋ．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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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培训服务承诺

借这次课程改革之机，我们十分期望凤凰版教材能在有关实验省区得到实验和检

验，并承诺在培训服务方面做到以下几点：

一、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教材服务中心提供专业售后服务，区域经理具体负责相关省

区的售后服务工作。

二、在实验省区教育厅的统一要求和部署下，根据需要及时提供相应的培训经费，并

保证经费标准不低于人教社等大型出版社提供的经费标准。

三、组织一支包括课程教材研究人员、编写人员、学科教学专家在内的凤凰版教材培

训队伍，每学年至少一次到大市对该教材的任教教师进行免费培训，免费提供培训所需

的教材、教参及相关课程资源，确保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四、每学年至少到教材使用地回访一次，收集反馈信息，并对教材及时进行必要的

修订。

五、每年组织一次教材编写人员与使用该教材的教师及教研员间的直接交流活动，

并开展各种形式的教研活动，如教学观摩、论文评比、课题研究等。

六、及时研发和完善为凤凰版教材教学服务的网站、光盘、培训手册、投影片、挂图等

课程资源。

七、以凤凰教育网（ｗｗｗ．ｆｈｅｄｕ．ｃｎ）为中心，以各学科的专业网站为支撑，建设并逐

渐完善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为广大实验区教师和学生提供全面、快捷的互动交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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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

凤凰版　国家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一览表

科　　目 主　　编 出　版　社

小学语文 张　庆　朱家珑 江苏教育出版社

小学数学 孙丽谷　王　林 江苏教育出版社

小学英语 何　锋　齐　迅 译林出版社

小学科学 郝京华　路培琦 江苏教育出版社

品德与生活 鲁　洁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国地图出版社

品德与社会 鲁　洁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国地图出版社

小学音乐 许卓娅　戴海云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小学美术 徐　淳　陈通顺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初中语文 洪宗礼 江苏教育出版社

初中数学 杨裕前　董林伟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初中英语 王守仁　何　锋 译林出版社

初中物理 刘炳癉　李　容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初中生物（苏教版） 汪　忠 江苏教育出版社

初中生物（苏科版） 匡廷云　曹惠玲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初中思想品德 张异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初中音乐 庄　曜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初中美术 陈通顺　徐　淳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高中语文 丁　帆　杨九俊 江苏教育出版社

高中数学 单　? 江苏教育出版社

高中英语 王守仁　何　锋 译林出版社

高中化学 王祖浩 江苏教育出版社

高中生物 汪　忠 江苏教育出版社

高中通用技术 顾建军 江苏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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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咨 询

科　　目 姓　　名 电　　话 Ｅｍａｉｌ

小学语文

（苏教版）

主　编：张　庆 （０５１６）８５７００３６７ ｘｚｚｈａｎｇｑ＠１６３．ｃｏｍ

主　编：朱家珑 （０２５）６６６６０３１８ Ｚｈｕｊｉａｌｏｎｇ２００１＠１６３．ｃｏｍ

责　编：沈晓蕾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７５８ ｓｈｅｎｘｌ＠ｐｐｍ．ｃｎ

小学数学

（苏教版）

主　编：孙丽谷 （０２５）８６２１７３７０ ｓｊｘｓｊｃｚ＠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主　编：王　林 （０２５）８６２１７３７０ ｊｓｓｊｙｓｗｌ＠１２６．ｃｏｍ

责　编：徐正康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７５０ ｘｚｋａｎｇ＠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小学英语

（译林版）

主　编：何　锋 （０２５）８３７５８２９８ ｊｅｃｈｅｆｅｎｇ＠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主　编：齐　迅 ｙｌｑｉｘｕｎ＠１６３．ｃｏｍ

责　编：欧阳旭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３４４ ｏｕｙａｎｇｘｕ＠ｙｉｌｉｎ．ｃｏｍ

责　编：季　钰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３４８ ｊｉｙｕ＠ｙｉｌｉｎ．ｃｏｍ

小学科学

（苏教版）

主　编：郝京华 （０２５）８３５９８７０５ Ｈａｏｊｉｎｇｈｕａ０１１３＠ｓｉｎａ．ｃｏｍ

主　编：路培琦 （０２２）８８２３３２６９ ｌｐｑ１９４１＠ｓｏｈｕ．ｃｏｍ

责　编：叶　枫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７４６ ｙｅｆｅｎｇ７７＠１６３．ｃｏｍ

品德与生活

（苏教·中图版）

主　编：鲁　洁 （０２５）８３５９８８９８

分册主编：杜文艳 （０２５）８４７０７１０２ ｄｗｙ６２２６１９０＠１６３．ｃｏｍ

责　编：刘晓梅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７５５ ｗｏｊｉａｍｍ＠１２６．ｃｏｍ

品德与社会

（苏教·中图版）

主　编：鲁　洁 （０２５）８３５９８８９８

分册主编：高德胜 （０２５）８３５９８８９８ ｇａｏ６４３０＠１６３．ｃｏｍ．ｃｎ

责　编：刘晓梅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７５５ ｗｏｊｉａｍｍ＠１２６．ｃｏｍ

小学音乐

（苏少版）

主　编：许卓娅 （０２５）８６２２８４１９

主　编：戴海云 （０２５）８３７５８２０６ ２００６ｄａｉｈｙ＠１６３．ｃｏｍ

责　编：陈佳帆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１７２ １０８７９０９９＠ｑｑ．ｃｏｍ

小学美术

（苏少版）

主　编：徐　淳 （０２５）８３７５８２０６

主　编：陈通顺 （０２５）８３３１５９７７

责　编：王　鑫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１６２ ｗａｎｇｘｉｎ８８３＠ｓｏｈｕ．ｃｏｍ

初中语文

（苏教版）

主　编：洪宗礼 （０５２３）６３６２０２２ ｈｏｎｇｚｏｎｇｌｉ＠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责　编：章俊弟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７０８ ｚｊｄ＠１０８８．ｃｏｍ．ｃｎ

责　编：汪志虹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７３２ ｗｑ＠１０８８．ｃｏ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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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科　　目 姓　　名 电　　话 Ｅｍａｉｌ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主　编：杨裕前 （０５１９）８６８８０３５１

主　编：董林伟 （０２５）８３７５８２２７

责　编：许礼光 （０２５）８３６５７５８８ ｘｌｇ３２７３０３５＠１６３．ｃｏｍ

责　编：闵正年 （０２５）８３６５７５８９ ｍｉｎｚｈｅｎｇｎｉａｎ＠１６３．ｃｏｍ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主　编：王守仁 （０２５）８３５９２３５２ ｓｒｗａｎｇ＠ｎｊｕ．ｅｄｕ．ｃｎ

主　编：何　锋 （０２５）８３７５８２９８ ｊｅｃｈｅｆｅｎｇ＠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责　编：杨亚建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３４５ ｙａｊｉａｎｙａｎｇ＠ｙｉｌｉｎ．ｃｏｍ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主　编：刘炳癉 （０２５）８６２０７１３８ ｎｊｌｉｕｂｓｈ＠２６３．ｎｅｔ

主　编：李　容 （０２５）８４７０１７７１ ｌｉｒｐｈ＠ｊｌ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

责　编：陈卫春 （０２５）８３６５７５８７ ｎｔｃｗｃ＠１６３．ｃｏｍ

责　编：曹婷婷 （０２５）８３６５７５９１ ｎｓｃｔｔ＠１６３．ｃｏｍ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主　编：汪　忠 （０２５）８３３２８６９６ ｎｓｂｉｏｌ＠１６３．ｃｏｍ

责　编：殷　宁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７３３ ｙｉｎｎｉｎｇ２１＠１２６．ｃｏｍ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主　编：匡廷云

主　编：曹惠玲 （０２５）８４７０２４６０ ｃａｏｈｌ＠ｊｌ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

责　编：罗章莉 （０２５）８３６５７５９０ ｚｈａｎｇｌｉｌｕｏ＠ｙａｈｏｏ．ｃｎ

初中思想品德

（苏人版）

主　编：张异宾

责　编：李　洁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１０４ ｌｉｊｉｅ＠ｐｐｍ．ｃｎ

责　编：陈　茜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１２０ ｃｈｅｎｘ＠ｐｐｍ．ｃｎ

责　编：张蕴如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１２１ ｚｈａｎｇｙｒ＠ｐｐｍ．ｃｎ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主　编：庄　曜 （０２５）８３４９８３７６

主　编：戴海云 （０２５）８３７５８２０６ ２００６ｄａｉｈｙ＠１６３．ｃｏｍ

责　编：陈佳帆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１７２ １０８７９０９９＠ｑｑ．ｃｏｍ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主　编：陈通顺 （０２５）８３３１５９７７

主　编：徐　淳 （０２５）８３７５８２０６

责　编：王　鑫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１６２ ｗａｎｇｘｉｎ８８３＠ｓｏｈｕ．ｃｏｍ

高中语文

（苏教版）

主　编：丁　帆 （０２５）８３５９４４４４

主　编：杨九俊 （０２５）８３７５８１０８

编　委：王栋生 （０２５）８３４６９０２２ ｗｆｗｄｓ＠１６３．ｃｏｍ

编　委：朱芒芒 （０２５）８４７０２６６５ ｚｈｕｍｍ＠ｊｌ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

责　编：叶笑春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７２０ ｙｘｃ１０８８＠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责　编：余立新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７４９ ｌｉｘｉｎｙｕｘｘ＠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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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姓　　名 电　　话 Ｅｍａｉｌ

高中数学

（苏教版）

主　编：单　? （０２５）８３７５８２０７

副主编：李善良 （０２５）８３７５８２０７ ｌｉｓｈａｎｌｉａｎｇ＠ｘ２６３．ｎｅｔ

副主编：陈永高 （０２５）８３７５８２０７ ｙｇｃｈｅｎ＠ｎｊｎｕ．ｅｄｕ．ｃｎ

责　编：胡晋宾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７３４ ａｎｑｉｎｇｆｏｘ＠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责　编：田　鹏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７３８ ｔｉａｎｐｅｎｇ７７０２＠１６３．ｃｏｍ

高中英语

（译林版）

主　编：王守仁 （０２５）８３５９２３５２ ｓｒｗａｎｇ＠ｎｊｕ．ｅｄｕ．ｃｎ

主　编：何　锋 （０２５）８３７５８２９８ ｊｅｃｈｅｆｅｎｇ＠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责　编：石小刚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３４３ ｓｈｉｘｇ＠ｐｐｍ．ｃｎ

责　编：丁晓红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３４４ ｄｉｎｇ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ｙｉｌｉｎ．ｃｏｍ

责　编：李　放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３４２ ｌｉｆａｎｇ＠ｙｉｌｉｎ．ｃｏｍ

高中化学

（苏教版）

主　编：王祖浩 （０２１）６２２３２０４９ ｚｘｓｗｚｈ＠１６３．ｎｅｔ

责　编：丁金芳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７２８ ｊｆ＿ｄｉ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高中生物

（苏教版）

主　编：汪　忠 （０２５）８３３２８６９６ ｎｓｂｉｏｌ＠１６３．ｃｏｍ

责　编：殷　宁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７３３ ｙｉｎｎｉｎｇ２１＠１２６．ｃｏｍ

高中通用技术

（苏教版）

主　编：顾建军 （０２５）８３５９８１９６ ｊｊｉａｎｇｕ＠１２６．ｃｏｍ

副主编：何立权 （０２５）８６０６１７７５

副主编：程镐初 （０２１）３５０１０１６６ ｃｈｅｎｇｈａｏｃｈｕ＠１２６．ｃｏｍ

副主编：段　青 （０８９８）６６５２４５７５ ｊｒａｎｔｅ＠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责　编：丁建华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８６７ ｎｊｄｊｈ１９６４＠１２６．ｃｏｍ

责　编：郜　键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５４８ ｇａｏｊｉａｎ＠ｐｐ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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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务 联 系

营销部主任

齐　麟：（豫，负责营销部业务工作）０２５８３６５７７８２　１３９５１９２１５２３

营销部副主任

吴永镇：（湘、鄂、皖，营销部市场拓展工作）０２５８３６５７７８７　１３５０５１６１０７９

业务经理

吴后平：（冀、晋、蒙）０２５８３６５７７８０　１３５８４０１７２２６

张涧松：（京、津、黑、吉、辽）０２５８３６５７７８１　１３８５１８３３２３４

孙　瑜：（闽、浙、赣）０２５８３６５７７９０　１３８１４０３３７０８

朱思锐：（粤、桂、琼）０２５８３６５７７８３　１３８１３８９７１８７

杨继红：（云、贵、渝、川）０２５８３６５７７８６　１３７７０９３５９６５

徐　冉：（陕、宁、青、甘、新）０２５８３６５７７８５　１３９１５９４２７６９

朱荣亮：（鲁、沪、藏）０２５８３６５７７９３　１３９５１８１３５５４

业务助理

许晓辉：０２５８３６５７７９１　１３５１２５１５７８２

业务传真：０２５８３６５７７９９

培训服务热线

电　　话：０２５８３６５７７６６

传　　真：０２５８３６５７７５５

公司地址：南京市湖南路１号凤凰广场Ｂ座２３层

邮　　编：２１０００９

财务电话：０２５８３６５７７３０

仓储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新港开发区尧新大道恒飞路３９９号凤凰印务６号库

邮　　编：２１００３８

电　　话：０２５８５８０９３１３

传　　真：０２５８５８０２６５９

集团网址：ｗｗｗ．ｐｐｍ．ｃｎ

公司网址：ｗｗｗ．ｐｅｂｏｏｋ．ｃｎ

电子邮箱：ｐｅｂｏｏｋ＠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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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课程标准解读

《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年版）》简介

“前言”部分有新的变化

生物科学从２０世纪中叶以来发展极为迅速，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例如，分子双螺

旋结构的发现、哺乳动物高度分化的体细胞克隆获得完整个体的成功、人类基因组计划

的完成等，这些标志着本世纪人类已进入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的新时代。生物科学研究

成果更加迅速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显现出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生物科

学也向着更加关注人类自身的方向发展。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在解决人口问题、资源危

机、生态环境恶化和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等诸多问题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有力地

促进了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随着与物理学、化学、数学以及其他各学科之间不断交叉、

渗透和融合，生物科学已经日益呈现出主导学科的地位。

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本标准在继承我国生物科学教育优势的基础上，力求更注重

学生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更多地反映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的最新进展，更关注学生已

有的生活经验，更强调学生的主动学习。本标准期望每一个学生通过学习，能够对生物

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对生物学知识有更深入的理解，对今后的职业选择和学习方向有

更多的思考；能够在探究能力、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方面有更好的发展；能够在责任

感、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和环境意识等方面得到提高。

　　一、课程性质

生物科学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之一，是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一门科

学。它是农林、医药卫生、环境保护及其他有关应用科学的基础。生物科学经历了从现

象到本质、从定性到定量的发展过程，并与工程技术相结合，对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产

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生物科学有着与其他自然科学相同的性质。它不仅是一个结论丰

富的知识体系，也包括了人类认识自然现象和规律的一些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探究过程。

生物科学的发展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和不断探索。这些是生物学课程性质的重要决

定因素。

义务教育阶段的生物学课程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课程，其精要是展示生物科学的

基本内容，反映自然科学的本质。它既要让学生获得基础的生物学知识，又要让学生领

悟生物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所持有的观点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生物学课程期待

学生主动地参与学习过程，在亲历提出问题、获取信息、寻找证据、检验假设、发现规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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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习得生物学知识，养成理性思维的习惯，形成积极的科学态度，发展终生学习的能

力。学习生物学课程是每个未来公民不可或缺的教育经历，其学习成果是公民素养的基

本组成。义务教育阶段的生物学课程是国家统一规定的、以提高学生生物科学素养为主

要目的的学科课程，是科学教育的重要领域之一。

　　二、课程基本理念

面向全体学生　所有的初中学生都需要学习生物学，也可以学好生物学。因此，本

课程的设计是面向全体学生、着眼于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需要。课程目标和课程

内容提出了全体学生通过努力都应达到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有较大的灵活性，可以适应

不同学校的条件和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实现因材施教，以促进每个学生的充分发展。

提高生物科学素养　生物科学素养是指一个人参加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生产实践

和个人决策所需的生物科学概念和科学探究能力，包括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

系，理解科学的本质以及形成科学的态度和价值观。生物学课程的目标、内容和评价都

旨在提高每个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

倡导探究性学习　生物科学不仅是众多事实和理论的汇总，也是一个不断探究的过

程。科学探究既是科学家工作的基本方式，也是科学课程中重要的学习内容和有效的教

学方式。本课程倡导探究性学习，力图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帮助学生领悟科学的本质，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勤于动手、积极思考，逐步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科学信息的能力、获

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等，突出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培养。

　　三、课程设计思路

课程的设计是在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基础上，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教育

规律，重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科学素养教育，体现国家对学生在生物科学知识、能力以及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着眼于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体现义

务教育阶段生物学课程的普及性、基础性和发展性。

综合考虑学生发展的需要、社会需求和生物科学发展三个方面，课程内容选取了以

下１０个一级主题：科学探究，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生物与环境，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生

物圈中的人，动物的运动和行为，生物的生殖、发育与遗传，生物的多样性，生物技术，健

康地生活。

考虑到具有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行为是九年义务教育重要的培养目标，结合生物学本

身的特点，课程内容突出了人与生物圈的关系。绿色植物对生物圈的存在和发展起着决

定性作用，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日益凸显，因此，将绿色植物和人各列为一个主题。

动物和细菌、真菌等生物在生物圈中也具有重要作用，考虑到各门类动物形态结构和生

理知识比较繁多，其中很多生理知识和人体生理知识有较多的相似性，因此，除了将“动

物的运动和行为”单列为一个主题外，其他知识主要分散在相关主题中。

考虑到生物技术发展迅猛，已经显现出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并越来越深刻地影

响着每个公民的生活和发展，因而安排了“生物技术”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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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使每个学生学会健康生活是义务教育阶段培养目标之一，也是生物学课程的

一项重要任务，因而单列“健康地生活”主题。

课程规定的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需要通过学生主动的、多样化的

学习活动才能逐步达到，因此，课程内容还安排了多种形式的活动建议。

“课程内容”部分增加了５０项“重要概念”

１．科学探究

● 科学探究是人们获取科学知识、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

● 提出问题是科学探究的前提，解决科学问题常常需要作出假设。

● 科学探究需要通过观察和实验等多种途径来获得事实和证据。设置对照实验，控

制单一变量，增加重复次数等是提高实验结果可靠性的重要途径。

● 科学探究既需要观察和实验，又需要对证据、数据等进行分析和判断。

● 科学探究需要利用多种方式呈现证据、数据，如采用文字、图表等方式来表述结

果，需要与他人交流和合作。

２．生物体的结构层次

● 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 动物细胞、植物细胞都具有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和线粒体等结构，以进行生命

活动。

● 相比于动物细胞，植物细胞具有特殊的细胞结构，例如叶绿体和细胞壁。

● 细胞能进行分裂、分化，以生成更多的不同种类的细胞用于生物体的生长、发育和

生殖。

● 一些生物由单细胞构成，一些生物由多细胞组成。

● 多细胞生物体具有一定的结构层次，包括细胞、组织、器官（系统）和生物个体。

３．生物与环境

● 生物与环境相互依赖、相互影响。

● 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一定区域内的所有的植物、动物、微生物以及非生物环境。

● 依据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不同作用，一般可分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

● 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能（光能）转化为化学能，然后通过食物链（网）传给消

费者、分解者，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着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 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

４．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 植物的生存需要阳光、水、空气和无机盐等条件。

● 绿色开花植物的生命周期包括种子萌发、生长、开花、结果与死亡等阶段。

● 绿色植物能利用太阳能（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贮存了能量的有机物，同时

释放氧气。

● 在生物体内，细胞能通过分解糖类等获得能量，同时生成二氧化碳和水。

● 植物在生态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它能制造有机物和氧气，为动物提供栖息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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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水土，为人类提供许多可利用的资源。

５．生物圈中的人

● 人体的组织、器官和系统的正常工作为细胞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存条件，包括营

养、氧气等以及排除废物。

● 消化系统包括口腔、食道、胃、小肠、肝、胰、大肠和肛门，其主要功能是从食物中获

取营养物质，以备运输到身体的所有细胞中。

● 呼吸系统包括呼吸道和肺，其功能是从大气中摄取代谢所需要的氧气，排出代谢

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 血液循环系统包括心脏、动脉、静脉、毛细血管和血液，其功能是运输氧气、二氧化

碳、营养物质、废物和激素等物质。

● 泌尿系统包括肾脏、输尿管、膀胱和尿道，其功能是排除废物和多余的水。

● 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调节人体对环境变化的反应及生长、发育、生殖等生命

活动。

● 人体各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协调，以完成生命活动。

● 人类的活动对生物圈有重要的影响。

６．动物的运动和行为

● 动物因逃避敌害、争夺食物和栖息地、完成繁殖所进行的运动，是在神经系统和内

分泌系统的调节下，由骨骼和肌肉共同完成的。

● 动物的行为使其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提高其存活和繁殖的机会。

● 动物的行为由先天遗传或后天学习而获得。

７．生物的生殖、发育与遗传

● 人体的生殖系统可以产生两性生殖细胞，通过受精作用产生新的个体；其分泌的

性激素对第二性征的发育和维持具有重要作用。

● 不同动物发育的方式可能不同。有些动物的幼体与成体形态相似，有些动物的幼

体与成体形态差别很大。

● 生物能以不同的方式将遗传信息传递给后代。一些进行无性生殖，后代的遗传信

息来自同一亲本；一些进行有性生殖，后代的遗传信息可来自不同亲本。

●ＤＮＡ是主要的遗传物质。基因是包含遗传信息的ＤＮＡ片段，它们位于细胞的染

色体上。

● 遗传性状是由基因控制的，基因携带的遗传信息是可以改变的。

８．生物的多样性

● 地球上生活着各种各样的生物，可以根据特征将生物进行分类。

● 为了科学地将生物进行分类，弄清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生物学家根据生物之间

的相似程度，把它们划分为界、门、纲、目、科、属、种等不同等级。“种”是最基本的分类

单位。

● 不同类群的生物各有其特征，在生物圈中具有不同的作用，保护生物的多样性极

为重要。

● 地质学、化石记录、解剖学等从不同方面为进化理论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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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的遗传变异和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生物的进化。

９．生物技术

● 微生物通常包括病毒、细菌、真菌等类群。

● 发酵技术利用了微生物的特性，通过一定的操作过程生产相应的产品。

● 现代生物技术（克隆、转基因技术等）已被用于生产实践，并对个人、社会和环境具

有影响。

１０．健康地生活

● 青春期生理和心理均出现一系列变化，青春期的生理、心理健康状态影响青少年

的成长。

● 按照是否有传染性，可将疾病分为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

● 免疫系统可抵抗能引起疾病的微生物、异己物质等。它包括免疫器官、免疫细胞

和免疫物质。

● 个人的生活习惯与行为选择能对一生的健康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

● 了解基本的急救方法，能减少伤害或挽救生命。

“教学建议”部分增加了有关“重要概念”的教学建议

概念是对事物的抽象或概括。生物学概念是生物学课程内容的基本组成。生物学

重要概念处于学科中心位置，包括了对生命基本现象、规律、理论等的理解和解释，对学

生学习生物学及相关科学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使用术语来传递

生物学的概念，如“光合作用”；也可以用描述概念内涵的方式来传递生物学概念，如“绿

色植物能利用太阳能（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贮存了能量的有机物，同时释放氧

气”。本标准的课程内容中同时使用了这两种方式。

用描述概念内涵的方式来传递概念可以更好地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来

确定概念教学的深度和广度，以期切实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并为后续的学习打下基础，

实现重要概念的螺旋式发展。在初中生物学概念教学中，既要揭示其实质，又要符合学

生的接受能力。

围绕着生物学重要概念来组织并开展教学活动，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益，有助于学

生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迁移应用。教师在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时，应注意围绕重要概念

展开，精选恰当的教学活动内容，其教学方式可以是讲授、演示、实验、资料分析、讨论等，

以促成学生对重要概念的建立、理解和应用。

在教学中，教师一方面需要向学生提供各种丰富的、有代表性的事实来为学生的概

念形成提供支撑；另一方面，教学活动不应仅仅停留在让学生记住一些生物学事实，而是

要帮助学生通过对事实的抽象和概括，建立生物学重要概念，并以此来建构合理的知识

框架，进而为学生能够在新情境下解决相关问题奠定基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必须

注意到学生头脑中已有的概念，特别是那些与科学概念相抵触的错误概念，帮助学生消

除错误概念，建立科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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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建议”部分进一步完善了评价内容

评价的主要目的是全面了解学生生物学课程学习的过程和结果，激励学生学习和改

进教师教学。评价应以生物学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为依据，体现课程的基本理念，全面

评价学生在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表现。

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更要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发展和变化。应采

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恰当呈现并合理利用评价结果，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通过评价

得到的信息，可以了解学生生物学课程学习达到的水平和存在的问题，并帮助教师进行

总结与反思。

（一）评价的内容

１．重视对学生的探究能力进行评价

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是初中生物学课程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关

注学生在探究活动中逐步形成观察、归纳和发现问题的能力，逐步形成设计实验、调查研

究、动手实验的能力，逐步形成收集和分析数据、表达和交流的能力等。教师应结合探究

活动的全过程评价学生的探究能力。例如，在“探究种子萌发环境条件”的探究活动中，

应该对学生表现出来的探究能力进行评价。（参见《标准》中附录１的实例１２“种子萌发

环境条件”探究活动评价）

２．重视对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价

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学生心理发展的基本内容，在初中生物学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密切关注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进步以及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例如，

在“认识保护生物圈的意义”的系列探究活动中，不仅应该评价学生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同时也应对学生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热爱家乡和祖国的情感、保护环境的意识、实事求

是的态度和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等方面进行评价。（参见《标准》中附录１的实例１３：“认

识保护生物圈的意义”系列探究活动评价）

３．重视检测学生知识目标的达成

生物学基础知识是生物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视对学生的探究能力和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进行评价的同时，要利用好纸笔测验等方式检测学生知识目标的达成。

在编制纸笔测验试题时，应体现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的要求。在具体操作中，要重视考

核核心的、具有良好结构的知识，而不是枝节的、零散的知识；要重视考核学生对生物学

概念、原理的理解和应用以及分析、综合等思维能力。

（二）评价的方式

１．倡导评价方式多样化

学生的学业评价是指根据教学目标，系统地收集学生学习情况的信息，对教学过程

中的学习活动以及成果给予评价。任何单一的评价方式所反映的结果都有其局限，因

此，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可以更加准确地实现评价的目标和功能。教师应注意终结性

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在具体操作时，除了采用笔试

外，还要采用重视实验操作、制作设计等任务表现性方式进行评价。评价还应该鼓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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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依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分别在实验、制作、理论学习、社会调查等方面能更加积极主

动地学习。

２．倡导采用（档案夹）的形式记录学生的发展

采用（档案夹）的目的是对学生学习生物学的全过程进行综合评价，以激发学生进一

步学习生物学的兴趣。“档案夹”封面贴上学生的姓名、所在班级等信息。伴随学生的学

习过程，逐步收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测试卷、探究活动的报告或小论文、小制作或小标

本、查阅的文献资料、收集的生物图片和照片、剪报、获奖证书等。

分阶段展览学生的“档案夹”，教师和学生根据各项成果的评语和评分，结合发展变

化的情况，共同对每个学生进行综合评价。

（摘自《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年版）》）

《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年版）》修订解读

汪　忠

　　由教育部组织的两次全国范围的调研结果表明，１０年来《全日制义务教育生物课程

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标准（实验稿）》，在教改实验工作中得到了生物学教师的高度

认同，广大教师教育观念的深刻转变已经初见端倪，课堂上已经发生了我们长期以来孜

孜以求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实验工作中还存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标准（实

验稿）》本身也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一线教学未能及时跟进科学教育研究成果的问

题等，这些问题也是《标准（实验稿）》修订的重要缘由。

　　一、生物学课程标准的修订

从表面上看，《标准（实验稿）》的修订似乎仅仅体现在文字的重新表述、内容的删减

或增加等方面，其实它更是对课程改革的深化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进一步强化了公民素养的课程目标指向

《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年版）》（以下简称《标准》）明确指出，“学习生物

学课程是每个未来公民不可或缺的教育经历，其学习成果是公民素养的基本组成。”也

就是说，生物学课程的目标不是培养生物学专业素养而是培养公民素养。为此，修订

时降低了部分教学要求：例如，“生物体的结构层次”主题中原“说明显微镜的基本构造

和作用”的要求提得比较高，这意味着不仅要求学生能“说出”显微镜的基本构造和作

用，还要能从光学和成像原理的角度加以说明。修订后改为“说出显微镜的基本构造

和作用”，这样的要求比较适合初中学生的实际水平。同时，修订时也增加了部分具体

内容：例如，“生物多样性”主题增加了“苔藓植物”、“腔肠动物”、“扁形动物”、“线形动

物”、“软体动物”、“两栖类”、“爬行类”的主要特征以及它们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学生

学习这些内容后会对地球上的生物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公民素养的重要组

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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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进一步倡导了多样化的课程学习方式

《标准》明确指出，“生物学课程既要让学生获得基础的生物学知识，又要让学生领悟

生物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所持有的观点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生物学课程期待学

生主动地参与学习过程，在亲历提出问题、获取信息、寻找证据、检验假设、发现规律等过

程中习得生物学知识，养成理性思维的习惯，形成积极的科学态度，发展终生学习的能

力。”也就是说，生物学课程的学习方式要根据学习内容、学习目标等方面的多样化而多

样化。为此，修订时一方面完善了对探究性学习的具体要求：例如，通过５项重要概念完

善对“科学探究”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提出关注重要概念的学习建议：例如，在教学建议

中明确提出“教师在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时，应注意围绕重要概念展开，精选恰当的教学

活动内容，其教学方式可以是讲授、演示、实验、资料分析、讨论等，以促成学生对重要概

念的建立、理解和应用。”

３．进一步肯定了多元化的课程评价体系

《标准》明确指出，“评价的主要目的是全面了解学生生物学课程学习的过程和结果，

激励学生学习和改进教师教学。”也就是说，评价应以生物学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为依

据，体现课程的基本理念，全面评价学生在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表现。

为此，修订时在“评价内容”方面不仅提出“重视对学生的探究能力进行评价”和“重视对

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价”的建议，还明确增加了“重视检测学生知识

目标的达成”的新建议。如果教师细细阅读，就会发现课程标准的这一新建议虽然只有

四句话，如“在具体操作中，要重视考核核心的、具有良好结构的知识，而不是枝节的、零

散的知识”、“要重视考核学生对生物学概念、原理的理解和应用以及分析、综合等思维能

力”等，但明晰地对“检测知识目标达成”做出新诠释。“评价方式”方面仍然坚持要“倡导

评价方式多样化”和“倡导采用（档案夹）的形式记录学生的发展”。

　　二、生物学课程标准的践行

针对生物学课程标准的修订，生物学教师怎么办？对此提出三点建议。

１．反思教学行为

虽然课程标准修订的内容不能漠视，应该反映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但是课程标准

的修订体现了课程改革的深化与发展。因此，反思自己的教学与课程标准要求的差距，

才能明确具体的专业发展方向。例如，有些教师对“生物进化主要历程”拼图游戏提出质

疑，认为拼图活动更适合小学生而不是初中学生。这些教师可以反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想法？为什么课程标准在“引导并组织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的教学建议中要提出：“探

究性学习不是全部的教学活动。教师应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采用小组讨论、角色扮演、

模拟游戏等多种不同的教学策略和方法，达到教学目标。”

２．开展教学研究

既然课程标准的修订是国内外科学教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那么践行生物学课程

标准必须以教研促教学。在全面理解生物学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建议教师选取１～２个

有困惑或感兴趣的问题，作为自己教学研究的课题。例如，课程标准非常重视实验实践

教学。有些教师认为“探究酒精对水蚤心律的影响”的实例是个好实验，但非常困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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蚤心率每分钟３００多次，怎么计数？制成装片后水蚤不能“侧卧”而无法观察心脏的跳

动，又怎么办？等等。再例如，如何践行“检测知识目标达成”的评价建议又不走传统纸

笔测验的老路？通过开展相应的研究，这些问题都能圆满解决。

３．提升专业素养

《标准》的内容框架受到广大教师的肯定，但提出的５０项“重要概念”是对１００余项

“具体内容”要求的综合和强调。这对生物学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提出了新要求。例如，

一些教师能根据教材在讲授“生物与环境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这一重要概念时举出“适

应干旱环境的仙人掌的叶呈针状以减少蒸发、茎绿色可光合作用”的例子，但当学生提出

“为什么能生活在干旱环境里的玉米的叶片却又长又宽”的问题时难以正确回答。如果

教师提升了专业素养，知道玉米是Ｃ４植物，就能清楚仙人掌的适应属“形态适应”，玉米

的适应属“生理适应”。生物学教师的专业素养不仅包括生物科学知识的掌握和更新，也

包括生物学实验能力的具备，包括教学技能和教学理论水平的提升等。

总之，《标准（实验稿）》的修订是课程改革深化与发展的必然。我们相信通过全体生

物学教师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达到《标准》所期望的：每一个学生通过学习，能够对生物

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对生物学知识有更深入的理解，对今后的职业选择和学习方向有

更多的思考；能够在探究能力、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方面有更好的发展；能够在责任

感、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和环境意识等方面得到提高。

生物学新课程的理念

　　一、初中《标准》提出的课程理念

（一）面向全体学生

长期以来，教育一直充当着“牧师”、“教化”的角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教师”的

“师”的含义就是“凡能率众能牧民者”。这就是传统的教师观。

而新课程的学生观则认为学生是发展的人、是独特的人、是独立的人。说学生是发

展的人，其意义是：学生的身心发展是有规律的。只有掌握了不同年龄阶段学生身心发

展的特点，并依据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从而有效地促进学生

的身心健康。学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应该对教育好每位学生充满信心。学生还不是

一个成熟的人，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逐渐成长。

说学生是独特的人，其意义是：学生是完整的人。必须反对那种割裂人的完整性的

做法，还学生完整的生活世界，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给予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力量的时间

和空间。珍视学生独特性和培养具有独特个性的人，应成为我们对待学生的基本态度。

独特性也意味着差异性，差异性不仅是教育的基础，也是学生发展的前提，应视为一种财

富而珍惜开发，使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都得到完全、自由的发展。

说学生是独立的人，其意义是：每个学生都是独立于教师之外、不以教师的意志为转

移的客观存在。教师要想让学生接受自己的教导，首先就要把学生当作具有独立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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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使自己的教育教学适应他们的情况和发展规律，而不是强加于人。学生是学习的

主体，正如每个人都只能用自己的器官吸收营养物质一样，每个学生的学习也不能“越俎

代庖”。学生还是责权主体，这是建立民主、道德、合法的教育关系的基本前提。强化这

一观念是时代的要求。

确立现代的学生观，有助于理解“面向每个学生”的课程理念。初中《标准》确定的

“面向全体学生”的课程理念，强调的是着眼于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需要，提出了

全体学生通过努力都应达到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有较大的灵活性，以适应不同学校的

条件和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实现因材施教，促进每个学生的充分发展。和高中阶段的

“面向每个学生”的课程理念相比，虽然强调要实现“因材施教”，但是初中阶段的“面向每

个学生”的课程理念更加强调的是全体学生通过努力都应达到的基本要求，而不是将教

学资源、精力、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因材施教”上。

面向全体学生首先就意味着“教育就是服务”，就是教育在制度、目标、措施与方法层

面上真正做到“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就是公正地对待每一个

学生，向他们提供最恰切的教育，使具有不同天赋、潜能、气质、性格和文化背景的学生都

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以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能够找到自己应处的位置，最充分地实现

他们作为人的价值。

面向全体学生也意味着教师要尊重每一个学生，要给每一个学生提供同等的学习机

会，使所有的学生通过生物学课程的学习，都能在原有的水平上得到提高，获得发展。

课堂教学本来可能“充满变数”，但无论如何变化，“面向全体学生”是永恒的。将“面向

全体学生”的理念落实到日常的课堂教学中，便是尽可能地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机会，让学生

更多地体验到被人关注、被人爱护的温暖与幸福，更多地体验到自由探索与成功的快乐和

自豪，更多地感受到人性的光明与和煦，感受到仁慈、宽容与敬业的力量。（案例１）

案例１：巧化课堂上出现的问题
这堂生物课的课题是《植物根的生长》。按照备课的设计，本节课主要完成的教学目

标是识别根尖的基本结构，培养学生实际动手实验操作及观察的能力。

我是这样导入新课的：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植物种子的萌发，谁还记得种子萌

发的过程中，最先突破种皮的是哪一结构？（生答：胚根）胚根最先突破种皮，发育成根，

根开始迅速生长。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有关植物根生长方面的知识，请同学们将课本翻

到６０页，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没有华丽的词语，却很自然地导入课题。

接下来，我板书课题，同学们按要求快速阅读“根尖的结构”这一自然段，找出自己所

发现的部分，并解答这些问题。约过一分钟，有半数左右的同学高高地举起了手，看来还

有一部分同学没有找好，我就让同学们以分好的小组为单位快速讨论一下。这一来，气

氛一下活跃了起来，彼此交流热烈、积极。很快，热闹的氛围消失了，室内一下静了下来，

我当时有些吃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一位同学说，老师，没出什么事，我们已经交流完了，就等着回答呢。噢，没事就好。

接下来，教学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尤其是在操作显微镜观察根尖结构时，同学们显得更是

兴奋、积极。我巡视在各实验小组间，同学们三三两两围在一起，一会儿你观察，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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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观察，还不时地研讨，此时我的心情比学生们还高兴，毕竟这堂课不同寻常：除上课的

同学们之外，听课的还有市里的两位教研员、学校的三位领导，同学们这样放得开，课进

行得这么顺利，我想一定会得到领导的好评。正在我高兴之时，烦心的事儿却发生了。

就在实验观察即将完毕时，有两个小男生一边收拾实验器材，一边竟然在下面拳头对拳

头打闹起来。虽然他俩觉得很隐蔽，但我毕竟看得很清楚，他们身后不远处的领导相信

也会看得到。当时我真是生气极了，太胆大包天了，有这么多领导听课，竟然还这么放

肆。但转而一想，实验的成功可能使学生兴奋起来了，有些举动是孩子的天性，千万不能

发脾气。学生也需要尊重，他们也有自尊心，不能伤了他们，可又不能不说呀，同学们都

看着呢。于是我转移话题：“同学们在刚才的实验操作观察过程中，都表现得很认真，合

作得很好，直到现在仍有两位同学在热烈的‘合作’，积极的‘交流’呢。我想在稍后的自

我评价中，他们会表现得更加出色”。没有一句批评，没说什么事，也没指明是谁，他们俩

竟悄悄地停住了手，而且在自我评价练习中表现真的很积极、主动，课就这样结束了。

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堂课，领导尤其是市教研员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对我处

理两名打闹的男同学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是呀，人都需要尊重，同学们也有自

尊啊！

（黑龙江省宁安市海浪一中　顾士林）

点评：一句“人都需要尊重，同学们也有自尊”，把教师观念的转变一清二楚地表现出

来。在这一短小的教学片段中，当教师让学生讨论交流时，“学生交流热烈、积极”，“三三

两两围在一起，一会儿你观察，一会儿我观察，还不时地研讨”，反映出学生是欢迎教师课

改的，希望有自主实践的机会。

有些教育专家对“面向全体学生”的理念更有具体界定，认为这意味着在教学中，应

表现为关注每个学生，关注的实质是尊重、关心，关注的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关注学生

的情绪生活和情感体验，关注的实质是用心施教，而不是学科体系的传声筒；关注学生的

道德生活和人格养成，关注的实质是积极关注和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各种道德表现

和道德发展，在学科知识增长的同时，人格也得到健全与发展。

《标准》提出的“面向全体学生”的课程理念，有赖于对义务教育的理解：义务教育的

基本性质是大众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义务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普通公民，而不是科

学家；义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科学素养，而不是专业素养。

（二）提高生物科学素养

关于科学素养的界定一直难以统一，但科学的迅猛发展又对科学素养给予更多的关

心和重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一词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改革文件中

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这是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要想驾驭当今科学的飞速发展，

不仅需要有优秀的科学研究人员进行开创性的研究，更需要全体国民科学素养的普遍提

高。这样才能满足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对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素养要求的提升，同时满

足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现代生活对普通国民更好地生存的需求。

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认为科学家的“元素组成”是Ｃ３Ｈ３，即

清醒的头脑（ｃｌｅａｒｈｅａｄ）、灵巧的双手（ｃｌｅｖｅｒｈａｎｄｓ）、洁净的习惯（ｃｌｅａｎｈａｂｉｔ）。有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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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则明确提出“重要的不是获得知识，而是发展思维能力。教育给予人的无非是一切

已学过的东西都遗忘掉的时候所剩下来的东西。”剩下来的东西就是科学素养。有的教

育家进一步论述科学素养，认为科学素养包括智力因素（知识结构、智力结构）和非智力

因素。它们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一个综合性、整体性的科学素养结构。

其中知识结构是整个素养结构的基础，智力结构是在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反过

来促进知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智力结构是科学素养结构的主干。如果说知识和能力是

科学素养中的能力因素，那么非智力因素就是科学素养中的动力因素。

科学素养的知识结构由结构合理的、扎实的基础知识所组成。科学素养的智力因素

结构则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总和，包括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科学素养的非智

力因素结构是人的素养结构中的最高层次，是由道德、意志和审美结构所组成的统一体。

图Ⅱ１　科学素养结构示意图

生物课程是自然科学课程，在培养学生科

学素养方面承担着重要的任务。科学教育的

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未来公民的科学素

养。公民的科学素养主要包括：科学观念、科

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

的实践能力等方面（图Ⅱ１）。

《标准》提出的“提高生物科学素养”，是指参加

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生产实践和个人决策所

需的生物科学概念和科学探究能力，包括理解

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理解科学的本

质以及形成科学的态度和价值观。简言之，提

高生物科学素养，其结构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

的“科学知识、技能、方法和能力”，还包括科学素养的核心“科学精神、态度、价值观”等，

提高科学素养是指科学素养的全面提高。其实，日常课堂教学就是教师全面提高学生科

学素养的机会，切实改变教学观念就会抓住每个这样的机会，将看似“平淡”的教学演绎

为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和风细雨”。（案例２）

案例２：一段生物学辩论课实录
师：同学们，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存在着许多病原体，我们也已经学习了人体的前两道

防线。如果两道防线都被突破，该怎么办呢？

生１：我想人体一定还会有更好的办法阻止它们。

师：对，这位同学回答得很好。这节课咱们就共同探讨“人体的第三道防线”到底是

什么？

生２：是免疫器官和免疫细胞。

师：你能否解释一下？

生２：原因有二。第一，根据人体前两道防线可以确定第三道防线也是一种器官或细

胞。第二，根据教科书中８０页第二段中“当侵入人体的病原体数量多、毒性强时，人体就

需要依靠免疫器官和细胞来消灭病原体”。由此可知，人体的第三道防线为免疫器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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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细胞。

生２刚说完，生３就迫不及待地举起手来。

生３：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书中第８２页明明写到“人体通过皮肤、吞噬细胞等非

特异性免疫防线和抗体等的特异性免疫来抵御病原体的侵入”。

（果然，从书中找到了这句话）

（面对如此难辩的对手，同学们一阵沉默。忽然。生４站起来了）

生４：我否定以上的全部观点。（该同学平日里不爱高谈阔论，可如果他说开了，则滔

滔不绝，头头是道。今天，他似乎有些故弄玄虚，停了一下。同学们都在静待，看他有什

么花招）

生４：请打开课本第８０页，书中写道：“通过免疫细胞产生抗体预防传染病，也是人体

的一道防线，这种免疫功能是后天获得的，通常只对某种特定病原体起作用，因此称为特

异性免疫。”这说明，人体第三道防线是人体的一种功能或一个过程，并非器官或抗体。

所以，我认为“免疫细胞产生抗体”是人体第三道防线。

顿时，生４赢得一些支持者，随后其他同学也纷纷发言，一个个“沉默是金”的同学，

抛开了“矜持”，一展自己的风采，都讲得头头是道。

师：同学们的以上发言都很精彩，讲得有理有据，下面请看动画：人体第三道防线的

组成。

（生５看完后立即站起来）

生５：我懂了。原来，人体的第三道防线是和生４的观点一致，应该给他鼓掌。其他

被事实说服了的同学们也鼓起掌来，都向生４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师：同学们，遇到问题，我们能积极地自主探究，积极思考、讨论甚至辩论，师生在平

等和谐的教学氛围中达成共识，以后我们会经常这样上课。大家能对此谈谈自己的体

会吗？

生６：这大概就是课程改革实验区和其他地区教学的区别吧？这样的课堂可以激发

我们探究奥秘的兴趣，培养我们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训练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演说能力等。我想，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课程改革实验区学生将获得明显的

成效。

（该同学的回答引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师：这位同学的体会很深刻。同学们，我们这节课共同探讨出了人体的第三道防线，

人体之所以能够在存在许多病原体的环境中生活，就是因为人体具有这些免疫防线。这

节课结束后，每个学生回去找找自己的预防接种卡，下节课我们将进一步探究计划免疫。

伴着清脆的铃声———这堂课结束了。

（河北省鹿泉市高新区中学　徐志英）

点评：本教学片段似乎没有什么“大动作”，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案例清淡而自

然，但细细读来，已经较好地体现了新课程的教学理念，把教学目标规定的知识、能力、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要求有机地进行融合。教师的功能从传授转变成引导，引导学生主动

学习。课堂教学的许多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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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提出的“提高生物科学素养”的理念可以这样理解，生物科学素养具有整体

性，即指一个包括科学观，科学知识、技能、科学方法与能力，科学行为的综合结构，其中

科学观为核心，科学知识、技能、科学方法与能力为基础，以科学行为的养成为标志；良好

的科学行为与习惯的形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科学素养的提高。生物科学素养具有

基础性，即是现代基础文明的一部分，是社会中每一个人正常地生活和发展必不可少的

基本素养，一个人有没有科学素养就如同他识不识字一样重要。

（三）倡导探究性学习

美国国家科学课程标准对探究性学习作出较为明确的界定，认为：“探究性学习是一

种复杂的学习活动，需要做观察；需要提问题；需要查阅书刊及其他信息源以便了解已有

的知识；需要设计调查和研究方案；需要根据实验证据来核查已有的结论；需要运用各种

手段来搜集、分析和解释数据；需要提出答案、解释和预测；需要把结果告之于人。探究

需要明确假设，需要运用判断思维和逻辑思维，需要考虑可能的其他解释。”发展理解和

从事这种活动的能力，要求有直接参与探究的经验和不间断的实践过程。仅仅简单地学

习诸如“假设”、“推论”等术语或记忆诸如“科学方法的步骤”这样的程序，学生不可能理

解探究。他们必须从直接参与探究的体验中获得对探究特征的深刻认识。但是，光有体

验是不够的。体验与理解要并行。这就要求教师向学生介绍探究的基本要素，并且在活

动中引导学生思考探究活动的特征。

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倡导探究性学习也是我国本次课程改革的主要内容。探

究性学习是相对于接受式学习而言的。一般认为，接受式学习是向学生直接呈现学习内

容，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而探究性学习则以问题形式呈现学习内容，学生是知识的发现

者。接受式学习方式过分突出和强调接受和掌握，冷落和忽视发现和探究，不仅摧残人

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也窒息人的思维和智力，成为学生发展的阻力。探究性学习则能够

促进学生获得理智和情感体验、建构知识、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

为：“记录在纸上的思想就如同某人留在沙滩上的脚印，我们也许能看到他走过的路径，

但若想知道他在路上看见了什么东西，就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这非常恰当地说明了

探究性学习的重要价值。

探究性学习进入学校科学教育课程的时间还不到一个世纪。１９００年以前，大多数教

育者主要把科学看作一种可以通过直接的灌输让学生学到的一堆知识。１９０９年美国著

名教育家约翰·杜威提出科学教育过于强调知识的积累而对科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

认识态度这些方面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杜威指出，科学不仅是需要学习的一堆知

识，同时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或方法。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探究性学习作为科学教学的

一种方式，它的合理性越来越被人接受。美国教育家约塞夫·施瓦布建议教师要给学生

亲身实验的机会，根据学生的实验学习经验组织教学。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认识到

科学知识的构成，还知道了科学知识是如何获得的。

《标准》认为，生物科学不仅是众多事实和理论，也是一个不断探究的过程。倡导探

究性学习，目的是“力图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

逐步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科学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等，突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
Ⅱ．课程标准解读 ２３　　　

●

倡导探究性学习，应该对课堂有所理解。课堂是生命相遇、心灵相约的场所，是质疑

问难的场所，是通过自主活动探寻真理的场所。课堂不应该成为“讲堂”：教师和盘托出、

天衣无缝地讲授，缺乏生命的活力。在这样的讲堂中，学生感受不到智力劳动的快乐；由

于学生没有必要的时间来进行思考，教学成为没有理智挑战的教学，因而压抑并泯灭了

学生的主动性；由于没有给学生足够的参与机会，学生的经验世界极其贫乏，禁锢并窒息

了学生的创造性与想象力。哈佛大学的名言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让人不断提出问

题、思考问题”。这也许是哈佛大学成功地培养出无数人才的主要原因之一。

倡导探究性学习，应该对生物科学有所理解。什么是科学？一般认为科学是关于自

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把科学定义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从既成的形态概括了科

学的本质特征，有其深刻之处。这种传统的科学观反映到科学教育上，就体现为特别重

视系统的科学知识，特别重视按学科传授已证实的知识，强调科学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

育者记住和掌握那些已证实的系统知识。伴随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科学观显然太狭窄

了。若把科学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科学的定义至少包含：科学是探索未知、从事知

识生产的人类活动领域；科学表现为发展着的知识系统，科学是无止境的，科学知识是不

断发展的；科学活动的核心是探索，它具有极大的创造性；现代科学活动与生产活动有密

切的关系；科学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等。动态的科学观认为科学活动

具有实践性、探究性、创造性、继承性、传播性和社会性等特点。科学教育不仅仅是传授

科学知识，同时还要使学生通过科学活动学会怎样探究未知，发现真理，学会怎样思考。

这意味着要对传统教育进行根本的改革。其实，只要真正将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放到应

有的位置上，把平常的课堂教学转化为“探究式”教学并不一定非常困难。（案例３）

案例３：传染病

１．教材简析及教学策略：

本课主要介绍传染病的发生、发展及预防措施，列举了艾滋病及蛔虫病的传播途径。

本课的知识点对学生来说并不陌生，因而在教学设计中主要以学生已有的生活知识及生

活经验为基础，结合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及心理需求，激发学生学习的激情，发挥学生的主

体作用，调动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学生获得有关传染病的基本知识，为日后珍惜健

康、关爱生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打下扎实的基础。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

的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从而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使不同层

次的学生在原有的知识与技能的水平上能有所成长。特别关注学习中的弱势群体，使他

们有机会体验成功的喜悦，促进学习的发展。在合作学习过程中，重视引导学生人际交

往的正常发展，培养学生尊重他人的品质，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通过本节课知识的

学习帮助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形成主动参与社会决策的意识，形成未来社会

公民具有的生物科学素养。

２．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举例说出常见传染病的病因及特点；举例说明传染病流行的基本环节及

其预防措施；概述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搜集、整理资料并应用资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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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创新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运用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知

识，构建新知识的能力。

情感目标：激发学生关注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与卫生习惯，树立健康生活的态度；

通过小组合作学习与交流，促进人际交往，学会互相尊重的品质；激发学生关注艾滋病、

关注生命、协助宣传、奉献爱心的社会责任感。

３．教学重点：

举例说出常见传染病的病因及其特点，举例说出常见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预防

措施。

４．教学难点：

举例说出常见传染病的病因；学生通过知识的学习树立健康生活的观念，养成良好

的生活与卫生习惯。

５．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调查、搜集本地常见传染病及艾滋病的相关资料，制作简单的课件（含资

料、讨论题目、小结等），印发传染病分类类型的表格。

学生准备：调查家庭成员中常患的疾病并搜集、整理曾患的相关传染病的资料；关

注、调查本地常见的传染病并搜集有关资料；通过阅览室、报纸杂志、网络等资源搜集、整

理有关艾滋病的资料并以合作小组为单位设计一份手抄报或幻灯片（或其他展示方法），

准备课堂展示交流。

６．教学过程：

教　学　过　程 教法、学法、体会、反思

第一课时：

由资料导入新课，激发学生好奇心和求知欲，提高学习

兴趣。

资料：世界卫生组织１９９６年发布的年度世界卫生状况报

告惊呼：１９９５年全世界被传染病夺去生命的人数约占总死亡

人数的１／３。

教师：传染病为何有如此大的威力？又是如何传染与流行的？

有没有办法遏制这一流行呢？这是我们这一节课共同学习与

探讨的课题。

常见的传染病：

课前布置学生调查家庭成员中常患的疾病并搜集、整理

曾患的相关传染病的资料。

活动１：（合作学习）

游戏：比一比：请每个小组在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写出多

种疾病的名称并注明ａ或ｂ（ａ：传染病或ｂ：非传染病）。哪一

小组写出疾病的名称最多，判断最准确，就为优胜小组。

教师展示优胜小组的学习成果，点评并表示祝贺。

提问：

１．举例说出判断“传染病”或“非传染病”的依据。

２．举例说出传染病的诱因是什么。

要求学生学会运用搜集的资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教师

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引导与点评。

激起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其学习的主

动性

（课件）

设疑创设情景

培养自主学习的习惯

（统一计时）趣味学习调动学习的积

极性与主动性

激发竞争意识

学会分析、运用搜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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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教　学　过　程 教法、学法、体会、反思

　　教师小结：

传染病是由病原体引起的，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动

物之间传播的疾病。病原体又包括病毒、细菌、真菌、寄生

虫等。

传染病的特点：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

学生自主发言：通过事例或数据说明传染病对人类造成

的巨大危害。（交流搜集和整理的资料）

在交流过程中多关注学习中的弱势群体，多给他们提供

表现的机会并及时给予肯定与鼓励。

传染病的种类有很多，根据不同的途径，常见的传染病主

要有四种类型：

活动２：（自主学习）

游戏：比一比：请同学将小组成员讨论的常见传染病的名

称按分类类型填入下表，比比看，谁更快！答对更多！

传染病种类 常见的传染病

呼吸道传染病

消化道传染病

血液传染病

体表传染病

　　对照８６页的表２５２，看看你答对了吗？

教师对答得又快又多又准确的同学及时给予肯定，全班

掌声表示祝贺。

传染病的传播和预防：

前阶段流感情形非常严重，有的班级被传染的同学多达

二三十人；暑假期间厦门地区出现了“红眼病”的流行。针对

这些情况，想一想，传染病是怎么发生的？它在家庭成员中或

同学中为什么能流行？

活动３：（探究学习）

思考：（同桌交流）

１．流感、红眼病要传播流行需要哪些因素？

２．如何使自己避免“参与”到这一“流行”中？

学生自主发言。教师引导学生举例分析常见传染病“流行”

或“不流行”的原因，重点引出常见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预防措

施，并倡导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珍惜健康，关爱生活。

教师小结：

传染病要流行必须有三个基本环节：

１．传染源（传播病原体的人或动物）；

２．传播途径（空气、饮用水、食物、接触等）；

３．易感人群（对传染病缺乏抵抗能力的人群）。

三个基本环节缺一不可，缺少其中的一个环节，传染病就

不会发生，更“流行”不起来。因此我们在生活中，要注意养成

良好的生活与卫生习惯，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质，这样

就不会感染传染病了。

（课件）

集中学生的注意力，突出教材的重点

知识

宣泄了学生的表现欲望激发课堂学

习的激情

让他们体验成功的喜悦，促进“差生”

的发展

分发传染病分类类型的表格

趣味学习

（统一计时）

激发自主学习的热情

引导自主学习的方法营造积极向上

的氛围

创设情景

引导学生应用已有的生活知识和生

活经验进行探究学习

（课件）

激发学生关注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

与卫生习惯

教师小结，帮助学生归纳知识，突出

教材的重点知识（课件）

提高学生卫生保健意识倡导学生健

康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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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教　学　过　程 教法、学法、体会、反思

　　教师建议：以“关注健康”为主题，将同学们搜集的精彩资

料整理编写出一期黑板报，使同学们获得更多的健康生活的

知识。

第二课时：

目前世界上最关注的传染病是艾滋病，它正以迅猛的趋

势在全球蔓延开来，特别是亚洲地区。

活动４：（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

阅读及作图：

１．请同学阅读表１８２。（我国ＨＴＶ／ＡＩＤＳ传播途径统

计表）

２．把表１８２中的数据，改用柱形统计图表示。（除柱形

统计图外，你们小组还能用什么方法来表示）

小组派代表展示交流，教师点评并评价。（科代表记录

表２）（对于有创新方法的小组及时赞赏与鼓励，并给予较高

的评价）

活动５：（合作学习）

讨论：

１．根据柱形统计图显示的资料，提出预防艾滋病的方法

和建议。

２．遏制艾滋病迅速蔓延的势头，青少年应该做些什么？

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教师尽可能参与每一小组的活动，

重视并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搜集学生学习“情报”，及时进行

引导与帮助。

小组完成组内评价，由组长记录。（表１）

组间交流：教师请小组派代表汇报交流，组员补充说明，

老师点评、引导并评价，由科代表记录。（表２）

教师反馈讨论中所搜集的亮点，及时表扬积极参与社会

决策的同学，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课前要求学生通过阅览室、报纸杂志、网络等途径搜集、

整理有关艾滋病的资料并以合作小组为单位设计一份手抄报

或幻灯片（或其他展示方法），准备课堂展示，汇报学习成果。

活动６：（自主、合作学习）

成果展示：

小组派代表交流以有关艾滋病为题材设计的手抄报或幻

灯片（或其他学习成果），教师点评并引导学生小结艾滋病的传

染源、传播途径、预防措施，激发学生关爱艾滋病患者的情感。

教师组织学生根据交流情况评选优秀作品并建议将可张

贴的优秀作品贴在“学习园地”上，让同学继续阅读学习。

教师小结：

每年的１２月１日被定为“世界艾滋病日”，青少年更应成

为遏制艾滋病迅速蔓延的生力军，应用学习的知识协助宣传，

正确认识艾滋病，关爱艾滋病患者，给他们关心与帮助，感受

人间的真诚与温暖。

课堂学习的延伸

培养自主、合作学习的能力

培养创新学习的能力获得成就感，增

强自信心

（课件）

培养学生分析图形的能力

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并尊重

学生的学习，有助于师生情感交流，

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培养学生表达交流能力及学会聆听

与尊重他人的品质

培养参与社会决策的意识

培养自主、合作学习的能力

培养学生分析整理资料的能力以及

同学间的协作与谦让的人际交往技能

激励先进，维持学习兴趣，深化课堂

学习

培养学生关注生命、表现爱心的道德

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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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教　学　过　程 教法、学法、体会、反思

　　教师总结：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同学们都认识了传染病，了解了不同

传染病的不同防治措施。特别是在传染病流行期间更应注意

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和采用预防接种等方法提高自身的抗病

能力。祝愿同学们活得更健康、更有活力。

作业：

课外探究：

课堂交流中有的同学提到了暑假期间厦门出现的“红眼病”的

流行情况，请同学前往校医务室、社区诊所、医院等部门进行

调研，进一步探究它的发生与发展及对厦门地区的人民生活、

生产、学习造成的危害。

拉近师生情感距离，使知识理性化与

人性化

深化课内学习成果

表Ⅱ１　合作学习小组活动评价表

活动课题：　　　　　　　　　　

班级：初二（　　）

时间：２０　　　年　　　月　　　日

第　　合作小组 值日班长：（姓名）

小组成

员名单

姓　名 座　号 承担任务 自我评价 小组评价

表Ⅱ２　组际活动评价表

活动课题：　　　　　　　　　　

班级：初二（　　）

时间：２０　　　年　　　月　　　日

第　　合作小组 小组成员：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小组代表： 展示形式：（请打钩）１．交流２．幻灯片３．手抄报４．其他

评价内容
等　　级

优　秀 良　好 一　般

紧扣主题

表达清晰

内容丰富

综合评价

竞赛成绩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中学　翁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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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倡导的探究性学习可以这样理解，探究性学习主要是倡导改变学生的学习方

式；探究性学习的目的是使学生体验科学过程与科学方法，理解科学本质，形成一定的科

学探究能力以及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发展创新能力；探究性学习有一定的程序和方

法，但不能八股化。同时，也应该认识到，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观念根深蒂固，倡导探究

性学习谈何容易？探究性学习能力的掌握和态度的确立谈何容易？科学探究能力是逐

步学会的，不可能一蹴而就；科学探究能力不是教会的，而是学会的；科学探究的态度和

科学精神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确立的。教师对此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并通过对自己教

学的不断反思和总结，真正实现课程标准倡导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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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新课程的目标

　　一、初中生物新课程的目标

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全面体现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

初中《标准》明确提出课程总目标是要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生物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

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发展：

获得生物学基本事实、概念、原理和规律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了解并关注这些知识在

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用。

初步具有生物学实验操作的基本技能、一定的科学探究和实践能力，养成科学思维

的习惯。

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义，提高环境保护意识。

初步形成生物学基本观点和科学态度，为确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奠定必要的基

础。在此基础上又提出课程的具体目标，分为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方面。

（一）知识

获得有关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生命活动、生物与环境、生物进化以及生物技术等生物

学基本事实、概念、原理和规律的基础知识。

获得有关人体结构、功能以及卫生保健的知识，促进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发展。

知道生物科学技术在生活、生产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用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能力

正确使用显微镜等生物学实验中常用的工具和仪器，具备一定的实验操作能力。

初步具有搜集和利用课内外的图文资料及其他信息的能力。

初步学会生物科学探究的一般方法，发展学生提出问题、作出假设、制订计划、实施

计划、得出结论、表达和交流的科学探究能力。在科学探究中发展合作能力、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

初步学会运用所学的生物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某些生活、生产或社会实际问题。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了解我国的生物资源状况和生物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培养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增

强振兴祖国和改变祖国面貌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热爱大自然，珍爱生命，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义，提高环境保护意识。

乐于探索生命的奥秘，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定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

关注与生物学有关的社会问题，初步形成主动参与社会决策的意识。

逐步养成良好的生活与卫生习惯，确立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初中《标准》在论述课程性质时强调，义务教育阶段的生物课程是国家统一规定的，

以提高学生生物科学素养为主要目的的必修课程，是科学教育的重要领域之一。这说

明，上述课程目标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生物教育必须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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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课程目标的变化

课程的总体目标虽然仍然是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但是许多方面

发生了质的变化。

（一）知识方面

现行初中《大纲》提出：“初步获得生物的生活习性、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分类、遗传、

进化和生态等基础知识，了解这些知识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和“初步获得人体形态结

构、生理功能和卫生保健的基础知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初中《标准》则较为详细地提出：“获得有关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生命活动、生物与环

境、生物进化以及生物技术等生物学基本事实、概念、原理和规律的基础知识”，“获得有

关人体结构、功能以及卫生保健的知识，促进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发展”，“知道生物科学技

术在生活、生产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用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和《大纲》相比，初中《标准》不仅要求获得“生物的生活习性、形态结构等知识”，还要

求获得“生物技术”等基础知识；不仅要求知道知识的应用，而且要求知道“可能产生的影

响”；不仅提出“促进生理健康发展”还提出“促进心理健康发展”；不仅提出“知道生物科

学技术在生活、生产中的应用”，还提出“在社会发展中的应用”。

这些变化都表明，《标准》比《大纲》更加关注知识的更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学

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充分体现基础教育阶段生物学课程的价值。

（二）能力方面

初中《大纲》要求：能够对生命现象进行观察、记录、整理和报告；能够正确使用生物

实验中常用工具和仪器，具备一定的生物实验操作技能；初步学会科学探究的一般方法，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技能分析和解决一些身边的生物学问题；初步具有进一步获取课本

以外的生物学信息的能力。

初中《标准》则强调学生：正确使用显微镜等生物学实验中常用的工具和仪器，具备

一定的实验操作能力；初步具有搜集和利用课内外的图文资料及其他信息的能力；初步

学会生物科学探究的一般方法，发展学生提出问题、做出假设、制订计划、实施计划、得出

结论、表达和交流的科学探究能力。在科学探究中发展合作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初步学会运用所学的生物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某些生活、生产或社会实际问题。

和《大纲》相比，初中《标准》不仅首次提出“科学探究的一般方法”，而且明确而完整

地提出“科学探究”的内涵，并进一步提出发展合作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不仅要求

“分析和解决一些身边的生物学问题”，而且要求“分析和解决某些生活、生产或社会实际

问题”。

这些变化表明，《标准》比《大纲》更加强调科学探究在生物学教学中不可替代的作

用，力图切实发展科学探究的能力，并以此推动学习方式的改变。同时，《标准》不像《大

纲》那样，仅仅关注学生解决“身边的生物学问题”，仍然未能摆脱学科中心的束缚；《标

准》则强调了学科间的综合，强调了更多地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实际问题。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

初中《大纲》要求学生通过生物课程的学习，形成“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形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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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的意识，增强爱国主义情感”，“乐于探索生命的奥秘，具有一定的

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以及“初步形成生物学的基本观点，受到辩证唯物主义教育，能够

以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命世界”。

初中《标准》将“思想情感”改称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并对课程的“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目标提出具体要求：“了解我国的生物资源状况和生物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培养爱

祖国、爱家乡的情感，增强振兴祖国和改变祖国面貌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热爱大自然，

珍爱生命，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义，提高环境保护意识”，“乐于探索生命的奥秘，

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定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关注与生物学有关的社会问

题，初步形成主动参与社会决策的意识”，“逐步养成良好的生活与卫生习惯，确立积极、

健康的生活态度”等。和《大纲》相比，初中《标准》明确提出“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

义”；明确提出“初步形成主动参与社会决策的意识”；明确提出“确立积极、健康的生活态

度”等。

这些变化表明，《标准》比《大纲》更加强调“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义”的重要

性；突出“主动参与社会决策的意识”，进而发展到“能够运用生物科学知识和观念参与社

会事务的讨论”，这是培养公民素养的重要组成要素，是由基础教育性质决定的；“积极、

健康的生活态度”是学会健康生存的必要前提，是基础教育的目标之一。

学校作为教育的主要途径和形式，无疑有自己的目标。生物课程的教学目标不能简

单地等同于学校的教育目标。生物课程的教学目标包括一节课的教学目标、一个单元的

教学目标、一门课程的总目标和作为学校教育一部分的目标等。许多生物学教师仍然把

教学过程理解为单纯地传授知识或加上培养能力的过程，而忽视了教学是培养人的

过程。

《标准》的突破点之一表现在课程目标通过课程内容而得到落实。新中国成立以

来颁布的《生物教学大纲》试图解决而又未能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构建起课程目

标和课程内容相对统一的体系。课程目标体现了国家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具体

要求，课程内容应该为完成课程目标服务。５０多年来，虽然我国的《生物教学大纲》的

教学目标一直制订得比较全面，不仅包括知识、技能方面的要求，也包括能力、思想道

德、态度等方面的要求，但是，大纲中的教学内容常常仅仅体现为知识和技能方面的要

求。例如，２０００年新初中《大纲》全面而明确地提出了“知识方面、能力方面、思想情感

方面”的教学目标，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明确提出了“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形成保护生

物多样性、保护环境的意识，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的教学目标等；但是，在教学内容方面，

则仅有“鱼类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保护鸟类的多样性”、“保护哺乳动物的多样性”、“保

护生物多样性和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意义”、“保护植被的意义”等知识性内容以及部分实

验和实践活动。如果说上述内容确实能够使学生学习到有关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环

境方面的知识内容的话，那么，其中含有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学目标则明显地缺乏

必要的教学内容的支撑。

初中《标准》则在构建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相对统一的新体系方面迈出探索性的一

步。《标准》将知识要求和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要求都列入课程标准的“具体内容

标准”，真正将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统一于一体。例如，初中《标准》将“科学探究”作为一



《生物学》培训手册
●

３２　　　

●

个一级主题，将能力要求和改变学生学习方式落到实处。又如，初中《标准》在各主题中

分别列入“确立保护生物圈的意识”、“参加绿化家园的活动”、“设计一份营养合理的食

谱”、“关注食品安全”、“拟定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行动计划”、“认同优生优育”、“关注我

国特有的珍稀动植物”、“形成生物进化的基本观点”、“关注生物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未来

的影响”、“养成青春期的卫生保健习惯”、“关注癌症的危害”、“拒绝毒品”、“运用一些急

救的方法”等融知识、技能、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于一体的内容，有利于教学目标的真

正达成。再如，《标准》制定的“热爱大自然，珍爱生命”的课程目标也得到充分体现，初中

《标准》的“具体内容目标”删除了过去教学大纲中较多的解剖动物、采集植物标本的内

容，代之以观察、栽培、饲养、保护动植物的内容，并通过案例的形式，明确而具体地传递

这一信息，例如在“探究影响鼠妇分布的环境因素”案例中，明确提出“活动完成后将鼠妇

放回大自然”。有人认为，在初中生物学教学中将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融为一

体相对困难，倡导探究性学习也比较困难。事实证明只要教师心中有《标准》、有学生，尽

管万事开头难，但也不是“难于上青天”。

初中《标准》就是这样较好地把教学目标规定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要

求有机地进行融合。同时，还强调通过评价方式的改变，保证教学目标全面达成。

生物学新课程的内容及体系

遵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基本精神，在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基础

上，根据初中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教育规律，重视对初中学生进行全面的科学素养教

育，体现国家对学生在生物科学知识和技能、能力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

要求，着眼于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体现义务教育阶段生物课程的普及性、基

础性和发展性。

综合考虑九年义务教育的培养目标、生物学科发展的方向和特点、普通公民的基本

科学素养要求等方面，初中《标准》围绕“人与生物圈”的主线，精选了１０个主题：科学探

究，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生物与环境，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生物圈中的人，动物的运动和

行为，生物的生殖、发育与遗传，生物的多样性，生物技术，健康地生活。

图Ⅱ２　《标准》课程内容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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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科院院士、生物学专家以及中学特级和高级教师组成的审定组，通过审阅和评

定，对《标准》的课程内容及体系评价很高。他们认为是“重大突破”，因为它改变了沿用

多年的以“动物学”、“植物学”和“生理卫生”等学科为中心的课程体系，而是以学生发展

为中心，构建了以“人与生物圈”为主线的课程体系。

（一）初中《标准》确定的课程内容及体系之所以被称为有“重大突破”，表现在多方面。

首先，初中《标准》不再像《大纲》那样，强调学科体系的绝对严密。例如，植物学部分

不再强调植物的形态结构和分类、种子的结构和功能、根的结构和功能、叶的结构和功

能、茎的结构和功能、花的结构和功能、果实的结构和功能、植物的类群（包括藻类、苔藓、

蕨类、裸子植物、被子植物及其分类）等。而是将重点放在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主要包

括绿色植物的一生、绿色开花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绿色植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三部分，植物的类群和分类知识放在“生物的多样性”里。中科院院士及专家们对此评价

也很高，认为“适当降低教学难度，面向全体学生，果断删除过去认为不能不学但对学生

未必非常有用的知识。步子迈得较大，应该肯定”。

其次，６０多年来，虽然我国的生物教学大纲的教学目标一直制定得比较全面，不仅包

括知识、技能方面的要求，也包括能力、思想道德、态度等方面的要求，但是，大纲中的教

学内容常常仅仅体现为知识和技能方面的要求。例如，２０００年新初中《大纲》全面而明确

地提出了“知识方面、能力方面、思想情感方面”的教学目标，特别是明确提出了“热爱大

自然，热爱生命，形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的意识，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的教学目标

等。但是，在教学内容方面，则仅有“鱼类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保护鸟类的多样性”、“保

护哺乳动物的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意义”、“保护植被的意义”

等知识性内容以及部分实验和实践活动。显然，这样的课程内容及体系只能使学生学习

到有关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环境方面的知识，其中含有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学目

标很难完成。

《标准》则在构建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相对统一的新体系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标

准》将知识要求和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要求都列入课程标准的“具体内容标准”，真

正将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统一于一体。

（二）初中《标准》的１０个主题。

１．１０个主题的总体思路。

初中《标准》更关注精心挑选“重要的内容”，认为这是生物科学教育成功的关键所

在。通过摒弃学科体系和构建“人与生物圈”教学新体系的方式，果断删除了许多过去认

为不能不学但对学生未必非常有用的、比较繁琐和难以理解的学科知识。例如，考虑到

原先从原生动物门、腔肠动物门、扁形动物门、线性动物门、环节动物门、软体动物门、节

肢动物门一直讲到脊椎动物的５个纲等多个动物门类，这些门类动物的形态结构和生理

知识非常繁琐，其中很多生理学知识，如各门类动物的消化、呼吸、排泄、循环等，不仅在

各门类之间反复重复，而且和人体生理学知识也有相似之处。因而，《标准》不再单设“动

物学”主题，而是把相关知识融入其他有关的主题中。再如，过去的《大纲》在确定基本实

验技能时，考虑得更多的是该技能是不是生物学科的基本实验技能，而《标准》在确定基

本技能时考虑得更多的是学生掌握这些基本技能对他们成为普通公民有什么价值。因



《生物学》培训手册
●

３４　　　

●

而，不再强调专业化的动植物解剖技能，不再强调专业化的动植物标本采集和制作技

能等。

初中《标准》更关注学生群体全面、和谐、持续的发展，让每个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地

参与学习活动，让每个学生都有展示才华的机会和环境。因而，初中《标准》努力删繁就

简，确定了一个从学科上来说相对较低的基本要求，这是每个学生通过一定的努力都应

达到的。同时，《标准》也有很大的灵活性，倡导对不同的学生实施因材施教，促使每个学

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这样认为，《标准》倡导的是“大众教育”，是“普通公民的素

养教育”，是使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获得发展的教育。

初中《标准》更关注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将“科学探究”列为“具体内容标准”的

一个主题，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使学生能够主动地获取生物科学知识，

体验科学过程与科学方法，理解科学本质，形成一定的科学探究能力以及科学态度和价

值观，发展创新精神。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对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教师应积极提供机会让学生亲自尝试和实践，并将科学探究的内容标准尽可能渗

透到各主题内容的教学活动中。为此，初中《标准》中插入了若干科学探究的案例，提出

了相当数量的具体活动建议（其中许多就是科学探究活动）供教师选用。例如，初中《标

准》提供了“探究影响鼠妇分布的环境因素”、“探究酸雨的危害”、“探究蚂蚁的行为”、“探

究食物保鲜的方法”等案例，也提出“探究种子的萌发条件”、“探究光合作用的条件、原料

和产物”、“探究发生在口腔内的化学消化”、“探究不同食物的热价”等７０项活动建议。

２．内容标准１０个主题的具体分析。

“科学探究”主题：生物课程中的科学探究是学生积极主动地获取生物科学知识、领

悟科学研究方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将科学探究引入义务教育阶段生物课程的内容标

准，是为了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使学生能主动地获取生物科学知识，体验科学过程

与科学方法，形成一定的科学探究能力和科学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创新精神。简言之，科

学探究的内容标准包括理解科学探究和发展科学探究能力两个主要方面。

理解科学探究包括：让学生体验到科学探究是人们获取科学知识、认识世界的重要

途径之一；意识到提出问题是科学探究的基础，解决科学问题常常需要作出假设；意识到

科学探究可以通过观察、实验、调查等多种途径来获得事实和证据；意识到科学探究既需

要观察、实验、调查，又需要进行推理和判断；体会到科学探究需要正确地表达，需要与人

交流和合作等。科学探究能力和对科学探究的理解是在学生探究性学习过程中形成的，

这就需要组织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

发展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包括：提出问题的能力（尝试从日常生活、生产实际或学习中

发现与生物学相关的问题，尝试书面或口头表述这些问题，描述已知科学知识与所发现

问题的冲突所在）；作出假设的能力（运用已有知识，对问题的答案提出可能的设想，估计

假设的可检验性）；制订计划的能力（拟定探究计划，列出所需要的材料与用具，选出控制

变量，设计对照实验）；实施计划的能力（进行观察、调查和实验，搜集数据，评价数据的可

靠性）；得出结论的能力（描述现象，处理数据，得出结论）；表达、交流的能力（撰写探究报

告，交流探究过程和结论）等。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主题：本主题包括：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细胞分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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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形成组织；多细胞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等三个二级主题。考虑到使用显微镜和制作临时

玻片标本等生物学基本技能的重要性，特别提出有关技能的要求。

《标准》认为理解有关细胞的知识是学习生物学知识的基础，学好本主题对学生进一

步学习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标准希望教师尽可能提供机会，引导学生探究动植物细胞

的结构和功能，使学生初步学会显微观察的方法和技能，激发探究的兴趣。

“生物与环境”主题：本主题包括生物的生存依赖一定的环境、生物与环境组成生态

系统、生物圈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共同家园等三个二级主题。《标准》希望学生通过本主

题的学习能够理解：在生物圈中的任何生境中都有多种多样的生物。每种生物都离不开

它们的生活环境，同时，又能适应、影响和改变环境。生物与环境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

系，并形成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

《标准》希望教师能够通过指导学生对一片草地、一个池塘、一块农田等生境的研究，

学习调查和观察的方法，加深对生物与环境关系的认识。让学生了解有关生物生存的环

境条件、生物和生物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等知识，促使学生形成热

爱大自然、爱护生物的情感，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义以及提高环境保护意识，确立

保护生物圈的意识。为此，《标准》提出了“搜集和交流超过调节能力而使生态系统受到

破坏的实例”、“模拟召开‘国际保护生物圈’研讨会”等活动建议。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主题：本主题包括绿色开花植物的一生、绿色植物的生活需

要水和无机盐、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绿色植物对生物圈有重大作用等四个

二级主题。本主题是《标准》确立的“人与生物圈”课程主线中两个最大的主题之一。《标

准》明确提出，绿色植物是生物圈中作用最大的一类生物，它对生物圈的存在和发展起着

决定性作用。绿色植物通过它的生命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为其他生物提供食物和能量，并

对维持生物圈中的碳氧平衡和水循环发挥着重要作用。绿色植物分布广泛，与人类生活

的关系十分密切。和过去《大纲》中的植物学内容明显不同的是，“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不再是过去的学科化的“植物学”，而是把“植物”放在生物圈中考虑，因而侧重点不再是

植物的形态结构和分类知识。从四个二级主题可以看出，《标准》希望学生通过体验一种

常见植物的栽培过程了解有关植物一生的简要过程和必备知识、技能等。本主题的重点

在于让学生通过学习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等生理功能，理解植物在生物圈中的重

要作用。

《标准》强调，高等绿色植物中的粮食作物、蔬菜、瓜果、花卉等都是人类种植栽培的

主要对象，在它们的生活中有许多适合学生观察、探究的内容，教师应积极组织学生开展

各种探究活动，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这部分教学活动非常丰富多彩，教学资源充分，教师可以创造性地设计活动，在开展这些

和高等绿色植物有关的活动时，将培养学生爱护植物、保护环境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落

到实处。

“生物圈中的人”主题：本主题包括：人的食物来源于环境、人体生命活动的能量供

给、人体代谢废物的排出、人体通过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调节生命活动、人是生物圈中

的一员等五个二级主题。本主题也是《标准》确立的“人与生物圈”课程主线中两个最大

的主题之一。设立和重视这一主题的目的是使学生理解：人类的活动对生物圈有重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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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人从生物圈中摄取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以满足自身对物质和能量的需求；人吸收的

营养物质需要经循环系统运送到身体的各种组织、器官，人体产生的废物也需通过循环

系统、呼吸系统和泌尿系统等的协调活动排出体外；人的各种活动受神经系统和内分泌

系统的调节；人体结构和生理的知识对学生理解人体结构和功能相互适应的关系，理解

人的各种生命活动，自觉养成卫生习惯具有重要作用。和过去《大纲》中规定的“人体生

理卫生”课程内容不同，《标准》不仅重视有关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和卫生保健等内容，

这对学生了解自身、学会健康生存很重要，还非常重视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

《标准》将“设计一份营养合理的食谱”、“关注食品安全”、“举例说明人对生物圈的影响”、

“拟定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行动计划”明确列入“具体内容标准”，并通过“模拟血型鉴定”

和“探讨我国人口增长的趋势”等两个案例，提倡义务献血和关注我国人口增长将会造成

的后果等，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落到实处。

《标准》希望教师从生物圈的高度，引导学生开展人和生物圈关系的多种探究活动，

认识人类依赖的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都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意识到生物圈中的人对生

物圈具有的责任。

“动物的运动和行为”主题：考虑到“动物运动”的知识对学生认识动物的本质特征非

常重要，“动物行为”的内容是目前生物学研究中的一个十分活跃的领域，与人类的生活

和生产关系密切，而且，“动物的运动和行为”的内容很难包容在《标准》中的其他主题中，

因而单列一个一级主题。由于有关动物的形态结构和生理的内容和人的相关内容有许

多相似之处，《标准》没有像《大纲》那样比较详细地讲述各类动物的形态结构和生理的内

容，而是将有关动物的知识作了较大的删减。保留下来的内容中有关动物生殖、发育和

遗传的内容放在“生物的生殖、发育与遗传”部分，有关动物细胞和组织等内容放在“生物

体的结构层次”部分，有关动物和环境关系的内容融入“生物和环境”部分，有关动物多样

性的内容融入“生物的多样性”部分。

《标准》强调教师应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理解结构和功能的统一性，注意引导学生

到周围环境中去观察动物的运动和行为，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学习兴趣。

“生物的生殖、发育与遗传”主题：本主题包括“人的生殖和发育”、“动物的生殖和发

育”、“植物的生殖”、“生物的遗传和变异”四个二级主题。生物的生殖、发育和遗传是生

命的基本特征。植物、动物和人通过生殖和遗传维持种族的延续。人的生殖、发育和遗

传的基本知识，对于学生认识自我、健康地生活和认同优生优育等具有重要作用。学习

动植物的生殖、发育和遗传的基本知识，以及遗传育种在生产实践中应用的知识，有助于

学生认识生物科学技术在生活、生产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标准》特别重视人的生殖、

发育与遗传的内容，表现在：由于中学生性发育的提前，人的生殖发育内容在编写教科书

的时候应该尽可能提前；动物的生殖和发育内容则侧重介绍昆虫、两栖动物和鸟的生殖

和发育内容；植物的生殖内容也仅涉及植物的无性生殖、营养生殖和有性生殖等；“生物

的遗传和变异”内容主要以人鸟的生殖和发育内容；植物的生殖内容也仅涉及植物的无

性生殖、营养生殖和有性生殖等；“生物的遗传和变异”内容主要以人的遗传和变异内容

为主。

《标准》希望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动物的生殖与发育过程、开展植物嫁接和扦插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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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强调教师应指导学生开展诸如禁止近亲结婚等有关伦理观和价值观等问题的讨

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关注自身的生殖健康，认同优生优育。对于这类和学生生活、

身体有关的主题，学生其实非常关注。如果广大教师认真对待，积极引导，将会产生良好

的教学效果。

“生物的多样性”主题：这是“人与生物圈”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球上的生

物是多种多样的。依据一定的标准，各种生物可分成不同的类群。考虑到保护生物多样

性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标准》改变了《大纲》处理生物分类内容的惯用

做法，把生物分类的内容提高到生物多样性的高度加以审视。

《标准》明确建议通过开展搜集和交流有关生物资源保护的法规、搜集和交流珍稀动

植物的照片及相关资料等活动，“关注我国特有的珍稀动植物”，“说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重要意义”，帮助学生领悟各类生物和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并积极参与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活动。生物多样性是生物进化的结果，生命的起源和生物的进化是生物科学研究的重

要领域。以自然选择学说为核心的生物进化理论，解释了生物进化和发展的原因。这对

学生形成生物进化的观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具有重要意义。

“生物技术”主题：鉴于认识和理解有关生物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十分重要，而

现代生物技术方面的知识难度较大，该主题仅包括“日常生活中的生物技术”、“现代生物

技术”两个二级主题。“日常生活中的生物技术”主要要求通过“练习制作面酱或酸奶等

发酵食品”的活动，了解发酵技术在食品制作中的作用；通过“探究食品保鲜方法”等活

动，说明食品的腐败原因和运用食品保鲜的一般方法；《标准》对难度较大的“现代生物技

术”部分仅要求学生能够举例说出克隆技术的应用，举例说出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关注生

物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未来的影响。

《标准》建议教师应从生活中的生物技术着手，通过各种实验和实践活动，丰富学生

对生物技术的感性认识；以多种方式向学生提供丰富的信息，帮助学生理解生物技术的

作用；鼓励学生自主搜集资料、分析生物技术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为学生参与有关的社会

决策打下一定的基础。

“健康地生活”主题：设立这一主题的目的是学会生存首先就是学会健康地生活，而

使学生“获得有关人体结构、功能以及卫生保健的知识，促进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发展，逐

步养成良好的生活与卫生习惯，确立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等是生物学课程的重要目

标。《标准》规定了有关青春期生理和保健、传染病和免疫、医药常识等课程内容，认为这

对学会健康地生活有重要意义。

《标准》希望教师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创设学习情境，或让学生自己提出探究的课题

开展学习活动，如通过调查研究或实验，认识吸烟、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和行为有损自身

或他人的健康，以及吸毒对自身、他人和社会的危害；通过关注癌症包括青少年发病率比

较高的白血病；关注老年人易患的心血管病以及流行趋势加快的艾滋病；学习基本的医

药常识等，形成关心社会、关心他人以及自珍自爱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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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教科书简介和教学建议

教材编写组成员介绍

主编简介

汪忠，男，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国家教育部《生物课程标准》研制和修订项目核心成员。主编有《生物课程标准解

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生物科学与实践》（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学生物科技

活动》（科学技术出版社）、《生物奥林匹克竞赛题典》（吉林教育出版社）、《新编生物学教

学法》（兰州大学出版社）、《生命科学精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生物新课程教学论》（高

等教育出版社）、《初中生物新课程案例与评析》（高等教育出版社）等４０余部教材和著

作；撰写了“跨世纪初中生物学课程和教学内容改革与实践”、“提高中学生物学科技活动

的思考”、“《生物课程标准》和《生物教学大纲》的比较”等３０余篇论文。

主要编写队伍简介

汪　忠　南京师范大学　三级教授

许晓风　南京师范大学　三级教授

吴国荣　南京师范大学　四级教授

李　伟　南京晓庄学院　四级教授

李朝晖　南京晓庄学院　四级教授

虞蔚岩　南京晓庄学院　四级教授

王苏豫　南京市金陵中学　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

郄银东　南京市第２９中学　中学特级教师

岑　芳　南京市教研室　中学特级教师

谢桂喜　江苏省镇江中学　中学特级教师

王小平　南京晓庄学院　副教授

李能国　常州市教研室　中学高级教师

许海云　盐城市教研室　中学高级教师

梁　平　南京市１８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

万　勤　南京市金陵汇文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

孙传友　南京市红山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

高　?　南京师范大学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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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生物学》（苏教版）教科书简介

　　一、编写指导思想

１．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标准》的基本思想

为根本的编写指导思想。全面体现课程标准提出的基本理念、课程目标、内容标准、教材

编写建议等。

２．综合考虑初中学生发展的需要、社会需求和生物科学发展三方面，妥善解决初中

生物学教材的基础性和先进性、学术性和实用性、统一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

３．教材的内容体系要改变生物学的学科体系，教材呈现方式要有利于根本转变学生

的学习方式；评价要重视三维目标的全面评价。

４．继承和发扬我国初中生物学教材编著的经验和成果，总结《生物学》（苏教版）教材

的利与弊，形成更具特色的苏教版教材。

　　二、修订目标

（一）体现《标准》的课程理念

中国科学院院士无机化学家王夔曾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理科教育与科技进步之间的

矛盾：科技进步要求创新，而传统教育是以知识积累为主的；科技进步要求多样化，而传

统教育教给学生的和要求学生接受的是单一的，而且是统一的观点和理论；科技进步日

益依赖多学科、多方面、多途径的综合研究，而传统理科教育体系导致学习领域狭窄；科

学进步要求动态思维和适应不断变化的问题和不断更新的工作方法，而传统教育强调巩

固的、万无一失的常规方法……

教科书的编写不是知识（好比砖块和水泥）的简单堆砌，而是“知识大厦”的设计和施

工，在这一“知识大厦”中，课程理念好比钢筋。努力体现《标准》理念就能有效解决目前

教育上的这些矛盾。

（二）落实《标准》的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是教学的起点和终点，落实课程目标是素质教育的追求。课程目标体现为

课程的具体内容，落实课程目标就要完成这些具体内容。本次修订通过全面核实课程内

容，真正落实课程目标。

（三）编著有特色的义务教育阶段生物学教科书

义务教育阶段的生物学教科书应该是面向全体初中学生的教科书，但由于我国地域

辽阔，无论从师资力量、教学设备、教学经费以及学生小学阶段的学习基础等方面，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差异十分显著。这些差异对教科书中文字描述的详略、图片或图群的

构思、实践活动的数量、所需仪器设备、活动方案的设计以及练习题的难易等都会有一定

影响。

我们认为修订后的教科书，文字应比较精炼、图片或图群应比较丰富、实践活动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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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因材施教应比较重视等。教科书修订后，希望通过努力使教科书具有以下特色：

１．教科书的高适切性

教学内容在完全符合《标准》的基础上，使本教科书的适切性得到逐步提高。高适切

性主要体现在：

一是在教科书的正文中应按课程标准的要求切实降低难度，完成课程标准的提出的

基本的教学目标。让学生不仅学到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也能在能力培养和情感形成方

面获得发展。

二是“因材施教”应该在教科书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的求学需

要。《标准》提出的“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提出了全体学生通过努力都应达到的基本要

求，同时也有较大的灵活性，可以适应不同学校的条件和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实现因材

施教，以促进每个学生的充分发展”。

例：关注学生的生活经验，包括一些可能错误的经验。学生通常认为他们平时吃的

水果都是果实。教材在讲述果实结构的内容和花发育为果实的内容时，考虑到“真果”与

“假果”的知识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花的各部分结构如何发育为果实的各部分结构。

但为减轻学生学习难度，仍然没有将“真果”与“假果”这部分内容放在正文中讲述。但针

对许多学生错误的生活经验并正确理解花和果实的知识，教科书把相关内容放在课外阅

读中讲述，而且采用图片直观地体现苹果为什么是假果，以满足学生自主学习的需求。

为保证教材的科学性，教材正文采用典型的果实———花生为观察材料学习果实的结构等

知识，而不是采用苹果等假果为观察材料等。

例：教科书的思考题分“自我评价”和“思维拓展”两部分，前者为基本要求，后者为因

材施教的要求。教科书中的“课外探究”和“课外阅读”等也都是在完成基本要求的基础

上，为因材施教而设置的。

２．教科书的高实践性

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因此

初中生物学实验、实践活动是生物学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实验教学的成功与否与教师的

课前设计、准备以及教师的实验教学技能密切相关。例如，生物学实验课前的预实验和

选择、培养生物材料、把握实验条件等从技术上对教师的要求非常高。这也是许多教师

不愿做实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因为实验、实践活动的目标包括知识、能力和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等多个维度，而课堂教学难以完成的探究能力和情感目标在实验、实践活动

中能够得到更好的落实。一些学校的教师常常抱怨实验效果不好（如反映鼠妇实验效果

不明显），材料准备有季节性偏差（如反映学习花的内容时桃花已经凋谢），仪器设备老化

（如显微镜的镜头发霉影响观察效果）等，这些都有待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和转变对实验、

实践教学意义的认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做实验，教科书也不能因此而减少编排应做

的实验。所以按照课程标准有关“提高科学素养”和“倡导探究性学习”课程理念的要求，

教科书的编写应该更加积极倡导和适当增加实验、实践活动。

　　三、修订后的基本框架

《标准》与《标准（实验稿）》相比，在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的具体内容要求上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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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的变化，因此，《生物学》（苏教版）教科书在修订中，教科书的基本框架、整体结构、

章节分布方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生物学》教科书分为四册，分别是七年级上册、七年级下册、八年级上册和八年级下

册，共计１０个单元、２６章。

１０个单元的内容主要包括：探索生命的奥秘，生物体的结构和层次，生物圈中的绿色

植物，生物圈中的人，生物的生殖、发育和遗传，健康地生活，动物的运动和行为，生物的

多样性，生物与环境，生物技术。

七年级上册的第一单元、第二单元、第三单元为四册教科书的学习根基，是学习其他

单元的基础。例如，在七年级上册三个单元的基础上逐步引出第四单元“生物圈中的人”

的内容，形成七年级下册；在七年级的基础上又逐步引出第五单元“生物的生殖、发育和

遗传”，第六单元“动物的运动和行为”以及第七单元“健康地生活”，组成八年级上册；在

这些基础上又逐步引出第八单元“生物技术”、第九单元“生物与环境”、第十单元“生物的

多样性”组成八年级下册。第十单元为统整单元，也为体现“人与生物圈”的课程主线，为

实现课程目标画上完美的句号。

　　四、编写体例

教材编写体例体现了课程标准倡导的课程理念，主要包括：

册　（共四册）

　　单元（含单元的简介）　共１０单元，基本对应《标准》的十个一级主题。

　　　　章　（含章的目标、章的小结）　共计２６章。

　　　　　　节　（含节的教学目标、正文等）。

教科书以“节”为基本教学单位：

每“节”的教学一般为１课时，也有的为２课时、３课时等，通常包括：

１．课题名称：

每节有一个课题名称。例如，“细胞分裂与分化”、“植物的呼吸作用”等。

２．情境引入：

在节的开头的左侧提出本节的几项教学目标，在右侧通过配以１幅情境照片，激发

兴趣，引入课题。

例如，“探索生命的器具”一节的开头提出了“说出显微镜的基本结构与作用”、“识别

几种常用的探究器具，并说出其用途”、“使用显微镜和制作临时玻片标本”几项教学目

标，并在右侧配了一幅“一位女生正在用放大镜观察铁线蕨”的照片，引导学生了解探索

生命需要用放大镜等有关器具。

３．课内部分：包括正文和若干栏目。

（１）教学正文：

包括文字和图片（图群）。在学生活动的前或后，配以精炼的指导性语言或生动活泼

的图片或图群，将概念或学生活动得到的结论提升为生物科学的理论知识，并进一步拓

宽学生的视野，密切理论和社会、实践的联系。

（２）活动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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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阅读、调查、游戏栏目：引导学生形成分析、处理资料和合作交流的能力，自主

学习新知识。

例如，讨论：青春期的心理发育；阅读：短文《袁隆平和杂交水稻》；调查：中学生近视

的成因及对策等。

探究栏目：让学生亲身经历科学探究的过程，尝试提出问题与假设，设计与实验，交

流与合作，结论与反思等。

例如，探究：影响鼠妇分布的非生物因素；探究：食物在口腔内的化学性消化；探究：

种子萌发需要的外界条件等。

实验（实习）、观察栏目：让学生在“做中学”，即通过验证性实验等操作活动学习新

知识。

例如，实验：绿叶在光下产生淀粉；观察：心脏的结构；实习：测定学习时间等。

思考栏目：为体现《标准》提出的“因材施教”的思想，练习题分为“自我评价”和“思维

拓展”两类。前者为课程标准提出的基本要求，后者为学有余力的学生自我发展提供素

材。这也为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教师搭建根据学生情况自主选用的平台。本栏目很关

注设计引导学生建立应有的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问题，以及考查学生能力的问题。

４．课外部分：包括“课外探究”、“课外阅读”两部分。

（１）课外探究：每一节都设有一项“课外探究”的活动，引导学生课后进一步在力所能

及的情况下积极探究学习。本栏目并不作强行要求，旨在因材施教。

（２）课外阅读：每一节都安排一段阅读材料，目的是反映现代生物科学的迅猛发展，

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联系生产实践，激发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的视野，以及拓展课内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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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生物学》（苏教版）教科书修订的具体内容及修订说明

　　一、体现《标准》的修订内容

１．《标准》的修订内容和七年级教科书相应的修订变化主要体现在：

（１）降低部分具体内容要求：

《标准》的修订内容 教科书相应的修订变化

１

“科学探究”主题：在发展科学探究能力方面，将“实施计

划”中的“评价证据、数据”改为“尝试评价证据、数据”，

适当地降低了对学生的能力要求。出于同样的考虑，将

“表达交流”中的“撰写探究报告”改为“写出探究报告”。

教科书的相关描述全部按照课程标准的

要求发生相应变化。

２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主题：原“说明显微镜的基本构造

和作用”的要求提得比较高，这意味着不仅要求学生能

“说出”显微镜的基本构造和作用，还要能从光学和成像

原理的角度加以说明。修订后改为“说出显微镜的基本

构造和作用”，显然比较适合初中学生的实际水平。

已改变要求为“说出显微镜的基本构造

和作用”。

（２）增加部分具体内容：

《标准》的修订内容 教科书相应的修订变化

１

《标准》与《标准（实验稿）》相比较，“生物多样性”主题

的变化包括具体内容增加了“苔藓植物”、“腔肠动物”、

“扁形动物”、“线形动物”、“软体动物”、“两栖类”、“爬

行类”的主要特征以及它们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将在八年级下的教科书中按照要求进行

修订，将增加有关“苔藓植物”、“腔肠动

物”、“扁形动物”、“线形动物”、“软体动

物”、“两栖类”、“爬行类”的主要特征以

及它们与人类生活的关系的内容。

（３）修订、删除或添加部分活动建议

《标准》的修订内容 教科书相应的修订变化

１

“生物圈中的人”主题：对应于“概述人体神经调节的基

本方式”具体内容，原“探究某种动物条件反射的形成

过程”活动建议改为“观察人或动物的某些反射活动，

说明其意义”。

教科书原本就是安排观察狗的条件反射

的形成过程。

２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主题：对应于“说明绿色植物的

生活需要水和无机盐”具体内容，增加了“为班级或家

庭中的植物浇水、施肥”活动建议。活动与日常生活相

联系，增加这一活动不会增加学生的负担，而活动实施

目的更多地体现在“关爱班级”、“关爱家庭”、“关爱植

物”等情感目标上。

原本就有相关的活动。

课外探究：与你的家人或同学一起，在不

同的肥料条件下，栽种几株番茄。定时

观察和记录它们的生长发育情况等。

３

“生物的生殖、发育与遗传”主题：对应于“描述鸟的生

殖和发育过程”具体内容，原“有条件的地方组织学生

参观养鸡场，了解鸡的产卵、孵化过程”被删除，原因主

要是养鸡场的防疫要求不允许该活动的开展。

原本就没有这样的参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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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删除了部分实例

《标准》的修订内容 教科书相应的修订变化

１
删除了“制作小肠壁结构的模型”教学实例中制作小肠

结构模型。
原本就已经删除了这样的活动。

（５）增加了５０个重要概念

《标准》的修订内容 教科书相应的修订变化

１

大多数增加的“重要概念”与后面的２级主题中的具体

内容要求没有明显的不同。基本上是下列２级主题中

的概念的综合。

教科书在修订时，将所有“重要概念”分

别归纳到每个章的要求中，替代了原教

科书的章的“目标”，目的是强化课程标

准的“重要概念”，体现课程标准“关注重

要概念的学习”的基本思想。

２

关注到在第１０个一级主题“健康地生活”中提出的“青

春期生理和心理均出现一系列变化，青春期的生理、心

理健康状态影响青少年的成长”的“重要概念”，和原本

的二级主题中的“描述青春期的发育特点”和“养成青

春期的卫生保健习惯”的要求相比，对青春期的“心理

出现一系列变化”和“心理健康”的要求明确了，表示课

程标准对“心理变化和心理健康”的特别关注。

修订时适当地增加了有关内容，如增加

了“青春期的心理发育”的讨论活动，并

增加了一小段文字简单地加以阐述。

　　２．《标准》的修订内容和八年级修订变化主要体现在：

（１）降低部分具体内容要求：

课程标准的修订内容 教科书相应的修订变化

１

“生物与环境”主题：原“解释某些有害物质会通过食物

链不断积累”的要求提的比较高，改为“举例说出某些

有害物质会通过食物链不断积累”。原要求属于理解

水平，现要求明显减轻了学生的负担。

八年级上的教科书中按照要求进行了

修订。

仅以ＤＤＴ为例说出通过食物链富集为

８３０万倍

２

“生物多样性”主题：原“形成生物进化的基本观点”的

要求提的比较高，改为“认同生物进化的基本观点”，这

就使原先要求达到“领悟水平”的高级的情感目标要

求，变为“反应水平”的中级情感目标要求。

八年级下的教科书中按照要求进行修

订。降低了基本要求。

（２）增加部分具体内容：

课程标准的修订内容 教科书相应的修订变化

１

《标准》与《标准（实验稿）》相比较，“生物多样性”主题

的变化包括具体内容增加了“苔藓植物”、“腔肠动物”、

“扁形动物”、“线形动物”、“软体动物”、“两栖类”、“爬

行类”的主要特征以及它们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八年级上的教科书中按照要求进行修

订，增加了有关“苔藓植物”、“腔肠动

物”、“扁形动物”、“线形动物”、“软体动

物”、“两栖类”、“爬行类”的主要特征以

及它们与人类生活的关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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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修订、删除或添加部分活动建议

课程标准的修订内容 教科书相应的修订变化

１

“生物的生殖、发育与遗传”主题：对应于“描述鸟的生

殖和发育过程”具体内容，原“有条件的地方组织学生

参观养鸡场，了解鸡的产卵、孵化过程”被删除，原因主

要是养鸡场的防疫要求不允许该活动的开展。

在八上原本就没有这样的参观活动。

（４）增加了５０个重要概念

课程标准的修订内容 教科书相应的修订变化

１

大多数增加的“重要概念”与后面的２级主题中的具体

内容要求没有明显的不同。基本上是下列２级主题中

的概念的综合。

和七上、七下一样，仍将所有“重要概念”

分别归纳到每个章的要求中，替代了原

教科书的章的“目标”，体现课程标准“关

注重要概念的学习”的基本思想。

（见每章的章头图片下“本章重要概念”）

（５）增加了

课程标准的修订内容 教科书相应的修订变化

１ 增加了“检测学生知识目标的达成 ”评价建议

本教科书一直很重视纸笔测验等评价方

式，但同样也很注意降低思考题的难度，

并关注对能力和情感目标的评价力度。

　　二、教材难度的变化

在修订过程中，按照《标准》的要求，在全面审视了所有教学目标和具体内容要求的

基础上，尽可能地降低教学难度。降低难度的修订思想体现在教科书的字里行间。

１．七年级教材修订部分实例：

根　据 修　订　案　例

１

尊重教学

第一线的

反馈信息

例：对原教材七上第一章第一节“认识周围的生物”中的“说出生物的名称”讨论活动

中原先想让学生认识一些生物包括部分珍稀生物，所以举了１２种生物，其中包括常

见的生物和珍稀的生物。教学一线的中学教师反应１２种生物中有些不太常见，教学

有难度。我们非常重视来自一线教师的意见，现改为其中较为常见的６种生物：蜗

牛、家蚕、鲫鱼和番茄、葫芦、玉米。这样既能逐步引出，“我国是世界上生物资源最丰

富的国家之一”和“每种生物与我们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们应该关爱它们”的

观点，又能降低教学难度。我国的珍稀生物以后逐步出现在教材中。

２

尊重教学

第一线的

反馈信息

例：对原教材第６９页上的“茎的横切面”结构示意图，为简化知识仅提到“树皮”、“形

成层”、“木质部”和“髓”几部分，主要是让学生了解木本植物的茎的大体结构。但不

少教师反映木质部外侧颜色较淡的应该是韧皮部（其实是木质部的边材），内侧颜色

较深的部分是木质部（其实是木质部的心材）。本次修订重新换图，避免教师认错，尊

重教学第一线的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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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修　订　案　例

３

注重比较

初、高中

课 程 标

准，准确

把握教学

难度

例：初中《标准》的具体内容为“概述人体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高中课程标准的具体

内容为“概述人体神经调节的结构基础和调节过程”。因此，《生物学》七下“神经调

节”内容时，在正文中仅讲“调节方式为反射”，不讲“调节的结构基础———反射弧”，以

降低教学难度。在课外阅读中再介绍“反射弧”的简要知识，以满足因材施教的需要。

４
减少名词

概念

例：原七上第一章第一节的课外阅读“关爱生物”中谈到红豆杉，红豆杉直到不久前才

被发现有抗癌作用，因而要关爱各种生物。文中原先有红豆杉的插图，因为裸子植物

的“果实”不能称为“果实”，为保证科学性，又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插图中特意注字

说“红豆杉的生殖性枝条”，以避免更深的概念。本次修改，更进一步避免出现“生殖

性枝条”，更换了插图，仅图注为“红豆杉”，减轻学生阅读的难度。

５
减少名词

概念

例：原七下教科书中有“脊神经”和“脑神经”的概念。修订时完全删除这些概念。减

少概念，降低难度。

６
减少名词

概念

例：原教科书提及“肾小囊（或肾）的滤过作用”和“肾小管的重吸收作用”等名词概念，

有一定难度。现在减少名词概念，改为用描述性的语言表示，仅说“血液中的其他成

分能透过薄薄的肾小球毛细血管壁和肾小囊壁滤过到肾小囊内，形成肾小囊内液（原

尿）。”和“……原尿流经肾小管时，这些物质会被重新吸收进入毛细血管。”这样就既

保留了课程标准要求的“概述尿液的形成和排除过程”的较高要求，又避免了２个概

念，降低了学习难度。

７
减少名词

概念

例：原教材七上“呼吸作用原理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中提到“环境中的温度、氧气和

植物细胞的含水量，都会影响植物呼吸作用的强度。”这里其实涉及一个“呼吸作用强

度”的概念。学生理解有一定困难。现改为“环境中的温度、氧气和植物细胞的含水

量，都会影响植物的呼吸作用。”少出一个概念，对学生理解呼吸作用原理在生产上的

应用没有影响，但降低了教和学的难度。

８
降低目标

要求

例：原教材七上第１０８页“讨论校园绿化设计方案”的活动，“设计”的要求属于“知识

性目标”中的最高层次的“应用水平”，难度很大。根据课程标准“参加绿化家园的活

动”具体目标，应属于“情感性目标”中的最低要求“经历水平”。所以，该活动中有关

“设计绿化方案”的阐述均改为“参与绿化活动”、“提出绿化方案”，降低教与学的难

度，符合初中学生的实际水平。

９
降低目标

要求

例：原教材七上“第五章第一节植物种子的萌发”教学目标有“描述植物种子的结构；

分析植物种子萌发需要的外界条件；描述植物种子萌发的过程；体验一种常见植物种

子的栽培过程”四项。其中“分析植物种子萌发需要的外界条件”的“分析”为知识性

目标中的最高层次，难度很大。现将原先的两条改为“说出植物种子萌发的过程及其

萌发需要的外界条件”，降低了难度。其实学生这时要能分析所需外界条件确实很

难，如这时还没有学习呼吸作用，很难说明为什么需要氧等。再例如，学生更难分析

说明植物种子萌发为什么有的需要光，有的不需要光。只能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通

过探究活动说出种子萌发需要水、氧和温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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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修　订　案　例

１０
降低目标

要求

例：原教材七下第九章第二节“人体的消化与吸收”中有“物理性消化”和“化学性消

化”的概念，这样编写可能学术性更强，有助于教师的“教”，也体现了课程标准“探究

发生在口腔内的化学消化”的基本要求。但肯定会增加学生学的难度。修订时按照

课程标准的要求，保留了“化学性消化”（与此对应就有“物理性消化”）内容，但适当弱

化了这一内容要求，在后面具体阐述蛋白质、淀粉和脂肪的消化过程时，不再强调分

别发生的物理性和化学系消化过程，改为仅提内容（如口腔的咀嚼、牙齿的磨碎、舌的

搅拌吞咽等，这是学生的生活经验可以理解的），以减低学生学习的难度，也符合课程

标准的要求。

１１
降低目标

要求

例：原教材第九章第一节“人体需要的主要营养物质”，原要求“举例说明人体需要的

主要营养物质”高于课程标准“说出人体需要的主要营养物质”的要求，现改为与课程

标准一致的“说出蛋白质、糖类、脂肪和维生素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和“说出水和

无机盐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两项难度较低的教学要求。相应地将探究“常见食物

的营养成分”活动中的“分析盒装或袋装食物的营养成分和生产原料等”的探究目标

降低为“说出盒装或袋装食物的营养成分和生产原料等”，更能体现该活动的真正目

标，就是要让学生能够学会“说出”包装袋上的各种营养信息，学会健康地生活。

１２
降低目标

要求

例：原七下第４３页“全国无偿献血占临床用血比例”的图文，虽然情感目标比较好。

但图上的数据很复杂，学生理解有困难。本次修订删除改图，仅用少量文字和数据代

替。降低了教学要求。

１３
降低目标

要求

例：原七下第６５页“人的体温是如何保持相对稳定的”课外阅读材料，由于还没有学

习激素调节和神经调节的内容，这里讲体温恒定的内容不能让学生真正理解和讲述

清楚。为降低阅读内容的难度，改为“人的体温是”，简单地介绍人体温度分为体核温

度和体表温度，而人的体温是指体核温度。帮助学生理解课文中测量体温为什么直

肠温度最接近人的体温。

１４
降低目标

要求

例：原七下第７３页“居住地人粪尿的处理方法”调查活动，在课程标准中虽然没有明

确的要求，但它和“举例说明人对生物圈的影响”的目标以及“调查人类活动破坏或改

善生态环境的实例”的活动建议有关。该活动难度较大主要体现在调查人粪尿处理

部门有困难。现改为“为什么要对人粪尿进行处理”的讨论活动，通过提供一定量的

信息，让学生说出人粪尿处理的原因。这样既大大降低了活动的难度，又能对学生以

后理解“人对生物圈的影响”有帮助。

１５
降低目标

要求

例：原七下第３３页“设计营养合理的一日食谱”的活动。因为要求为“设计”，难度较

大。修订时改为“讨论营养合理的一日食谱”的活动，降低目标难度。

１６
降低目标

要求

例：原七下第１１３页“中国人口增长”的活动。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几次人口数据

是全中国的人口数据，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六次人口普查是大陆的人口普查数据，还

需要加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人口数据，相对比较复杂，而且描述也容易出现数据

不准确的科学性错误。本次修订时删除了１９４９年前的人口数据，仅让学生分析大陆

的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因为六次大陆普查人口时间和中国台湾等地的人口普查的时

间不一定吻合，容易发生数据错误），并画出人口变化曲线图。这样既能保证数据的

科学性，又可以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当然，为渗透核心价值观，在紧接着的“课外阅

读”：“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部分数据”中纳入香港、台湾、澳门的人口数据，体现台

湾、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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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根　据 修　订　案　例

１７
降低目标

要求

例：生物科学有其严密的知识体系，有些知识的讲授有赖于另一些知识的铺垫。在修

订中采用课内、外相结合的方法，降低课内学习的难度。

如关于维生素的知识，某种维生素的缺乏症的知识与病因（原理）是有关的，但如

果课内又要学习缺乏症、又要学习病因（原理），那就增加了难度。修订时在课内仅讲

缺乏症（如缺维生素Ａ会患夜盲症），“课外阅读”与之对应，介绍维生素的种类和作

用，帮助学生理解为什么缺乏某种维生素会患某种疾病是与该种维生素的作用有

关的。

如按照《标准》中“概述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的要求，课内仅讲授“基本方式是反

射”、“反射分为条件反射和非条件反射”等，而把“反射弧”的内容放在“课外阅读”中。

如原教科书“行动起来，保护生物圈”中不仅讲授垃圾分类，还讲授生活垃圾处理

的三种方法，现在把“生活垃圾处理的三种方法”放在“课外阅读”中。

如教科书在课内仅讲授有关“高血压”的正常数值范围，把测量血压的内容放在

“课外探究”中学习。减少“实习”活动的数量，降低教学难度。

１８

减少活动

项目，降

低 目 标

要求

例：原七上第６１页“根的生长部位”探究活动删除，原因是该活动操作难度比较大，也

与课程标准的重要概念、具体内容要求关系较小。修订后仅做相应的描述，不再开展

活动。

１９

减少活动

项目，降

低 目 标

要求

例：原七下第９５页“探究：手皮肤的触压觉”活动删除，因难度较大被删除。现通过盲

人“阅读”书和公交站牌上的盲文，体现相应的情感目标。

　　２．八年级教材修订部分实例：

根据 修　订　案　例

１

尊重教学

第一线的

反馈信息

例：对原教材八上第１４章第５节“鸟类的生殖与发育”中的“观察：鸡卵的发育过程”

的活动，要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养鸡场，这很难操作；带领学生制作孵化箱孵化鸡卵

虽然可以做，但难度也很大，不现实，更难操作。

尊重一线教师的意见和教学现实，现改为“观察：鸡卵的结构”活动，再配合“鸡卵

的发育过程的图片群”。这样既能逐步引出鸡的胚胎发育内容，又能降低教学难度。

（见修订后八下教科书第２６—２７页）

２

尊重教学

第一线的

反馈信息

强化“重

要概念”

的学习

例：一线教师对于如何向学生教授“发酵”、“传统的发酵技术”和“现代发酵技术”感到

为难，但又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因为，新的《课程标准》提出了“发酵技术利

用了微生物的特性，通过一定的操作过程生产相应的产品”的“重要概念”。而掌握这

一重要概念，必须理解“发酵”、“传统的发酵技术”和“现代的发酵技术”等概念。在初

中阶段，我们认为，只需要让学生知道“发酵”是自然现象；“发酵技术”是利用微生物

的发酵制作或生产产品的技术；而“发酵技术”中的“传统的发酵技术”是指利用微生

物的自然发酵制作或生产产品的发酵技术，“现代发酵技术”则是指在人为控制的条

件下、大规模地制作或生产产品的发酵技术。

为尊重一线教师的意见和教学现实，本次修订以酱油制作为例，先通过图示的方

法简单地讲授“传统的酱油制作过程”，再以图示的方法简单地讲授“现代的酱油制作

过程”，这样既不增加学生的学习难度，又能解决学生对“发酵”简单地、“传统的发酵

技术”和“现代发酵技术”的学习困难。（见修订后八下教科书第６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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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根　据 修　订　案　例

３
降低目标

要求

例：原教材八上第７２页“艾滋病传播途径统计表”，通过比较“２０００年”和“１９８５—

２０００”年的累计数据，还有艾滋病患者与艾滋病携带者的许多数据（有８０个数据），难

度很大。本次修订，一方面引入最新的２０１１年底的国家卫生部公布的数据，一方面

简化数据，仅提出“性传播”、“静脉注射吸毒传播”、“有偿采供血、输血或使用血制品

传播”、“母婴传播”几方面的数据。不仅也能达到理解“传播途径”的教学目的，还大

大降低了学习的难度。（见修订后八下教科书第８８页）

４

准确把握

初中课程

标准，准

确把握教

学难度

例：初中《生物学课程标准》规定了“概述人类的起源和进化”的具体内容，《生物学》教

材专门编写了“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一节。通过“人猿同祖”和“人类进化的主要历程

加以阐述”，并注意把握教学难度，达到课程标准要求的“概述”（较高水平要求）目标。

（见修订后八上教科书第６９—７１页）

５
减少名词

概念

例：根据课程标准的修订要求，增加有关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包括苔藓植物、腔肠动

物、扁形动物、线形动物、软体动物以及两栖类、爬行类等的主要特征以及与人类生活

的关系的内容。在具体编写中，教材没有采用“辐射对称与两侧对称体制”、“原口动

物和后口动物”、“两胚层和三胚层”、“真体腔与假体腔”等学生以前未学习过的名词

概念。同时，教科书仅仅对于数量和种类最多的“昆虫纲的动物特征”和数量、种类第

二多的“软体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加以重点阐述，其他类群的主要特征和与人类

生活的关系仅作简要介绍。这样不但减轻了学习难度，达到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也

减少许多名词概念。（见修订后八上教科书第１—４０页）

６

提高活动

的 可 操

作性

例：原八上教科书中有“参观禁毒展览”的实习活动，由于在各城市或农村很难有这样

的展览，因而活动的可操作性不够。现改为“讨论 吸毒的危害”，让学生去阅读教材

中的一个故事，同时交流其他有关毒品的故事，引导学生拒绝毒品。活动的可操作性

大大提高。（见修订后八下教科书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７
减少名词

概念

例：关于克隆羊多莉的克隆过程的描述，我们突出克隆的本质特征：即体细胞核与去

核卵细胞融合发育成新个体。所以，没有采用大学《细胞学》（如王金发《细胞生物

学》）中的说法，即供体细胞与受体细胞的融合（这样会涉及“电脉冲”等名词），而是采

用大学《普通生物学》（如吴庆余《普通生物学》）的说法，即取出供体细胞核与去核卵

细胞融合的说法。这样既可减少名词，也可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见修订后八下教

科书第７５页）

８
降低学习

难度

例：原教材八下“生物技术的产物和服务”的内容仅由文字描述，学生理解和记忆都比

较困难。新版教材增加“生物技术的应用示意图”，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和记忆有关

的内容。降低了教和学的难度。（见修订后八下教科书第７９页）

９
降低学习

难度

例：原教材八下关于“分类等级与相似程度、亲缘关系”的内容，仅仅是文字描述，学生

学习和理解有困难。新版教材设计了“分类等级与相似程度、亲缘关系示意图”。让

学生在读图的过程中，容易理解相关内容，降低教与学的难度，符合初中学生的理解

水平。（见修订后八上教科书第５页）

１０
减少学习

内容

例：对于脊椎动物中各门类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考虑到会有较多的重复，也可虑

到学生对此也有比较多的生活经验。分类描述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因此，没有分

门别类地进行介绍，而是集中到“哺乳类”之后，专门用一段文字和一幅图集中描述。

这样可以减少学习内容。（见修订后八上教科书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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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修　订　案　例

１１
降低目标

要求

例：原教材八下第２２章第四节“几种病毒的模式图”中有关于几种病毒的电镜照片和

相应的模式图。考虑到学生理解“病毒模式图”大小有困难，本次修订时对“电镜图

片”分别注明放大倍数和观察器具的名称（如扫描电子显微镜等，教材的其他部分也

同样处理）。以减低学生学习的难度，也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见修订后八上教科

书第３８页等）

１２

关注知识

的 衔 接

关系

例：原八下第２２章（第４８页）第四节“神奇的微生物”中先讲“病毒”，再讲“细菌”和

“真菌”的内容。本次作了适当的调整，考虑到生物进化的顺序，先讲细菌，接着讲真

菌，“真核细胞”和“真核生物”，“原核细胞”和“原核生物”；然后再讲“病毒”。这样能

较好地衔接教材的前后内容，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见修订后八上第２７—３５页）

１３

体现关爱

生 命 的

思想

例：八年级涉及遗传病等内容，其中有些内容要涉及遗传病的图片，修订时非常注意

“关爱生命”：对“猫叫综合征”、“先天性唇裂”、“多指（趾）”患者尽量不出照片，只是文

字描述。原教材中的“先天性唇裂”照片在修订时删除，而对原教材中的“先天性智力

障碍”患者的照片也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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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材 目 录

１．第一册教科书主要内容一览表及授课时数分配建议

章　　节 课　　文 活　　动 课时建议

第一单元　探索生命的奥秘

第１章　周围的生物世界

第一节

我们周围的生物

生物的主要种类 讨论：常见生物的名称

生物的生命现象
１课时

第二节

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生物的生存依赖一定的环境 探究：影响鼠妇分布的环境因素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
１课时

第三节

我们身边的生物学

生物学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讨论：生物学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生物学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 阅读：短文《袁隆平和杂交水稻》
１课时

第２章　探索生命

第一节

探索生命的器具

认识显微镜 观察：认识显微镜

使用显微镜 实验：显微镜的使用

其他常用的探究器具

临时玻片标本的制作 实验：制作临时玻片标本

２课时

第二节

探索生命的方法
科学探究的一般方法

探究：蚯蚓在什么样的物体表面

爬得快
１课时

第二单元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

第３章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第一节

植物细胞的结构和

功能

植物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观察：洋葱表皮细胞的结构 １课时

第二节

人和动物细胞的结

构和功能

人和动物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观察：人口腔上皮细胞的结构

细胞核在生物遗传中的重要作用

１课时

第３章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第三节

细胞分裂与分化

细胞分裂
观察：洋葱根尖细胞分裂的基本

过程

细胞分化与组织形成

２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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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节 课　　文 活　　动 课时建议

第４章　生物体的组成

第一节

单细胞生物

单细胞生物的形态结构和生命活

动特点

单细胞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反应 探究：草履虫对刺激的反应

１课时

第二节

多细胞生物体的

组成

多细胞植物体的组成 观察：绿色开花植物体的结构层次

人体的组成
１课时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第５章　绿色植物的一生

第一节

植物种子的萌发

种子的结构 观察：大豆种子的结构

种子萌发需要的外界条件
探究：大豆种子萌发需要的外界

条件

２课时

第二节

植物根的生长

根尖的结构 观察：植物根尖的结构

根的生长
２课时

第三节

植物生长需要水和

无机盐

植物生长需要水
实验：外界溶液浓度影响根毛细

胞吸水

植物生长需要无机盐
讨论：含氮的无机盐对植物生长

的影响

２课时

第四节

植物茎的输导功能

枝芽发育成茎

茎的基本结构 观察：木本植物茎的结构

茎的输导功能 实验：茎的输导功能

２课时

第五节

植物的开花和

结果

开花

花的结构 观察：花的结构

果实的结构 观察：果实的结构

２课时

第６章　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第一节

植物光合作用的

发现

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
讨论：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的

发现
１课时

第二节

植物光合作用的

场所

叶是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 观察：叶片的结构

叶绿体是光合作用的场所 观察：绿叶细胞中的叶绿体
１课时

第三节

植物光合作用的

实质

光合作用产生淀粉 实验：绿叶在光下产生淀粉

光合作用产生氧气 实验：绿叶在光下产生氧气

光合作用需要二氧化碳
讨论：植物的光合作用需要二氧

化碳

３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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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节 课　　文 活　　动 课时建议

第四节

植物的呼吸作用

呼吸作用的实质
实验：植物呼吸作用产生二氧

化碳

呼吸作用的意义

１课时

第五节

光合作用和呼吸作

用原理的应用

光合作用原理在生产实践中的

应用

讨论：温室中二氧化碳浓度的

调控

呼吸作用原理在生产实践中的

应用

１课时

第７章　绿色植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第一节

绿色植物是食物

之源

人类的食物来源于绿色植物
讨论：人类的食物来源于绿色

植物

动物的食物来源于绿色植物

１课时

第二节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

的物质循环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的碳氧平衡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的水循环 实验：绿色植物的蒸腾作用
２课时

第三节

绿化，我们共同的

行动

关注森林

校园绿化设计 讨论：校园绿化方案
２课时

　　２．第二册教科书主要内容一览表及授课时数分配建议

章　　节 课　　文 活　　动 课时建议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

第８章　人的生殖和发育

第一节

精卵结合孕育新的

生命

人生殖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讨论：人生殖系统结构和功能

受精过程 观察：动物的卵子和精子

胚胎发育

２课时

第二节

人的生长发育和青

春期

人的生长发育

青春期发育 讨论：青春期的性发育

青春期卫生 讨论：青春期的心理发育

１课时

第三节

人体概述

人体的主要系统 观察：人体的主要系统

人体系统的功能

讨论：人体长高的原因

实验：骨的特性与骨的成分之间

的关系

１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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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节 课　　文 活　　动 课时建议

第９章　人的食物来自环境

第一节

人体需要的主要营

养物质

食物中的营养成分 探究：常见食物的营养成分

蛋白质、糖类、脂肪、维生素
实验：食物中含有蛋白质、淀粉和

脂肪

水、无机盐 观察：食物中含有无机盐

３课时

第二节

人体的消化与吸收

消化系统的组成 调查：龋齿发生率

食物的消化
探究：食物在口腔内的化学性

消化

营养成分的吸收 观察：小肠结构

２课时

第三节

膳食指南与食品

安全

我国的膳食指南 讨论：营养合理的“一日食谱”

食品安全 调查：食品安全
１课时

第１０章　人体内的物质运输和能量供给

第一节

血液和血型

血液的组成和功能
观察：人血涂片

解读：血常规化验数据

输血和血型 实验：模拟“血型鉴定”

２课时

第二节

人体的血液循环

血管和心脏 观察：心脏的结构

心率和脉搏 探究：运动对心率的影响

人体的血液循环 观察：鱼尾鳍的血液流动

４课时

第三节

人体和外界环境的

气体交换

呼吸系统的组成

呼吸运动

肺活量 实验：测量肺活量

２课时

第四节

人体内的气体交换
人体内的气体交换

探究：呼吸过程中二氧化碳含量

的变化
１课时

第五节

人体能量的供给

人体能量的供给 讨论：人体能量的供给

体温 实习：测量体温
１课时

第１１章　人体内的废物排入环境

第一节

人体泌尿系统的

组成

人体泌尿系统的组成

肾是泌尿系统的主要器官 观察：肾的结构
１课时

第二节

人体废物的排出

尿液的形成和排出 讨论：尿液的组成成分

人体排出废物的处理 讨论：为什么要对人粪尿进行处理
２课时



●
Ⅲ．教科书简介和教学建议 ５５　　　

●

（续　表）

章　　节 课　　文 活　　动 课时建议

第１２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一节

人体的激素调节

人体主要的内分泌腺

甲状腺激素
讨论：甲状腺激素对蝌蚪发育的

影响

胰岛素 调查：糖尿病的危害及发病率

１课时

第二节

人体的神经调节

脊髓和脑 观察：脊髓的结构

反射和反射的类型 实习：膝跳反射

人类特有的条件反射 实习：测定学习时间

睡眠 调查：每天的睡眠时间

２课时

第三节

人体感知信息

眼和视觉 调查：中学生近视的成因及对策

耳和听觉 实习：听力测试

皮肤感觉

４课时

第１３章　人是生物圈中的一员

第一节

关注生物圈———环

境在恶化

人口增长过快 讨论：中国大陆人口的增长趋势

环境问题严峻
探究：模拟酸雨影响植物种子的

萌发

２课时

第二节

保护生物圈———从

自身做起

关注自己的环境保护意识 调查：自我环境保护意识的评价

行动起来，保护生物圈
探究：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必

要性

２课时

　　３．第三册教科书主要内容一览表及授课时数分配建议

章　　节 课　　文 活　　动 课时建议

第５单元　生物的多样性

第１４章　丰富多彩的生物世界

第一节

五彩缤纷的植物

世界

藻类植物

苔藓植物和蕨类植物

种子植物

关注我国的珍稀植物

观察：池塘水中的藻类植物

观察：苔藓植物和蕨类植物及其

生活习性

观察：校园中的裸子植物和被子

植物

３课时

第二节

千姿百态的动物

世界

无脊椎动物

脊椎动物

关注我国的珍稀动物

讨论：软体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观察：昆虫的主要特征

观察：鲫鱼

实习：参加爱鸟周活动

调查：哺乳动物和人类生活的关系

７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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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节 课　　文 活　　动 课时建议

第三节

神奇的微生物

细菌

真菌

病毒

调查：细菌对环境的影响

探究：霉菌生活的环境 ２课时

第四节

生物的分类

生物分类的依据

生物分类的等级
讨论：生物分的类等级 １课时

第１５章　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第一节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的含义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讨论：我国丰富而独特的生物多

样性

调查：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２课时

第二节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艰巨使命

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及其原因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途径
讨论：保护生物多样性 １课时

第１６章　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

第一节

生命的诞生

从原始大气到有机分子

从有机分子到原始细胞

讨论：米勒模拟原始地球条件的

实验
１课时

第二节

生物进化的历程

生物进化的证据

生物进化的主要历程

讨论：马的进化过程

游戏：生物进化的主要历程拼图
１课时

第三节

生物进化的学说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

生物进化学说在发展

探究：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地雀的

进化
１课时

第四节

人类的起源和进化

人猿同祖

人类进化的主要历程
讨论：人与猿的关系 １课时

第６单元　动物的运动和行为

第１７章　动物的运动

第一节

动物运动的形式和

能量供应

动物的运动形式

动物运动的能量供应

观察：动物运动形式的多样性

讨论：鸟类适应飞行的特征
１课时

第二节

动物的运动依赖于

一定的结构

动物的运动结构

脊椎动物的运动系统

观察：蚂蚁的运动器官

观察：脊椎动物的运动系统
２课时

第１８章　动物的行为

第一节

动物行为的主要

类型

动物行为的主要类型

动物的社群行为

探究：蚂蚁的觅食行为

讨论：动物行为的类型
２课时

第二节

动物行为的生理

基础

动物的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

动物行为的生理基础

讨论：动物的学习行为是如何形

成的
１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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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节 课　　文 活　　动 课时建议

第７单元　生物和环境是统一体

第１９章　生态系统

第一节

生态系统的组成

生态系统的成分

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和食物网

生物富集及其影响

观察：生态系统的成分

讨论：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
２课时

第二节

生态系统中的能量

流动和物质循环

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

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

讨论：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

讨论：生态系统中的碳循环
２课时

第２０章　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

第一节

生物圈中的各种生

态系统

生物圈中的各种生态系统

生态平衡

人工生态系统和生态农业

探究：小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讨论：生态农业
３课时

第二节

生物圈是生物的共

同家园

生物圈是人类的繁荣家园

生物圈是生物的共同家园

讨论：家园变化的利与弊

论坛：模拟召开“保护生物圈国际

研讨会”
２课时

　　４．第四册教科书主要内容一览表及授课时数分配建议

章　　节 课　　文 活　　动 课时建议

第８单元　生物的生殖、发育与遗传

第２１章　生物的生殖与发育

第一节

生物的无性生殖

生物的无性生殖

植物组织培养

实验：酵母菌的出芽生殖

实习：植物的嫁接
２课时

第二节

植物的有性生殖

植物的传粉与受精

果实和种子的形成

果实和种子的传播

观察：果实和种子

探究：果实和种子适应传播的

结构

３课时

第三节

昆虫的生殖与发育

家蚕的生殖与发育

蝗虫的生殖与发育

观察：家蚕的生殖与发育过程

讨论：蝗虫的生殖与发育过程
２课时

第四节

两栖类的生殖与

发育

蛙的生殖与发育

两栖类的变态发育
讨论：蛙的生殖与发育过程 ２课时

第五节

鸟类的生殖与发育

鸟类的生殖与发育

早成鸟和晚成鸟
观察：鸡卵的结构 １课时

第２２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一节

ＤＮＡ是主要的遗

传物质

细胞核是遗传信息的中心

细胞核中的遗传物质
讨论：伞藻移接实验说明了什么 １课时

第二节

人的性状和遗传

人体常见的遗传性状

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
调查：人体常见的遗传性状 １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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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节 课　　文 活　　动 课时建议

第三节

人的性别决定

性染色体和常染色体

性别决定的方式
游戏：生男生女的奥秘 １课时

第四节

遗传病和优生优育

遗传病与近亲结婚

优生优育
讨论：近亲结婚的危害 １课时

第五节

生物的变异

常见的生物变异现象

变异对生物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

变异在实践中的应用

调查：人体性状的变异 ２课时

第９单元　生物技术

第２３章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技术

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发酵

技术

发酵技术与食品生产

发酵技术与日常生活
实验：酿制酒酿 ２课时

第二节

食品保存

食物腐败的主要原因

运用适当的方法保存食品

探究：食物腐败的主要原因
调查：常用的食品保存方法 ２课时

第２４章　现代生物技术

第一节

现代生物技术的

应用

基因工程和转基因技术

细胞工程和克隆技术
讨论：克隆羊多莉的诞生 ２课时

第二节

关注生物技术

生物技术引发新的技术革命

生物技术的安全性和社会伦理

问题

调查：生物技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讨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１课时

第１０单元　健康地生活

第２５章　疾病与免疫

第一节

传染病

常见的传染病

传染病的传播和预防

讨论：常见的传染病
讨论：艾滋病的传播与预防 ２课时

第二节

威胁健康的主要

疾病

心血管疾病

癌症
讨论：关注白血病 １课时

第三节

免疫

人体的免疫功能

计划免疫
调查：疫苗接种率 ２课时

第２６章　珍爱生命

第一节

远离烟酒

酗酒危害人体健康

吸烟危害人体健康

探究：酒精对水蚤心率的影响
讨论：吸烟者与不吸烟者的癌症
死亡率比较

２课时

第二节

拒绝毒品

认识毒品

拒绝毒品
讨论：吸毒的危害 ２课时

第三节

关注健康

安全用药

家庭药箱

急救方法

健康的新概念

讨论：药品标签中的信息
讨论：抗生素的作用和滥用抗生
素的危害

讨论：家庭药箱中的常备药品
实习：评价自己的身高和体重状况

３课时



●
Ⅲ．教科书简介和教学建议 ５９　　　

●

来自教材使用者的声音

生物学新教材新在何处
（发表于《中学生物学》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吴　云（江苏省铜山县棠张镇中心中学）

　　２００２年秋季开始，全国许多省、市实验区开始使用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生物

新教材———《生物学》（七年级上册），在新教材的编写过程中，编委们根据当前教育改革

发展的需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标准》以及各层次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广泛

征求了中学生物教师的意见和建议，对老教材中存在的一些不足进行了修改。结合自己

在教学中的实践和经验，对新教材特点作以下总结：

１．全新的教学理念

新教材改变了传统的教学大纲对教学内容的轻能力重知识的要求，重视对学生进行

全面的科学素养教育，体现国家对学生在生物科学知识、技能、能力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并着眼于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面向全体学生，同时，

也有较大灵活性，以适应不同学校的条件和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实现因材施教。

２．合理的教材编排顺序

新教材在原有教材内容上改变了旧教材过于重视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的问题，删

除“繁”、“难”的内容，改变了过去从低等到高等、分类别讲述植物形态、结构和生理以及

在讲动物、人的形态和生理内容的传统体系，难度上进一步降低，减轻了不必要的记忆负

担，而且从学生的需要和社会的发展出发，结合生物学科的特点，选取了１０个主题，突出

了绿色植物以及人与生物圈的重要关系，意在引导学生健康生活，同时也为学生进行探

究学习提供了空间和时间，实现学科内在逻辑与学生认识逻辑的统一。

３．适当的教材内容选择

新教材内容的选择符合学生的知识基础、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从学生已有的生物

学知识出发，注意有关课程的衔接，同时，又强调把所学生物知识运用于日常生活中，加

强了学生运用生物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如第一节“我们周围的生物”，教材

先以生物能为人类提供各种各样的食物为背景，在内容选择上尽可能地挖掘学生的生活

经历，尽可能地联系实际，让学生体会、总结生物的生命现象，不仅贴近生活，而且有利于

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亲身感受到自己身边的生物现象，生物就在身边。

４．教学内容设计体现了新的思想

新教材的内容选择反映了社会、经济和科技多层次的需要，体现科学技术和社

会的思想；具有时代感，克服了传统落后的弊病，新教材密切联系环境和生命科学等

社会实际、体现生物科学的迅猛发展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教材融生物科学、

技术和社会于一体。如：课外阅读中的“人工脏器与器官克隆”、“细胞的癌变”、“立体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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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倡导探究性学习

新教材中的一个亮点是，克服了以往重“知识中心”，而着重加强对探究性学习和学

生动手实践能力以及各种合作学习方法的运用。力图改变学生过去以书本知识为主体，

重知识、轻能力的弊端，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打下良好的基础，重在提高学生

的科学素质，培养学生观察、实验、交流，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及收集、处理信息能力

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教材中设计的探究活动，给学生提供了探究性学习的机会。教

材安排了８个探究活动，学生在探究中能获得成功的体验。例如第一个案例：“探究影响

鼠妇分布的环境因素”，学生在课前兴奋地捕捉鼠妇，观察鼠妇的生活环境，自己设计实

验，来验证自己的假设，在选择实验器材、方法上发挥了极大的自主性。例如探究“温度”

这一因素如何影响鼠妇生活，有的学生小组选用温水来浇鼠妇生活的土壤，有的把冰块

垫在盛鼠妇的培养皿下面，观察鼠妇的活动。

积极参与了探究，这些探究活动，对于发展学生的探究能力，无疑有极其重要的作

用，对于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６．教材设计思路新

新教材进一步强化了内容的选择性，除了每节绪论配有一定图片外，还穿插有形式

较生动、活泼的“游戏”，以及供学生课外阅读的资料。除了课堂上教师指导下的“探究”

活动外，还有供学生课外自选的“课外探究”。例如探究“大豆种子萌发需要的外界条

件”，除了水、空气、温度外，有的学生提出了：光、土壤是不是种子萌发的必要条件？在课

堂上我注意了一下，认为光、土壤是种子萌发必要条件的居然占多数，我本想纠正他们的

想法，但又转念一想，何不让他们自己去通过课外探究得出结论？于是指导他们按照探

究“水、空气、温度”等因素方法，自己设计实验，进行试验。对“光”这一条件的控制各组

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有的把种子放在大衣柜里，有的放在抽屉里，有的放在纸箱子里，来

创造一个黑暗的环境，这样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带有极大的兴趣设计试验，进行试验。

经过１０天的探究活动，最后小组统计数据、分析、交流，得出结论，认为光、土壤不是种子

萌发的必要条件。学生通过主动的、多样化的学习能充分发挥个性，进一步提高学习兴

趣，进一步体现了探究学习的重要性。

７．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允许每个学生独立发展自己的独特见解，让学生自己认识到人在生物圈中的重要作

用，使学生树立主人翁意识，把培养具有关心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行为作为生物课程目标，

因此，课本上第七章第二节课外习题讨论长江可能断流问题。问：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第２题：环境受到污染和二氧化碳含量增高的情况下，有人开设了“氧吧”，你认为这样可

以解决环境中氧含量减少的问题吗？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这些问题的设计鼓励

了学生独立思考。学生在回答问题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能力，思维活跃，提出了许

多出乎老师意料的建议。有的学生说还是多种花草树木，不仅要在空地上种，而且应该

向日本学习，充分利用太阳能，在平房、屋顶上全部种上草坪、花草，甚至建空中花园。有

的学生建议：既然鱼能在水中生活，说明水中有氧气。为什么不把它提取出来？甚至有

的同学说，我们到月球上去住吧。尽管有的想法很可笑，但充分体现了学生的创新思维，

我们教师应做点火者，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激起学生创新的激情，通过这些活动学生的

认识水平和社会责任感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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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评价方式新

依据《标准》，在评价方式方面，我们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在课堂教学时，由原来的单

一的教师评价变为学生自评、学生互评、教师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改变传统的只重结

果不重过程为重结果更重探究过程的评价。例如，探究“蚯蚓在什么样的物体表面爬得

快”。学生课前准备好蚯蚓，在实验中，有的组探究结果和别的组不一样。１２个组中，有

８个组的蚯蚓在硬纸板上爬得快，有３个组的在玻璃上爬得快，有１个组的在硬纸板和玻

璃上爬得都不快。对于这样的结果，我并没有横加指责，让他们重做，而是引导他们分析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什么原因使他们组的蚯蚓在玻璃上爬得快？观察你们组的

蚯蚓有何特点？学生通过自己观察、讨论、分析，认为他们组蚯蚓体表黏液较多，且身上

有土，因此在玻璃上爬得较快。尽管结论相反，我认为他们的实验也是成功的。对于每

次探究活动，老师进行小组评价、个人评价，为学生建立“档案夹”。伴随学生的学习过

程，分阶段展览学生的“档案夹”。教师应密切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进步以及

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如通过“人与生物圈”关系的学习，对学生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热

爱家乡和祖国的情感，及保护环境的意识进行评价。

９．新教材排版方式新颖

栏目设置活泼，图文清晰，文字优美生动，色彩艳丽，印刷精美，情境图片适当，引人

入胜，很有利于学生观察、认识，学习活动丰富多彩，能激起学生较大的学习兴趣，提高可

读性。

总之，新教材推动了课程改革，促进了教师们之间的交流，提高了认识，本人在教学

中提出以上认识与大家探讨，希望有利于解决课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共同搞好课改。

生物学新教材新在何处
（发表于《新课程教师学科培训教材

———生物学（苏教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志丹（广西区教科所）

　　我认为，新课程理念带来生物教材的变化。我们组织教师对实验区的１７所中学３１

节课进行了分析、总结。其中好课４节，较好课２０节，一般课６节，较差课１节。总结后

发现搞好课程改革的关键是强化培训、大胆改革、与活动课相结合、定期举办课改研讨

会、改变评价方式等。新课程理念带来生物教材的巨大变化，主要体现在７个方面：

１．新教材编排新颖，栏目设置活泼，图文清晰，文字优美生动，图片色彩艳丽，印刷精

美，情境图片适当，引人入胜，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２．新教材在内容上进行了删减，难度进一步下降，减轻了不必要的繁琐记忆，克服了

“繁、难”的弊端。这样适当删减单纯记忆的知识，不过分追求知识的系统性，特别是彻底

地抛弃了从低等到高等分门别类讲述动植物形态结构和生理的传统体系等内容，为学生

主动探究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３．新教材在选择内容时密切联系学生生活，克服了“学科中心”的倾向，避免了“偏”

的弊端。从生活中的科学讲起，同时又特别强调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新

教材中“讨论生物的生命现象”，新教材特别注意挖掘学生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尽可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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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使学生感受到生物科学就在身边，感受到生活中处处有生物

科学。

４．新教材强调ＳＴＳ课程设计思想，加强课程与社会发展和科技新成果的联系，内容

大为更新，富有时代感，克服了“旧”的弊端。新教材密切联系环境等，体现科学、技术与

社会发展的关系，展示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如克隆、基因组计划等。

５．新教材大大加强了探究式学习和动手实践等各种学习方式的运用，为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克服了“知识中心”的片面倾向。注重知识的现代化，

有利于面向全体学生；倡导探究性学习，贴近学生生活，旨在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培养学

生观察、实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强调探究式学习是本

次课程标准倡导的，也是新生物教材的亮点。新生物教材所设计的探究活动十分到位，

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积极思维提出了新的挑战。

６．新教材进一步强化了教材的选择性，新教材中提供了大量供学生自由阅读的“课

外阅读”，还有不少供学生课外自选的“课外探究”等。

７．新教材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尊重学生的个性化表现，允许学生对问题有自己独特

的见解，为发展学生的个性留出了发展空间。例如，让学生探讨诸如当地经济发展和环

境保护的问题等。

当然，新教材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内容的叙述或呈现程序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以利

于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等。

苏教版教材的“个性”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柳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孙世虹

　　１．课时安排合理

以柳州市为例，课改实验启动后，整个柳州市初中生物教学仍维持在课改前的每周２

课时。以每个学期平均２０周计算，全学期共计有４０个课时，再减去节假日、学校活动等

冲突的课时，每个学期的有效课时平均也就在３４—３６左右。苏教版教材的编排充分考

虑到了各地的实际情况，七年级上册安排的教学时数为３４课时，七年级下册为３４课时，

八年级上册为２８课时，八年级下册为２８课时。另外，教材的一节内容基本可以用整数

课时去教学，一节内容的呈现基本符合教学流程。这样的安排，有利于教师们组织学生

充分开展各类教学活动、圆满完成教学任务。教师们对这样的编排普遍感到满意。

２．图文并茂，吸引学生

在课文的图文是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课文的组织是否能吸引学生持续的关注

方面，苏教版教材相对来说更为成功些。苏教版教材力求文字精练，浅显易懂，并配有大

量的实拍照片、图片等。以七年级上册为例，教科书共计９６页，插图和照片１６３幅。多

数图片精美、逼真，给学生以美的享受。教材选编的内容生活化、现代化，教学活动丰富，

有利于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七年级上册谈到“温室中二氧化碳浓度的调控”、要

求学生描述并尝试画出现代农民生产劳动的情景图，七年级下册的课外阅读“化妆品与

人体的健康”，八年级上册的游戏“生男生女的奥秘”、探究“果实和种子适应传播的结构”

等。可以说，苏教版教材无论图、文，都表现出对学生的具体生活和直接经验的关注，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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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从关注身边的事物开始，强调生物科学知识与日常生活、情感体验、价值观等方面的

紧密联系，强调生物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对学生的访谈，我们可以感受到学生

对苏教版教材的普遍喜爱。

３．有利于开发课程资源，形成个性教学

课程资源即课程实施所需要的资源。它既包括教材、教具、仪器设备等有形的物质

资源，也包括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家长的支持态度和能力等无形的资源。苏教版教

材在编写过程中就非常注重课程资源的开发问题。首先，教材中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多种

教学素材，使大部分学校在其现有教学条件下能够完成教材的内容。如，教材七年级上

册共安排了３２个教学活动，其中探究活动有５个。这５个探究活动所需要用到的实验材

料分别是鼠妇、蚯蚓、草履虫、大豆种子、长出幼根的大豆等。这些实验材料无论是在城

市还是在农村，都比较容易找到，这使得教材在全国有较强的适应性。又如，出版社还配

套教材出版发行了《教学参考书》及素材光盘，内容丰富，为老师们更好地使用教材提供

了方便。

其次，教材设计者在为教师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灵活运用教材留有余地。这大大

提高了教师“用”好教材的积极性。通过自己的劳动与创造，教师们不断拓展开发课程资

源的思路，逐步转变教学方式，形成自己的个性教学，同时为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八年级上册的活动“探究蚂蚁的觅食行为”，在探究指导中，并没有

具体规定学生要探究蚂蚁在觅食过程中对食物的喜好、还是如何发现食物的、或是怎样

搬运食物的等哪一方面的问题。教师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学生的背景知识及学生的兴趣

点这些课程资源，组织学生对探究方案进行个性化的设计。

４．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

针对过去过分注重科学知识教育的弊端，苏教版教材十分重视全面评价学生的科学

素养。生物科学素养不仅包括生物科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包括能力，也包括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而教材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在课文内容和“思考题”两部分均有所体现。

“思考”题是受一线教师欢迎的教材内容。它不仅形式丰富多彩，评价内容也丰富多

彩。思考题有判断题、选择题、分析题、连线题、简答题等类型，并配有图片、图表等。评

价内容包括知识、技能、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以及行为表现等。思考题强化能力培

养，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引导，淡化考察死记硬背的知识，确保教学目标的全面达成。

在课文内容方面，如八年级上册的实习活动“植物的嫁接”，既考查学生的动手能力，

又注重引导学生对核心知识的学习，要求学生在实习中总结“要使嫁接的植物体成活，操

作时要注意哪些关键步骤？”；八年级上册的讨论活动“艾滋病的传播与预防”，既考核学

生对数据的整理和分析的能力，又考核学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要求学生讨论“如何遏制

艾滋病在我国迅速蔓延的势头”。

无论是课文内容还是思考题都在给教师们传递着这样一种“信号”：在实施课程改革

的过程中，应“探究”与“双基”并重，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充分发展。

义务教育教科书《生物学》（苏教版）之新
南京市育英第二外国语学校　郭荣辉、周冉

　　新课程改革在我校推进已经多年，我们用义务教育教科书《生物学》（苏教版）教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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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了，感觉到了它的优点很多。

生物新课程的具体目标，不再仅仅强调知识目标，而是强调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三维目标。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中既要教授给学生基本的生物学理论，也要注重

学生实践能力及关爱社会和生活的积极态度。

１．授课内容要与生活实践紧密结合

新课程标准的出台，给在校老师提出了诸多可思考的问题。在生物学方面要给学生

介绍与其生活密切联系的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多向生活方面进行知识拓

宽，让学生能学以致用。比如，在讲到“植物呼吸作用原理的应用”这一节时，谈到了果蔬

在干燥、温度低、二氧化碳浓度低等条件下有利于保鲜。我让学生自己思考设计家中的

果蔬应该怎样保鲜，并布置课外任务让他们回家帮助父母选择正确的保鲜方式。当学生

感到自己所学知识在实际中能运用起来时，他们充满了学习热情。

２．培养学生动手解决问题能力要与知识教学紧密结合

上课是门艺术，它需要教师与学生的密切配合。传统的授课方式是以教师讲解为

主，学生处在被动接受的地位，缺乏自主探究和小组合作。随着时代的变迁，授课方式也

渐渐改变。新课标强调以学生为课堂主体，教师作为指导者帮助引导学生从已有知识出

发，讨论总结出知识。

生物学是一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科。在苏教版的教科书中几乎每一节都有各

式各样的学生活动———实验、观察、探究等等。这些活动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

还帮助他们直观的了解新知识。如：探究“植物种子萌发需要的外界条件”时，学生分为

几个小组，分别对水、空气、温度、阳光、土壤等条件进行探究，每个小组都设计了不同实

验方案。经过一个星期的观察，每个小组都拿出了自己的实验数据，在课堂上与大家交

流。通过这个实验，学生很快认识到种子的萌发是需要足够的水、充足的空气以及适宜

的温度的。在这个探究活动里，不仅锻炼了学生实验操作能力，同时培养了小组合作精

神。更重要的是种子萌发的外界条件是学生自己通过实验找出答案的，而不是教师直接

传授的。这样获取知识的方式，使学生能够牢记知识。

３．课堂教学要与课外拓展紧密结合

整个生物圈是广阔的，这里不仅有数目众多、形态各异的生物，还有与生物生活休戚

相关的环境。所以只靠课堂４０分钟是远远不够的。在苏教版教科书中，不仅有许多要

求学生课外准备的活动，而且每一节课后都有一个课外探究，学生可以通过它巩固课堂

知识，了解更多的生物学知识。

在“植物种子的萌发”一节教学中，有一个课程目标是：体验一种常见植物的栽培过

程。这个体验活动需要的时间较长，所以不可能让学生在课堂上完成。在学习这课的前

一个星期，我布置学生回家在容器内培养黄豆，每天观察并记录黄豆萌发的情况。学生

对此很感兴趣，有不少学生是第一次看见植物种子的整个萌发过程的。还有学生根据实

验记下了观察日记。通过这个实验，学生对学习植物的兴趣更加浓厚了。很多学生一到

上课就拿着自己培养的黄豆问这问那。同时，这次体验活动为后面的教学提供了许多便

利。比如，根的生长部位、含氮无机盐对植物生长的影响等都可以利用学生培养的黄豆

来做实验材料。同时，实验也告诉了学生平时吃的豆芽实际上是“豆根”；子叶中含有丰

富的营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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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要与评价紧密结合

在新课程中，把情感、态质与价值观摆到了教学目标当中，作为新世纪教师必须在课

堂中实现的教学目标之一。初中阶段正是一个人形成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

的重要时期。所以各科教师都应该把帮助学生树立正确情感价值观作为己任，为学生把

好人生之舵。例如在“绿化，我们共同的行动”这一节中，讲到“关注森林”这一问题时，我

运用课件给学生展示了森林给人带来的各种好处，让学生了解到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森

林；同时，运用图表告诉学生我国和其他国家森林资源状况；用视频让学生知道世界上破

坏森林的事件天天都在上演。最后，再通过评价途径请学生讨论。学生在讨论时都十分

积极，想出了许多保护森林的办法，并决心从我做起保护树木。

近三年的新课改的实践，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新课程标准和运用课程标准教科

书。我们在今后的教学当中，会更加努力的贯彻新课标的教学三维目标，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的能力，让学生养成严谨的科学探究态度，并使学生学会关心社会、关心生活。我们

也将在教学中完善自我，使得自己跟上时代，与学生共同学习。

实施新课改，我们的生物学教学初见成效
贵州省天柱县邦洞中学　黄同祥

　　各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适应自己发展的新教材。我们贵州省天柱县的初中生

物学教材选用了苏教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按其精神，经过一年的实施课

程改革，我们的初中生物学教学已初见成效。

１．学生在理论上得到牢固的掌握

该新教材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学中，每堂课都有探究活

动，这些活动适合中学生的好奇心理，使他们主动参与探究活动，在探究活动中获取新知

识，一改从前传统教育中教师先入为主满堂灌的作风，避免教育的机械性、枯燥性。这也

使学生对新知识记忆牢固不易遗忘，使生物教学表现灵活机动的新面貌，例如七年级上

册在开学不久就要学习细胞，当时在学习该知识前，我要求班上每组同学参照教材细胞

结构图和他们收集到的生物细胞相关知识去准备材料用于制作生物细胞结构模型来学

习细胞知识。当到这堂课时，同学们运用自己充分准备的材料制作出许多形状的生物细

胞模型，有圆的、椭圆的、方的等，其中有一个组植物细胞结构模型相当典型，其结构是这

样的，最外面是以几片瓷片组合成细胞壁，表示植物细胞既坚固又有一定的通透性，用织

得很密的纱布表示细胞膜的半透性，细胞质则用装在透明度很强的塑料袋中的浓度较小

的米泔水表示，在细胞质中用白色气球装上清水表示液泡……圆满地提高了教学效果。

２．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得到提高

由于初中学生的表现欲很强，每位同学都希望本组在课堂中得到老师和其他同学的

赞美，他们都会竭尽全力寻找合适材料和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中他们的自学能

力、动手能力、观察力、协作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都得到提高。他们的变化让我历历在

目。他们刚开始接触新教材时，教材中提出一些很简单的问题都会让他们束手无策，经

过两个多月的训练，他们变化很大，能独立按教材的引导寻找和收集相关材料和知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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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束手无策变得轻车熟路，课堂气氛由沉闷尴尬变得热烈活跃，这些变化充分体现

了他们能力的提高，使我们的初中生物教学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３．课外活动取得一些新成果

教学不能只限于纸上谈兵，更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于是，我们成立了课外活动小

组，课外活动小组分为植物课外活动小组和动物课外活动小组，我承担植物活动小组的

指导工作，我们的活动重点是探究植物与人类的关系课题，经过一年的劳动，可以说是硕

果累累，他们不仅帮助学校园艺设计，花草培养，校园植物分类，环境保护宣传，还用植物

的器官制成各种工艺品，甚至涉及农作物栽培、中草药研制，竟然成功地研究出能根除胃

炎、胃痛、胃出血、胃溃疡的草药方，以上种种成果都值得欣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

的校园在他们的努力下，有望成为学校中的花园，科技之园。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在实施新课程改革时并不是一帆风顺，也有坎坷，但我相信，在

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将会带来世界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时代，只要我们一如既往的按新教

材的精神实施生物教学，我们一定会跟上时代的步伐，共同奔向小康社会。

苏教版初中生物学教材使用情况回顾
广西钦州市灵山县教研室　闭军朝

　　广西钦州市灵山县从２００４年秋季起，初中七年级开始使用苏教版初中生物学教材，

至今已经完成二轮的实验。在四年的实验期间，为了准确把握初中生物学新课程改革的

内容和特点，探索加快新课程改革进程的方法和途径，县教研室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教

学研究活动。通过活动的开展，广大生物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得到了一次全新的洗礼，

逐步加深了对生物新课程改革的理解和认同，对新教材的课程性质有了更深的认识。教

师对新教材内容已从生疏到基本熟悉；对新教材的设计思路已从无从下手到基本理顺；

对新教材编写的特点也从难以理解到逐渐把握。

通过这几年对苏教版初中生物教材的使用，教师对新课程改革要求树立以教师为主

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也有了切身的感受，课堂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都有了很大

的提高。在此，总结与反思这几年我们县在实施生物新课程改革中的经验和体会，希望

对后来实践者有所借鉴。

我县启动生物新课程改革之际，恰逢全县正在开展推广江苏省洋思中学课堂教学改

革经验的活动，我们于是将生物新课程改革与生物课堂教学改革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然

而，在进行改革的初期，我们在两者的改革之中过于偏重了后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

投放在如何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方面，对实施新课程改革的困难估计不足。因而，

对教师进行新教材培训时只是作了较为简单的通识培训，没有对新教材进行认真细致的

分析与梳理，更没有提出可具操作性的方法。尽管每个学期县教研室都举办教学开放

周、教学质量展示月、优质课比赛等活动。然而，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仍然没有得到明显

的提高，在实施新课程改革过程中教师们仍然感到难以操作。

因此，在第一个学期实验结束后，我们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反思。

一是我县初中的生物教师大部分是非生物专业毕业，他们的生物专业素质较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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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新教材的内容、编写特点较难把握，对以学习主题形式编写的新教材还不适应，还沉

浸在旧的生物教材之中，习惯以学科为中心组织教学内容，过于注重书本知识。部分生

物专业毕业的教师在教学中追求学科体系的严密性、完整性、逻辑性，在课堂中反而拓展

一些“繁、难、偏、旧”的内容。他们对课程标准的课程性质、课程理念、设计思路还是难以

把握。二是对新教材的培训工作没有做好。三是我们没有把握好工作的重点。由此，我

们重新调整了工作思路和工作计划。

１．把提高教师的生物专业素质作为新课改工作的重点

我们认识到，要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其根本在于提高教师的生物专业素质。

因此，在新学期开学前的新教材培训中，我们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对新教材编写的特点进

行认真的分析；对学习主题和各个章节的内容进行细致的讲解；对每节课运用的教学方

法都提出教学建议。每一次的新教材培训中都邀请优秀教师上示范课，运用实例与教师

进行分析和探讨，避免了在新教材培训过程中的纯理论的讲学。我们还积极组织教师参

加区、市级的新教材培训，积极选派教师参加区、市级举办的新课程形式下的优质课比赛

和说课比赛等活动。通过参加不同层次的培训与活动，教师的生物专业素质得到了很大

的提高，并且获得了许多具有实用性和可具操作性的教学技能。同时，我们还坚持实行

没有参加新教材培训就不能上岗的规章制度。

２．改变工作方式、方法

在开始改革的第一个学期里，我们在全县组织的教学开放周、教学质量月活动中，强

调的重点都是如何尽快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因而，组织的活动也都是以开展优质

课比赛为主。正如前面所述，由于教师的生物专业素质较低，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没有

明显的提高。此后，我们每次组织的教研活动就改变为以开展说课比赛为主。通过说

课，促使教师加快对新教材的熟悉，借此提高生物专业素质。在开展说课比赛的过程中，

我们对参赛选手层层进行选拔，从学校到镇，从镇到学区，从学区再到县。经过层层选

拔，使更多的教师参加到这项活动中来，从而达到了推动教师加快对新教材的理解和

掌握。

３．组织教师撰写课改论文和开展课题研究活动

为了使新课程改革能够扎实、有序地开展，我们认真组织教师结合课改的实际情况，

撰写课改总结和论文。每年都有一大批的论文获得区、市级的表彰奖励。我们还认真组

织教师开展课题研究活动，以配合新课程改革的进行。到今年为止，我县已有多个区级

和市级课改课题结题。上述活动的开展，为我县新课程改革和课堂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这几年的课改实验，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要使生物新课程改革能够更好地开展，

首先是要有一支稳定的生物教师队伍。很多教师虽然不是生物专业毕业，只要刻苦钻

研，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就能胜任初中生物学科的教学任务。其次要切实做好新教材的

培训工作，帮助教师提高对新教材的理解和把握，要把理论学习与课堂教学案例相结合，

使教师能够学到具有直观性和可具操作性的技能和知识，这是提高课堂教学水平的关

键。再次新课程改革和课堂教学改革要与本地的实际相结合，使新知识、新概念的形成

建立在学生现实生活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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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教材编著者的解读

初中生物学教科书（苏教版）难点解读列举

　　１．叶片的结构

１．１　背景知识

叶片有上表面（腹面）和下表面（背面）之分。有些植物叶片的两面或仅在背面生有

各种毛状物，如柔毛、茸毛、硬毛、刺毛、鳞片状毛，或者有分支的向四面辐射的星状毛等。

有的叶片背面覆盖着一层白粉，还有些在背面密被腺体。也有许多植物的叶片光滑无

毛，无任何附属物。

叶片由表皮、叶肉和叶脉组成的叶的主要部分。叶片的形态和机能随着植物的种类

而有种种不同，但一般是从叶原基的上部发育而产生的扁平状结构，含有大量的叶绿体，

能旺盛地进行光合作用。通常因上下两面的性质不同而形成背腹面，也有的叶片呈圆柱

形，完全没有两面的区别。叶脉的走向（脉系）以及叶片的顶端（叶尖）、边缘（叶缘）、茎部

（叶茎）等形态是区别植物种类的重要性状之一。如果叶缘深裂显著地达到主脉时，叶片

便分裂成几枚小叶。叶片的形态和叶脉分化的形式，即使在同一植物体上也大多不一

样。根据其在茎部的位置可以看到有一定的变化。一般由叶柄支持着生于茎上，但也有

不少是由叶片本身直接着生于茎上的无柄叶。在枝条发生的叶原基达到一定大小时，叶

尖细胞进行顶尖生长，叶缘细胞进行边缘生长，而形成叶片。但在叶片生长过程中，从分

生组织产生的细胞，更反复进行分裂、伸长和增大，最后成熟为固定的叶形。

叶的这种居间生长随着植物的种类而有显著差异，通常表皮层随着内部组织同时生

长，仍然被覆于叶子的最外面，叶肉组织中一般远轴面的几层细胞显示有早熟的倾向，在

其分裂时没有近轴面的一至数层细胞那样旺盛的分裂活动，在这一部分细胞间可形成离

生细胞间隙。这样远轴侧的每个细胞乃伸展而分化成为海绵组织。另一方面，近轴面的

一至数层细胞继续分裂，通过纵长的细胞分化而成为栅状组织。在叶片的发育过程中，

叶脉的原形成层同时分化成许多细脉，另外，在许多情况下，远轴面的表皮细胞则分化成

气孔。成熟的叶片表面被覆着角质层，叶芽中的幼叶，许多情况下呈被覆茎尖的状态，但

当叶芽展开和叶片活跃生长的时期，幼叶便呈平面形。叶片由于进行有限生长，所以成

熟定形后便不再继续生长和变形，唯在蕨类植物叶片的顶端，或延伸成蔓状，或生出不定

芽；在种子植物，如用植物生长素处理叶片，也能诱导生根并伸长。

从知识点而言，叶片的结构并不是难点知识，但叶片的结构是植物学知识中的重要

内容之一。长期以来教师们都习惯地将叶片的结构分为表皮、叶肉和叶脉等部分，在讲

授叶肉的结构时也习惯地将叶肉分为栅栏组织和海绵组织两部分。但是，学生对于“栅

栏组织”和“海绵组织”为什么不属于植物的四种“主要”组织存在疑问，或想不通为什么

明明不是四种“组织”中的一种组织，却为什么一定要称其为“组织”，到底植物有几种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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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教材中为什么将叶肉分为“栅栏层”和“海绵层”？

苏教版初中生物教科书第８３页通过“图６５　叶片结构示意图”（下图）讲授叶片的

结构。

图６５　叶片结构示意图

部分教师认为这样的描述不正确，应该称其为“栅栏组织”和“海绵组织”。这是一

种误解。我们可以看一看我国台湾地区的初中教材（台湾康轩文教事业出版的《生活

科技１上》）。

图３５　叶的构造与光合作用示意图

在上述图中教材只是将叶片分为上表皮、下表皮以及叶肉等，没有对叶肉进行进一

步细化。

新加坡初中教材（Ｏ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Ｉｎｓｉｇｈｔｓ）对叶肉进行了细分（下图），教材虽然将

叶肉称为“叶肉组织”，但在具体描述叶肉结构时称其为ｐａｌｉｓａｄｅｍｅｓｏｐｈｙｌｌ和ｓｐｏｎｇｙ

ｍｅｓｏｐｈｙｌｌ，即“栅栏叶肉”和“海绵叶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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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苏教版教材将原先的“栅栏组织”和“海绵组织”改称为“栅栏层”和“海绵

层”，目的就是想减轻学生对这一概念和其前概念“四种组织”相区别，以免学生形成“迷

思概念”。

所谓“迷思概念”是指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前，就已经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现

象的观察和体验，形成了许多“概念”。在这些概念中，一些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朴素概念，

但更多的是有悖于科学的错误概念。学生头脑中存在的这些错误概念或与科学概念不

完全一致的认识称为迷思概念。迷思概念不能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而仅仅反映事物

的一些表面现象，违背了科学道理，对学生正确地掌握科学概念、形成正确的认识造成一

定的障碍。

教科书这样的处理是有助于初中学生对于叶或果实知识的学习和理解的。

　　２．果实的结构

２．１　背景知识

被子植物的雌蕊经过传粉受精，由子房或花的其他部分（如花托、花萼等）参与发育

而成的器官称为果实，果实一般包括果皮和种子两部分。

果实一般由果皮和种子组成，其中果皮又可分为外果皮、中果皮和内果皮。果实的

种类繁多，果皮的结构也各不相同，常见果实的果皮构造如下：

核果　包括外果皮、中果皮、内果皮及种子等部分。外果皮由单层细胞的表皮层，及
皮下层的厚角组织所构成，表皮上被有大量表皮毛。中果皮肉质化，即为可食部分，由薄

壁组织细胞与维管束组成，内果皮硬质化，由多层石细胞构成了果核的部分。种子包括

种皮和胚两部分。

荚果　外果皮由单层厚壁的表皮细胞及单层皮下层细胞组成，中果皮均为薄壁组织
细胞；内果皮包括几层厚壁组织细胞与一层内表皮层。厚壁的皮下层细胞与内果皮的厚

壁组织细胞，均为长形细胞，而两者的长轴排列相互垂直。当果实成熟后，果皮的外层与

内层因收缩方向不同而产生应力，使果皮开裂。

柑果　外果皮由外表皮层、具油腺和含结晶体的薄壁组织细胞所组成；中果皮含有
大量薄壁组织细胞，其间的维管组织呈网状分布，果实成熟后即为橘络；内果皮由内表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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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及数层薄壁组织细胞组成。在每个心皮的腔室里，由内果皮产生的汁囊充满其间，汁

囊为多细胞棒状结构，并具细长的柄。汁囊即为柑橘的可食部分。

瓠果　果壁的最外面为单列表皮层，有气孔分布及角质膜覆盖。在表皮层下面，为
厚的薄壁组织细胞层。通常瓜类果实外表的颜色，主要取决于这些薄壁组织细胞中所含

质体，绿色的黄瓜果实，其所含的质体为叶绿体；黄色的果实，则是有色体。在薄壁组织

中常间有厚壁组织细胞。果实成熟时，薄壁组织一般可延伸到果实的中央（如黄瓜，西

瓜）；也有的果实中央裂成空腔（如甜瓜）。

假果　由花托与子房发育而成，其中花托发育为果实肉质可食部分，子房发育为果
实中央部分。单层的果实表皮层，覆盖有蜡质及角质膜，表皮层下面为几层厚角组织细

胞组成。稍内的部位，薄壁组织细胞的胞间隙极为明显。在更深的地方，薄壁组织细胞

近椭圆形，成辐射状排列。子房壁分化为外、中、内果皮，位于果实中央部分。

颖果　俗称种子。其果皮与种皮两者愈合，不易分离。果皮的外表皮层由一层细胞
组成，外覆盖角质膜；表皮下面是几层部分挤压变形的薄壁组织；紧接有一层横向排列的

细胞，称横细胞，其细胞壁木质化加厚；最内一层为纵向伸长的管细胞，细胞的长轴与果

实长轴平行，细胞壁也木质化。种皮由珠被发育而来，果实成熟时，外珠被已解体，内珠

被受压变形，其中细胞含有深色色素。胚乳约占果实的８３％，其最外层为糊粉层，细胞内

富含蛋白质。糊粉层以内的胚乳细胞中主要含淀粉与无定形蛋白质———面筋。胚位于

果实基部的一侧。

２．２　果实的结构

针对上述有关知识，苏教版初中生物教科书第７５页通过“观察果实的结构”活动（下

图）以及活动后的一段教材阐述，讲授有关果实的结构知识。

图５１３　花生的果实

果实的结构

目的：识别果实的结构。
器材：花生的果实。
指导：对照图５１３，按照从外到内的顺序，认识花生

果实的结构。注意果皮和种子的形态、颜色、手感等。

讨论：花生结在地面下，为什么称它是果实？

绿色开花植物经过开花、传粉和受精，结出果实和种

子。在果实（ｆｒｕｉｔ）形成的过程中，子房壁逐步发育成果

皮，种子也在子房中形成，整个子房发育成果实。果实主要由果皮和种子组成。

植物的果实和种子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人们食用的许多农产品或是果

实或是种子。小麦、玉米的子粒是果实，西瓜、葡萄、黄瓜也是果实。蚕豆、绿豆是种

子，西瓜子、杏仁、芝麻也是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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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有意识地回避属于“假果”的果实，例如苹果或梨等，原因是如果这时通过分析

苹果等假果果实的结构与受精后子房的发育问题，必然引起科学性的问题。苏教版学习

许多国外教材的编写特点也采用花生果实作为讲授果实的直观“教具”，可以回避上述

问题。

　　３．免疫

３．１　背景知识

所谓“免疫”，顾名思义即免除瘟疫。用现代的观点来讲，人体具有一种“生理防御、

自身稳定与免疫监视”的功能叫“免疫”。免疫是人体的一种生理功能，人体依靠这种功

能识别“自己”和“非己”成分，从而破坏和排斥进入人体的抗原物质，或人体本身所产生

的损伤细胞和肿瘤细胞等，以维持人体的健康。

人体共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由皮肤和黏膜构成的，他们不仅能够阻挡病原体

侵入人体，而且它们的分泌物（如乳酸、脂肪酸、胃酸和酶等）还有杀菌的作用；第二道防

线是体液中的杀菌物质和吞噬细胞。这两道防线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天然防御功能，特点是人人生来就有，不针对某一种特定的病原体，对多种病原体都有防

御作用，因此叫做非特异性免疫（又称先天性免疫）。第三道防线主要由免疫器官（胸腺、

淋巴结和脾脏等）和免疫细胞（淋巴细胞）组成。第三道防线是人体在出生以后逐渐建立

起来的后天防御功能，特点是出生后才产生的，只针对某一特定的病原体或异物起作用，

因而叫做特异性免疫（又称后天性免疫）。

３．２　为什么教科书中没有提免疫的概念？

苏教版教科书在正文中没有提免疫的概念，原因是：

第一，《标准》中对这部分内容有明确要求，即“描述人体的免疫功能”、“区别人体的

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和“说明计划免疫的意义”三项。课程标准没有提出“免疫

的概念”。

第二，免疫的概念十分复杂，即使是高中学生有时也会对此产生许多疑问。初中学

生经常听到“免疫”一词，一般会简单地认为免疫就是指人体的抵抗力。对于初中生而

言，免疫的真正含义很难理解。从本质上讲，免疫是指机体的一种生理性保护功能。它

包括机体对异物（病原生物性或非病原生物性的）的识别、排除或消灭等一系列过程。这

种过程可能引起自身组织损伤，也可能没有组织损伤。概括起来说，免疫系统的功能主

要表现为三方面，即防御功能、稳定功能及免疫监视作用，这些功能一旦失调，即产生免

疫病理反应。当自我稳定功能过高时，会可能患类风湿关节炎等；当防御保护功能过高

时，会出现过敏反应，过低则会得免疫缺陷综合征；免疫监视功能过低时，可能会形成肿

瘤等。

苏教版教科书针对课程标准的要求仅讲述了“描述人体的免疫功能”、“区别人体的

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和“说明计划免疫的意义”三项内容，目的就是既保证基本

要求的达成，又降低教学难度。但鉴于免疫的概念也很重要，因此在课后安排了“课外阅

读”———免疫的新认识（见下图），供教师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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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生物的分类等级

４．１　基本概念

分类依据：依据生物的形态结构特征、营养方式、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以及进化上的
亲疏关系等，将生物进行分类。

分类等级：生物的分类是分等级的，由高到低为界门纲目科属种。生物分类最基本
的单位是种。同种生物的有性生殖可以生育有生育能力的后代。所处共同分类单位越

小，生物间的相似程度越大，亲缘关系越近。

４．２　教科书八下第２２页“生物的分类等级”讨论活动中究竟应该如何给人和黑猩

猩进行分类？

该活动希望以形象的形式让学生通过活动，在探讨了解人和黑猩猩的分类问题的同

时了解生物的分类等级这一枯燥知识。

生物的分类等级

目的：举例说明生物分类等级之间的相互关系。
指导：

１．学生４人一组，讨论生物分类等级示意图（图２２２）。

２．讨论并尝试完成有关人和黑猩猩的分类等级图。

图２２２　生物分类等级示意图

３．搜集资料，确认上述分类等级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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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和黑猩猩的分类等级的问题也比较复杂，不同的分类学家和不同著作对此阐

述的分类名称也略有差异。但作为一个人，了解自己的分类等级必然是学生必须面对、

也会感兴趣的问题。这也是苏教版教科书安排这一活动内容的根本原因。所以在教学

上需要介绍这一内容。一般的分类学认为：

灵长目分为原猴亚目和类人猿亚目。

１．原（始）猴亚目（或称狐猴亚目）：

１）狐猴科

２）懒猴科

２．类人猿亚目（或称猿亚目）：

１）卷尾猴科

２）猴科

３）长臂猿科

４）猩猩科或称类人猿科

５）人科（Ｈｏｍｉｎｉｄａｅ）：人在分类地位上属于人科人属人种，全世界人类都属一种，即

现代人（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

灵长目动物一般大脑发达，眼眶朝向前方，手指和脚趾分开，大拇指（趾）灵活，多数

能与其他手指（脚趾）对握。它们主要分布于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温暖地带，大多栖息于

林区。灵长目中体型最大的是大猩猩，体重可达２７５千克；最小的是倭狨，体重只有约７０

克，但现今仅有少数残存于亚洲和非洲的热带。

黑猩猩是猩猩科中最小的种类，体长７０～９２．５厘米，站立时高１～１．７米，体重雄性

５６～８０千克，雌性４５～６８千克；身体被毛较短，黑色，通常臀部有１白斑，面部灰褐色，手

和脚灰色并覆以稀疏黑毛；幼猩猩的鼻、耳、手和脚均为肉色：耳朵特大，向两旁突出，眼

窝深凹，眉脊很高、头顶毛发向后；手长２４厘米；犬齿发达，齿式与人类同；无尾。

当然，安排这一活动以及相关内容主要目的是通过活动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分类等

级的知识。

　　５．被子植物

５．１　被子植物背景知识

又称显花植物，是演化阶段最后出现的植物种类。它们首先出现在白垩纪早期，在

白垩纪晚期占据了世界上植物界的大部分。被子植物的种子藏在富含营养的果实中，提

供了生命发展很好的环境。受精作用可由风当传媒，大部分则是由昆虫或其他动物传

导，使得显花植物能广为散布。

被子植物是植物界最高级的一类。现知被子植物共１万多属，约２０多万种，占植物

界的一半。中国有２７００多属，约３万种被子植物。被子植物能有如此众多的种类，有极

其广泛的适应性，这和它的结构复杂化、完善化分不开的，特别是繁殖器官的结构和生殖

过程的特点，提供了它适应、抵御各种环境的内在条件，使它在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矛

盾斗争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变异，产生新的物种。

被子植物分两个纲，其种子内胚发育的早期阶段相同，但进一步的发育却以不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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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在双子叶植物，茎原基两侧的侧生子叶均发育，而在单子叶植物仅一个原生子叶

得到发育，并向顶端移动。胚的发育过程清楚地表明，被子植物胚的早期均有双子叶

阶段。

５．２　教科书八下第２９页“图２２９　被子植物”为什么列举这样９种被子植物？

　　正是由于被子植物具有适应各种生活环境的复杂结构，因而被子植物在现存的植

物中占有绝对优势。已知的被子植物约有２５万种，是植物界进化程度最高的一个植

物类群。常见的植物大多是被子植物。例如，玉米、水稻、小麦、白菜、茄、葱、向日葵、

草莓、板蓝根等均为被子植物（图２２９）。

玉米
　　

水稻
　　

小麦

白菜
　　

茄
　　

葱

向日葵
　　

草莓
　　

板蓝根

图２２９　被子植物

教科书上述插图中列举９种被子植物的原因是：

第一排三种植物都属于“粮食”类型的被子植物，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而玉

米、水稻和小麦是三种最重要的粮食。第二排三种植物都属于“蔬菜”类型的被子植物，

白菜、茄和葱是最为普通的蔬菜种类。第三排三种植物分别是“油料”作物向日葵、“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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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作物草莓和“药材”植物板蓝根等。这些被子植物和人类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６．真菌的主要类群

６．１　背景知识

１．真菌的生物学特征

真菌一词的“拉丁文”原意是蘑菇。它是生物界中很大的一个类群，已被描述的真

菌超过１万属１２万余种。真菌学家们估计中国大约有４万种。其中，担子菌亚门是

一群多种多样的高等真菌，多数种具有食用和药用价值，如银耳、金针菇、竹荪、牛肝

菌、灵芝等，但也有豹斑毒伞、马鞍、鬼笔蕈等有毒种。半知菌亚门中约有３００属是农

作物和森林病害的病原菌，还有些属是能引起人类和一些动物皮肤病的病原菌，如稻

瘟病菌等。

多数真菌的细胞壁含有甲壳质和纤维素。真菌细胞器一般包括线粒体、核糖体、液

泡、溶酶体、内质网、微管、鞭毛等。

真菌过去曾被认为是植物，但真菌不进行光合作用，属于腐生生物，即经由腐化并吸

收周围物质来获取营养。大多数真菌是由被称为菌丝的结构所构成，这些菌丝有着真核

生物的细胞核。因此，现在将真菌归类成菌物界。

真菌的繁殖体包括无性生殖形成的无性孢子和有性生殖产生的有性孢子。

（１）无性生殖　无性生殖的基本特征是直接由菌丝分化产生无性孢子。常见的无性

孢子有三种类型：游动孢子（释放后能在水中游动）、孢囊孢子（释放后可随风飞散）、分生

孢子（成熟后从孢子梗上脱落）。

（２）有性生殖　多数真菌由菌丝分化产生性器官即配子囊，通过雌、雄配子囊结合

形成有性孢子。其整个过程可分为质配、核配和减数分裂三个阶段。经过有性生殖，

真菌可产生四种类型的有性孢子：卵孢子（由两个异型配子囊接触后，雄器的细胞质和

细胞核经授精管进入藏卵器，形成双倍体的卵孢子）、接合孢子（由两个配子囊以结合的

方式融合成１个细胞后形成的厚壁孢子）、子囊孢子（由两个异型配子囊经质配、核配和

减数分裂而形成的单倍体孢子）、担孢子（双核经过核配和减数分裂，最后产生的单倍体

的担孢子）。

２．真菌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

真菌与环境的再循环　真菌像细菌和微生物一样都是分解者。真菌可以将生物分

解为各类无机物，使土地肥力增强。

一些真菌是重要的食物

还有些真菌也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可食用的蕈菌有２００多种，如冬菇、草菇、木

耳、云耳等。以及真菌所侵入后的生（动）物空壳，如冬虫夏草。

还有的真菌用于食物加工，例如酵母菌用于面包等加工，酿酒也需要真菌。

一些真菌会致病

真菌能引起植物多种病害，从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例如，我国由于１９５０年的小

麦锈病和１９７４年的稻瘟病而使小麦和水稻各减产严重。真菌还可引起动、植物和人类

的多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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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真菌能抗病

弗莱明发现的青霉素可以杀死许多致命性细菌。

一些真菌能与植物共生

植物的根和真菌也有共生关系。具菌根的植物在没有真菌存在时不能正常生长，因

为菌丝吸收水分、无机盐等供给植物，同时产生植物激素和维生素Ｂ等促进根系的生长；

植物供给真菌糖类、氨基酸等有机养料。

６．２　教科书图１４３２提出“真菌主要类群”分为单细胞酵母菌、多细胞根霉菌、多细

胞蘑菇和多细胞青霉、曲霉

按照林奈的两界分类系统，人们通常将真菌门分为接合菌、子囊菌、担子菌等多个类

群。所以，教科书图１４３２提出“真菌主要类群的形态示意图”分为单细胞酵母菌、多细胞

根霉菌、多细胞蘑菇和多细胞青霉、曲霉几个类群。

单细胞酵母菌呈球形
　　　

多细胞根霉呈分枝状

多细胞蘑菇呈大型伞状
　　　

多细胞青霉（左）和曲霉（右）呈分枝状

图１４３２　真菌主要类群的形态示意图

根霉、毛霉等属于接合菌；青霉、曲霉等属于子囊菌；大型真菌是指能形成肉质或胶

质的子实体或菌核，大多数属于担子菌（如大型真菌香菇、草菇、金针菇、双孢蘑菇、平菇、

木耳、银耳、竹荪、羊肚菌等）；酵母菌则是单细胞真菌。

（汪忠供稿）

　　７．八年级上册为什么安排一个“遗传多样性及其意义”的课外阅读？

７．１　背景知识

遗传多样性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

的基础，任何物种都具有其独特的基因库和遗传组织形式，物种的多样性也就显示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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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多样性；另一方面，物种是构成生物群落并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单位，生态系统的多

样性离不开物种的多样性，同样也离不开不同物种所具有的遗传多样性。

“遗传信息”的携带者是核酸，主要是双链ＤＮＡ分子。组成ＤＮＡ分子的碱基数量和

它们排列顺序的不同组合反映出携带的遗传信息，这些不同组合的片段就是所谓的“基

因”，它们具有特定的遗传效应。

ＤＮＡ由两条核苷酸链构成

作为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的层次，遗传多样性所指的主要还是种内的遗传变异，

即通常所说的遗传多样性是指种内的遗传多样性。遗传多样性是生物生存、发展、进化

的基础，并体现在不同水平上：种群、个体、组织和细胞以及分子。

生物界没有两个个体具有完全一致的基因型或基因组，这是遗传变异最基本的特

征。从进化的角度看，任何物种的个体生命都很短暂，必须由个体构成的种群或种群系

统（如亚种、种）才具进化意义。故同一种群中具有遗传差异的个体形成了种群内的遗传

多样性；而各种群由于随机遗传漂变、自然选择和其他原因又造成各种群间的遗传差异，

即某些种群具有另一些种群不具有的特殊等位基因，或不同种群拥有不同的等位基因频

率。因此种群内和种群间的遗传多样性构成了物种遗传多样性的总和。

种群或种群系统在自然界中有其特定的分布格局，因此，遗传多样性不仅包括变异

水平的高低，也包括变异的分布格局，即种群的遗传结构。它通常指物种的遗传多样性

大小在种群中的分布形式，它包括基因的种类及比例，基因型的种类及比例，是遗传变异

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种非随机分布。种群遗传结构的差异是遗传多样性的重要体现，一

个物种的进化潜力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既取决于种内遗传变异的大小，也有赖于种群的

遗传结构，遗传结构主要是通过物种种群内和种群间的遗传分化来体现的。

遗传多样性与物种适应性密切相关。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是维持其繁殖活力、抗病

虫害能力和适应环境变化潜力的基础。任何遗传多样性的丢失，都会导致有机体对环

境的适应能力的降低，也使人类丧失了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生物信息和资源。近年来

的许多植物和动物研究表明，遗传多样性的丧失对物种生存带来了直接的不利影响。

遗传多样性是重要的生物资源，遗传多样性的研究、保护及可持续利用已成为全球瞩

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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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护丰富的生态资源，挽救濒于绝灭的物种，对珍稀物种

的保护方针和措施的策略制定，迁地或就地保护的选择等，都依赖于对遗传多样性的认

识。遗传多样性水平不仅制约着生物适应性进化速率，而且是人工育种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实践的前提。

７．２　八上教材中为什么要安排八下中有关犇犖犃的内容？

根据２０１１年版的生物学课程标准，本次新修订考虑到没有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学习

生物的生殖与发育和遗传变异等内容有困难，所以将“生物多样性的内容”放在“遗传与

发育”内容的前面讲授。但也留有一点问题，即如果完全没有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的知识

作铺垫，学生会难以理解“遗传多样性”的内容。

在八年级第１５章第一节“生物多样性”的课后安排了有关“染色体、ＤＮＡ和基因关

系”的内容和图片，这些内容其实在八下是都要讲授的。只是考虑到学生在八年级上学

期并没有较多的有关“染色体、ＤＮＡ和基因关系”的知识，而课内又要能初步理解“遗传

多样性”的内容，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进行了这样的处理。

性状各异的狗

遗传多样性及其意义

你们一定会对性状各异的狗很感兴趣，其实这就是

由于遗传多样性造成的。遗传多样性又称为基因多

样性。

任何生物个体的细胞中都含有遗传物质，主要是

ＤＮＡ分子。ＤＮＡ分子存在于细胞核中的染色体（主要

由蛋白质和ＤＮＡ分子组成）上。ＤＮＡ分子上有许多具

有遗传效应的片段，它们称为基因。遗传物质（基因）会

发生变异，并且可以遗传给后代。正是这种变异导致生物的遗传多样性。例如，人类

有不同肤色的性状差异，而这些差异就是由遗传物质（基因）的差异所引起的。

染色体、犇犖犃分子和基因

研究遗传多样性有重要意义。袁隆平杂交水稻的成功培育，与发现、利用水稻的

遗传多样性（如矮秆基因和不育基因）有直接关系。显然，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无论是对

保护生物多样性，还是在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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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选讲或让学生自己课外去阅读，这样可能可以适当降低

学习的难度。

（汪忠供稿）

　　８．生物的五界分类系统

８．１　背景知识

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１８８６年提出三界学说：植物界、动物界和原生生物界。原生

生物界包含单细胞的生物、一些简单多细胞动物和植物。

１９６９年魏特克提出了五界分系统。他首先根据核膜结构有无，将生物分为原核生物

和真核生物两大类。原核生物为一界。真核生物根据细胞多少进一步划分，由单细胞或

单细胞群（团藻）组成的某些生物归入原生生物界。余下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又根据它们

的营养类型分为植物界，光合自养；真菌界，腐生异养；动物界，异养。

界 细胞类型 营养方式 细胞数目 运动特点 举　例

原核生物界 原核细胞 自养或异养
单 细 胞 或

群体

多数不能运动，少数用鞭

毛运动
细菌、蓝藻

原生生物界 真核细胞 自养或异养
单细胞或单

细胞群
用鞭毛、纤毛或伪足运动 草履虫、变形虫

真菌界 真核细胞
异养，吸收

养料

单细胞或多

细胞
绝大多数不能运动 酵母菌、蘑菇

植物界 真核细胞
自养，进行

光合作用
多细胞 大多数不能自由运动 葫芦藓、松、杨、

动物界 真核细胞
异养，摄取

食物
多细胞

绝大多数能够自由运动，

海奎、珊瑚等。少数种类

营固着生活

蚯蚓、蝗虫、鲫鱼

　　五界系统虽然能反映出生物间的亲缘关

系和进化历程，但仍不够完善。我国著名昆虫

学家陈世骧１９７９年提出３个总界的六界系

统，即非细胞生物总界（包括病毒界）、原核总

界（包括细菌界和蓝藻界）、真核总界（包括真

菌界、植物界和动物界）。

８．２　教科书八上第６１页图１６８提出“生

物进化树”实际上是两界系统的进化树。

考虑到初中学生理解生物的五界分类系

统有困难，生物学课程标准提出的进化树只是

体现了二界系统，即植物界和动物界。高中生物学再提出五界系统，这也体现了初、高中

生物学知识螺旋上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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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进化的主要历程拼图

目的：说出生物进化的主要历程。
指导：

１．学生４人一组，阅读和讨论下面的生物“进化树”（图１６８）。尝试在“进化树”的

方格内填写代表生物所属的生物类群。

图１６８　生物“进化树”

２．参照上图自制生物进化拼图游戏板：在长方形纸板上面出“进化树”的“树干”，

用小纸片画出相应的生物类群或写上该生物类群的名称。

３．在不看书的情况下，比一比哪个组配合得好，拼得快，拼得正确。

讨论：动物和植物进化的主要历程分别是怎样的？

但是，为体现科学性，教科书在八上的６２页上专门增加了一段文字：

　　其实，生物进化的历程远比上述“进化树”描述的过程复杂。例如，在上述生物“进

化树”上为什么没有细菌（原核生物）和真菌（真核生物）的“踪影”呢？如果要把细菌和

真菌也画在生物“进化树”上，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学习有关生物分类和生物进化的知

识，才能使生物“进化树”更加“枝繁叶茂”。

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加上真菌的内容，进化树就会变成三界系统，例如，真菌部分就

要增加接合菌、子囊菌、担子菌等类群。如果要增加原生生物和原核生物的位置，进化树

就变成了五界系统。无论是三界系统还是五界系统，学生学习可能会有很大困难。

教材这样处理一是要符合课程标准上的要求，二是让学生减轻学习难度，同时也能

知道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留下让学生进一步地思考的内容。

（汪忠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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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我国特有的动、植物举例

９．１　背景知识

中国是世界上的主要作物起源中心和多样性分布中心之一，作物的遗传资源十分丰

富。据一些资料分析，现已收集到各类作物遗传资源３０多万份。其中禾谷类２０万份，

豆类５．５万余份，棉、麻、油、糖、烟等经济作物３．１万余份，蔬菜１．８万余份，果树１．１万

余份，牧草、绿肥及其他１．５万余份。

中国丰富的种质资源也是世界的宝贵财富。长期以来，由于人们认识自然的局限

性，在开垦荒地、滥伐林木、建筑水库、建设工厂、扩展铁路和公路等活动中，没有注意对

各种种质的保护，使这些丰富的资源迅速减少。现存的少数品种也正受到过度采挖、毁

林开荒、过度放牧和草地开垦、城市和工业发展、开放旅游等的严重威胁。例如人参、刺

参、天麻、刺五加、假人参、龙眼、明党参、海南粗榧等名贵植物药材都已处于濒危状态，而

像金花茶则因叶有药效，又有国外高价辗转求购，故原产地破坏严重，广西邕宁县潭洛金

花茶、武鸣金花茶等，在原产地几乎不复存在。

中国蔬菜资源仅食用蔬菜就有２００余种。世界上起源于中国的食用蔬菜有１３０余

种，其中５０余种为常用蔬菜。

仅在中国的种子植物中，可被家畜饲用、具有不同程度饲用价值的牧草就有４２１５

种，广泛分布于中国温带草原、荒漠、高寒草原以及亚热带和热带次生草地。世界著名栽

培牧草在中国几乎都有其野生种或野生近缘种。现在，中国共有牧草近４５００种，是世界

上牧草种类最丰富的国家。

经济林是以利用木材以外的其他林产品，如果实、树皮、树叶、树汁、树枝、花蕾、嫩芽

等为主要经营目的的森林。中国已发现的经济树种在１０００种以上。目前，已形成规模

栽培生产的有百余种，还有大量资源有待开发利用。

中国中药材种类有超过１２０００种，其中植物药超过１１０００种、动物药近１６００种、矿

物药８０余种，常用大宗植物药超过３２０种，总蕴藏量为超过８５０万吨。药用植物资源多

样性的基本特点是：野生药用植物种类繁多、栽培种中品种多样性高度丰富、野生近缘种

资源丰富。

中国是世界上家养动物品种和类群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包括特有种、特种经济动

物、有特种经济价值和性能的野生动物及家养昆虫在内，现有的品种和类群超过２２００

个。我国家养动物生态类型和繁殖性状有丰富的变异，是世界上特有的家养动物基

因库。

中国是世界栽培植物三大起源中心之一，有用果树总数居世界第１位。苹果属、梨

属和李属等种类之多，都居世界之首。原产中国的果树主要分布于三个中心地带：黄河

流域及西北、东北地区；长江流域；南部地区（包括西南、中南、东南）。

中国海洋水域有记录的海洋生物种类多达２０２００余物种，内陆水域共有鱼类近８００

种（及亚种）。

中国原产观赏植物共约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种，较常用者仅约其中２０００种。中国是多

种名贵园林植物的起源中心，不仅原产观赏植物种类繁多，品质优良，而且名花品种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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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近缘种丰富多彩，亦即遗传多样性突出。中国观赏植物的遗传多样性主要表现在物

种多样性、起源多样性和品种多样性三方面。

９．２　为什么教科书修订时把各门类生物的具体“种数”都删除了？

原教科书有各类生物的物种数据，如环节动物有３５００余种、软体动物有８万余种

等。为确保数据的科学性，修订后的教科书决定不提具体种数，这是因为：

１．以刘凌云、郑光美的《普通动物学》为例，其第三版和第四版中的动物类群物种数

的数据就有很大的变化。经查实，特别是无脊椎动物的种数变化很快，有些类群每年新

发现新增加的物种数量超过千种以上。

２．参考了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几种主要的高、初中生物学教科书：

（１）香港高中生物学教科书：叶殿恩、叶王易安主编，《生物探知》，时信出版（香港）有

限公司，２００９

（２）香港高中生物学教科书：陈惠江、朱淑芬等主编，《新编生物学》，雅集出版社有限

公司２００６

（３）香港高中生物学教科书：容显怀、何金满等主编，《新高中基础生物学》，牛津大学

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

（４）台湾初中科学教科书：林英智等，《自然与生活科技》，康轩文教事业，２００３

这些教科书中在讲述生物多样性时，都仅介绍每一类群的主要特征及其与人类生活

的简要关系，没有一种教科书提到各门类生物的具体种数。

因此，本次修订的八上教科书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内容时，仅提到昆虫的具体数量

和鸟类的具体数量（它们的数据相对稳定），删除了其他生物类群的具体物种数量。

这样的处理是为了保证教科书的科学性。当然，教科书这样处理并不代表教学时不

能引入具体的生物种数，教师在教学时可以引入部分数据，让学生能够直观地了解生物

的多样性。

（汪忠供稿）

　　１０　生态系统的类型

１０．１　背景知识

生态系统类型众多，一般可分为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还可

进一步分为水域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则可以分为农田、城市等生态

系统。

自然生态系统

１．陆地生态系统

（１）热带雨林分布于赤道南北纬５～１０度以内的热带气候地区（热带辐合带）。其特

点：动植物种类繁多，群落结构复杂，种群密度长期处于稳定。据不完全统计，热带雨林

拥有全球４０％～７５％的物种。例如，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热带雨林的植物以高大乔木为

主；动物的丰富度极高，大多数为树栖或攀爬型。

（２）针叶林分布在寒温带及中、低纬度亚高山地区，其中的植物以冷杉、云杉、红松等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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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热带草原分布于干旱地区，其特点是年降水量少、群落结构简单、受降雨影响大；

不同季节或年份种群密度和群落结构常发生剧烈变化，景观差异大。

（４）荒漠分布于南北纬１５°～５０°之间的地带，其特点是终年少雨或无雨，年降水。例

如，布斯基纳法索境内的稀疏大草原，雨量一般少于２５０ｍｍ，降水为阵性，愈向荒漠中心

愈少。气温、地温的日较差和年较差大，多晴天，日照时间长。风沙活动频繁，地表干燥，

裸露，沙砾易被吹扬，常形成沙暴，冬季更多。荒漠中在水源较充足地区会出现绿洲，具

有独特的生态环境。

（５）冻原分布于欧亚大陆和北美北部边缘地区，包括寒温带和温带的山地与高原。

其特点是冬季漫长而严寒，夏季温凉短暂，最暖月平均气温不超过１４℃。年降水２００～

３００ｍｍ。

２．水域生态系统

（１）湿地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包括沼泽、泥炭地、河流、湖泊、红树林、水库、池塘、沿海

滩涂、深度小于６ｍ的浅海。湿地的生态价值可作为生活、工农业用水的水源；补充地下

水；水禽的栖息地，鱼类的育肥场所。

（２）海洋包括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其特点是生物群落受光照、温度、盐度

等非生物因素影响较大。其中的生物包括浮游生物、大型藻类、鱼、海生哺乳动物以及其

他无脊椎动物。

３．主要自然生态系统的类型比较：

类　型 森林生态系统 草原生态系统 海洋生态系统 湿地生态系统

分布特点 湿润或较湿润地区
干旱地区，降雨量

很少
整个海洋

沼泽地、河流、湖

泊、红树林及低于

６ｍ的浅海水域

物　种 繁多 较多 繁多 较多

主要动物

营树栖和攀缘生

活，如犀鸟、避役、

树蛙、松鼠等。

有挖洞或快速奔跑

特性

从单细胞的原生动

物 到 个 体 最 大

的鲸。

水禽、鱼类，如丹顶

鹤、天鹅及各种淡

水鱼类。

主要植物 高大乔木 草本 微小浮游植物 芦苇

群落结构 复杂 较复杂 复杂 较复杂

种群和群落动态 长期相对稳定 常剧烈变化 长期相对稳定 周期性变化

限制因素 一定的生存空间
水，其次为温度和

阳光

阳光、温度、盐度、

深度
温度

主要效益

人类资源库；改善

生态环境；生物圈

中能量流动和物质

循环的主体等。

提供大量的肉、奶

和毛皮；调节气候，

防风固沙等。

维持生物圈中碳氧

平衡和水循环；调

节全球气候；提供

各种资源等。

多雨或河流多水时

可蓄积，干旱时可

释放储存的水缓解

旱情；提供丰富的

生物资源等

保护措施
退耕还林，合理采

伐，防虫防火

防止过度放牧，防

虫防鼠

防止过度捕捞及环

境污染
加入“湿地公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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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生态系统

人工生态系统有一些十分鲜明的特点，如动植物种类稀少，人的作用十分明显，对自

然生态系统存在依赖和干扰。人工生态系统也可以看成是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的

经济系统复合而成的复杂生态系统。

（１）农田主要指农垦地区，其中以农作物为主，如昆虫、鸟类、杂草，被废弃后，农田生

态系统将发生次生演替，成为自然生态系统。

（２）城市分布于世界各地，其特点是除人工生态系统的共同特点外，城市生态系统以

化石燃料为直接的能量来源，开放度较高。

１０．２　本次教科书修订将生态系统分为陆地生态系统和水域生态系统，陆地生态系

统又分为林地生态系统和草地生态系统等。

本次修订对“陆地生态系统分为森林生态系统和草原生态系统等”的说法进行了修

订，改为“陆地生态系统分为林地生态系统和草地生态系统等”。例如，教科书八上第１１３

和１１４页上的图片表现出修订的内容。

水域生态系统又可以分为海洋生态系统和淡水生态系统（图２０１）

海洋生态系统
　　　　

淡水生态系统

图２０１　水域生态系统

陆地生态系统包括林地生态系统和草地生态系统等类型（图２０２）

林地生态系统
　　　　

草地生态系统

图２０２　陆地生态系统

这样做的原因是：

林地的概念比森林的概念要大。林地是指成片的天然林、次生林和人工林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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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然林主要是指分布在热带雨林和亚寒带针叶林，以及中、低纬度的山区；次生林和人

工林则指人工的乔木林地、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等。但林地不包括农业生产中的果

园、桑园和茶园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有对林地的上述解释。因此，林地生

态系统包括森林生态系统（主要指天然森林），也包括次生林生态系统和人工林生态系统

等。教科书中的林地生态系统的图片是天然森林生态系统的图片（如图片为西双版纳热

带雨林的图片）。

同样，草地的概念比草原地概念要大，草地生态系统包括各类草原（如天然草原或用

于牧业生产的地区），也包括草甸、稀树干草原等。教科书中的草地生态系统的图片也是

天然草原生态系统的图片（如图片中有斑马等野生动物）。

也就是说，我们提出“林地生态系统”和“草地生态系统”，并不是不能提“森林生态系

统”或“草原生态系统”。因为林地生态系统包括森林生态系统和各种树林生态系统等，

而草地包括草原生态系统和草甸生菜系统、稀树干草原生态系统等。新编的教科书表述

为“林地”和“草地”以及林地生态系统和草地生态系统，这比原先的森林生态系统或草原

生态系统的概念更加上位，也就更加科学和更加准确。

教科书把生态系统分为陆地生态系统和水域生态系统。在谈到水域生态系统时，仅

提到海洋生态系统和淡水生态系统，没有提出“湿地生态系统”等，原因是希望减轻学生

的学习难度。

湿地分布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包括沼泽、泥炭地、河流、湖泊、红树林、水库、池塘、沿

海滩涂以及深度小于６ｍ的浅海。其中涉及“沼泽”、“红树林”、“沿海滩涂”以及“深度小

于６ｍ的浅海”等地理学中的概念，而“湿地”既包括“海洋”区域又包括“淡水”区域。提

出“湿地”会搞混“海洋”和“淡水”两个区域，学生应该会有一定的学习困难。

（汪忠供稿）

　　１１．生态农业

１１．１　背景知识

生态农业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

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的，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现代化农业。它要求把发展粮食与多种经济作物生产，发展大田种植与林、牧、副、渔

业，发展大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结合起来，利用传统农业精华和现代科技成果，通过人工

设计生态工程、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

两个良性循环，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

纵观人类一万年的农业发展史，大体经历了原始农业（约７０００年）；传统农业（约

３０００年）；现代农业（至今约２００年）三个主要阶段。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现代农业在给人们带来高效的劳动生产

率和丰富的物质产品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危机如土壤侵蚀、化肥和农药用量上升、能源

危机加剧、环境污染等问题。面对上述问题，各国开始探索农业发展的新途径和新模式。

生态农业就是世界各国的明智选择，它为农业发展探索了一条新的道路。

中国的生态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和某些乡镇企业在内的多成分、多层次、多部



●
Ⅲ．教科书简介和教学建议 ８７　　　

●

门相结合的复合农业系统。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主要措施是实行粮、豆轮作，混种牧草，混合

放牧，增施有机肥，采用生物防治，实行少免耕，减少化肥、农药、机械的投入等；８０年代创

造了许多具有明显增产增收效益的生态农业模式，如稻田养鱼、养萍，林粮、林果、林药间

作的主体农业模式，农、林、牧结合，粮、桑、渔结合，种、养、加结合等复合生态系统模式，

鸡粪喂猪、猪粪喂鱼等有机废物多级综合利用的模式。

生态农业的生产以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为重要前提，根据生物与环境相

协调适应、物种优化组合、能量物质高效率运转、输入输出平衡等原理，运用系统工程方

法，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的输入组织生产。通过食物链网络化、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充分发挥资源潜力和物种多样性优势，建立良性物质循环体系，促进农业持续

稳定地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因此，生态农业是一种知识密集型的现

代农业体系，是农业发展的新型模式。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全球的共

同响应，可持续农业的地位也得以确立，生态农业作为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一种实践模

式和一支重要力量，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无论是在规模、速度还是在水平上

都有了质的飞跃。例如奥地利于１９９５年即实施了支持有机农业发展特别项目，国家

提供专门资金鼓励和帮助农场主向有机农业转变。法国也于１９９７年制定并实施了

“有机农业发展中期计划”。日本农林水产省已推出“环保型农业”发展计划，２０００年４

月份推出了有机农业标准，于２００１年４月正式执行。发展中国家也已开始绿色食品

生产的研究和探索。一些国家为了加速发展生态农业，对进行生态农业系统转换的农

场主提供资金资助。美国一些州政府就是这样做的：依阿华州规定，只有生态农场才

有资格获得“环境质量激励项目”；明尼苏达州规定，有机农场用于资格认定的费用，州

政府可补助２／３。这一时期，全球生态农业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单一、分散、自发的民

间活动转向政府自觉倡导的全球性生产运动。各国大都制定了专门的政策鼓励生态

农业的发展。

１１．２　教科书在生态农业方面是如何处理的呢？

教科书在讲授到“人工生态系统”的内容时，谈到“生态农业”。一般的“人工生态系

统”如“农田生态系统”比较简单，所以教科书也没有什么可以讲述的。而生态农业是一

类现代的“人工生态系统”，结构比较复杂，其所具有的可持续发展特点价值很大。因此，

教科书把生态农业作为人工生态系统的主要内容。由于农业生态系统的内容也有一定

的难度，所以希望通过一个比较具体的“生态农业”的案例，也就是教科书中的“桑、蚕、鱼

塘生态农业”的案例，让学生通过这个讨论活动直观地理解生态农业。

这个讨论活动中的案例是在我国南方地区经常使用的一种独特的生态农业系统，又

称“桑基鱼塘”生态系统。由于它具有很高的生态效益，曾被联合国粮食组织誉为“最佳

人工生态系统”。这一人工生态系统说起来并不复杂，就是挖塘填基，塘中养鱼，基上栽

桑，桑下种草，以桑养蚕，用蚕粪、牧草喂鱼，用鱼肥、塘泥肥桑，形成一个合理、高效、稳定

的人工生态农业系统。其实，桑基鱼塘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农民对它的经营有着丰富

经验。近年来该生态系统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桑基鱼塘的基础上创造了果基鱼塘和庭

园农业。果基鱼塘在沿海一带开发滩涂中应用较多，具体地说就是在已围海涂上，每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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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米左右纵横挖塘，挖出的土堆于塘基上。而后塘中养淡水鱼，塘基上种植柑橘、抽类等

水果，水果树下种牧草或绿肥。果树种植位置离塘面常年水位１米以上，种植方式采取

宽行密植，行向与水塘平行，树形修剪成低干或中干偏低类型。这种果基鱼塘具有塘基

土层深厚，土质肥沃，土壤含盐量低，有利于果树生长；塘中养鱼，塘泥有机质积累快，可

作果树肥料；排灌方便，旱涝保收等。庭园农业也是一种对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科学技

术之间的关系处理得较为协调的生态农业。

（汪忠供稿）

　　１２．制作小型生态瓶

１２．１　背景知识

生态瓶就是“将少量的植物，以这些植物为食的动物和其他非生物物质放入一个密

闭的光口瓶中，形成的一个人工模拟的微型生态系统”。在科学教学活动中，生态瓶是一

种有趣、充满活力且十分有用的工具。因为大多数的孩子都喜欢饲养、观赏生态瓶中的

鱼和其他各种水生生物，这种饲养和观赏可以增长知识，促进探究，增进理解，并带来美

的享受。

据说，美国太空总署火箭推进实验室里进阶生命支持计划的科学家汉生，发现细小

的盐水虾、藻及蜗牛可以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生存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光合作用下藻类

得以繁衍增殖；小虾吃藻类得以维持生命；细菌将虾子的排泄物分解为藻类的养分。这

三种生物体在这一封闭的系统内形成一个共生自足的“微型世界”———生态瓶，它就像地

球一样。

生态瓶由透明的玻璃球体组成，内有小虾、藻类、细菌、经过滤的海水、小石及空气

等。生态瓶中的小石代表地球的土地，有约三分之二的水及三分之一的空气，能量来源

同样是阳光，当然还有生命（虾、藻及细菌）。

生态瓶内进行的生态循环代表着简化了的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光线及水中的二氧化碳让藻类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产生氧气，它们会利用水中的无机营

养物，藻类是系统中的生产者；小虾呼吸消耗氧气，放出二氧化碳，并以藻类及细菌为食

物，排出废物，故此小虾是消费者；细菌则把小虾之排泄物分解成无机营养物，供藻类使

用，所以细菌成为分解者。小石等为微生物提供藏身之处，免得被小虾所吃，也为细菌提

供生长场所，让其能作为分解者分解生态系统中的废物。因此，生态瓶内的食物及气体

都可不断地循环使用。生态瓶是密封的，因此不能加入任何食物或气体，唯一可进入系

统的是光线，整个系统也是靠光线作能量推动的。

１２．２　教科书制作小型生态瓶的活动如何完成的好？

八上教科书第１１４、１１５页上安排了“探究小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的活动，活动的目

的包括“生态平衡”的知识目标和“初步学会观察和研究生态系统”的能力目标等。

考虑到学生开展这一活动的困难，与原活动相比，本活动做了比较大的调整。特别

是增加了探究的指导，并强调了以食物链为基础进行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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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探究目的：学习观察和研究生态系统。
探究指导：

１．学生４人一组，讨论如何利用各种容器制作小型生态系统。

２．提出影响小型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问题。例如，植物种类的多少会影响小型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吗？植物数量的多少会影响小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吗？

３．根据问题，作出假设。例如，针对“植物数量的多少会影响小型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的问题，作出“植物数量的多少会影响小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的假设。

４．讨论和确定本组的探究方案。分工合作，按照本组的探究方案完成小型生态系

统的制作。

建议考虑：有学生根据“乌龟取食蜗牛、蜗牛取食杂草等”的食物链，以及“杂草的

光合作用为生态系统提供氧气”的事实，设计了探究方案：选择两个同样大小的无色塑

料或玻璃容器，分别添加等量的土壤，在低洼处添加等量的河水，再分别加入小乌龟一

只、蜗牛两只；两个容器内只有杂草的数量不相同（图２０３）。这一探究方案对本组设

计探究方案有启发吗？

图２０３　小型生态系统稳定性探究示意图

该学生的探究课题为“植物的多少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变量为植物（杂草）

的数量。为什么要设置上述两个装置？

５．密封容器后，将其放置于室内通风和光线良好的地方，但要避免阳光直射。想

一想，为什么？在１０天内，每天观察并记录观察到的现象。

讨论：哪些因素会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根据一线教师的制作经验，制作生态瓶应注意一些事项：

（１）对透明塑料瓶应注意用热水洗涤清洁；建议装入一些用自来水冲洗和除去其中

尘土和脏物质的沙子和小石子，作用是为那些细菌提供一个寄宿的场所；无法获取自然

水域水的，可以把自来水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晒两天以上，里面便会生长一些微生物；加

入生态瓶中的作为动物食物的植物一般为藻类；把小鱼、田螺、小虾等放进去。

（２）如果是放入小鱼，那么大多数鱼都对水温的突然变化十分敏感，可以在鱼原来所

生活的水缸中放进一个塑料袋，将鱼和部分水转移到塑料袋中，然后连水连鱼一起转移

到生态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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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生态瓶中放养的鱼的数量和生态瓶中水的体积及鱼在水中可获取的氧气量直接

相关。如果养的是金鱼，则每４升水放两到三条成年金鱼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判别生态

瓶中鱼是否太多的方法就是注意是否有鱼浮在水面不断“喘气”，如果有这个现象发生，

则表明水中没有足够的溶解氧，要么是水质出问题了，要么就是放入的鱼太多了。

（４）小鱼、田螺、小虾可以用苹果螺来替代。苹果螺

（右图）对水温、水质等水文条件并不挑剔，其食物主要

是鱼缸中附着的藻类，它也可以吃鱼缸中残余的观赏鱼

饲料。苹果螺的繁殖速度也很快。注意，生态瓶受到阳

光的照射量和绿藻的生长速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一

个平衡的生态瓶中，每天绿藻增加的量应该与苹果螺能

吃掉的差不多。

（５）可以每周观察记录一次并进行讨论，对所观察到的变化的原因进行猜测，或预测

一下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整个活动的持续时间至少在两周以上。

生态瓶可以模拟一个池塘生态系统。从中可以了解生态系统中各种生态因素之间

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加深对自然界的认识理解。

（汪忠供稿）

　　１３．无性生殖

１３．１　背景知识

高等植物具有根茎叶的分化，植物的营养生殖是利用植物的营养器官来进行繁殖。

因此，它是高等植物的一种无性生殖方式。低等植物细胞不可能进行营养生殖，所以出

芽生殖是低等动物的一种无性生殖方式。当然，“出芽生殖”中的“芽”是指在母体上长出

的芽体，而不是高等植物上真正的芽的结构。无性生殖的方式包括出芽生殖以及分裂生

殖、孢子生殖、营养生殖等多种。

分裂生殖、出芽生殖、孢子生殖、营养生殖的比较表

生殖的方式 概　　　　念 举　例

分裂生殖
由一个生物个体直接分裂成两个新个体，这两个新个体的大小、形状

基本相同

草履虫、变形

虫、细菌

出芽生殖 母体上长出芽体，由芽体发育成和母体一样的新的个体 酵母菌、水螅

孢子生殖
真菌和一些植物细胞，能够产生一些无性生殖细胞———孢子，在适宜

的条件下，孢子萌发成新的个体

青霉、曲霉、

铁线蕨

营养生殖
由植物的营养器官（根、茎、叶）的一部分，在与母体脱落后，发育成一

个新的个体

马铃薯的块

茎、蓟 的 根、

秋海棠的叶

　　分裂生殖是单细胞生物最常见的一种生殖方式。如细菌、变形虫的裂殖是最简单的

分裂生殖。变形虫为分裂生殖，生殖时细胞核先进行有丝分裂，接着细胞质由一端向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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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分裂并复制新的细胞器，最后形成两个相似的子细胞。

变形虫分裂生殖

真菌的生殖包括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在生殖过程中，真菌能通过产生无性孢子和

有性孢子而完成无性生殖或有性生殖。

无性生殖中的“孢子”是无性孢子，它们和体细胞有着相同的染色体数或ＤＮＡ数。

因此，无性孢子只可能通过有丝分裂或无丝分裂来产生，而不可能通过减数分裂来产生。

真菌生长发育到一定时期也会进行有性生殖。有性生殖是经过两个性细胞结合后细

胞核产生减数分裂产生孢子的繁殖方式。经过有性生殖，真菌可产生四种类型的有性孢子：

卵孢子　卵孢子是由两个异型配子囊———雄器和藏卵器接触后，雄器的细胞质和细

胞核经受精管进入藏卵器，与卵球核配，最后受精的卵球发育成厚壁的、双倍体的卵

孢子。

接合孢子　接合菌的有性孢子。是由两个配子囊以配子囊结合的方式融合成１个

细胞，并在这个细胞中进行质配和核配后形成的厚壁孢子。

子囊孢子　通常是由两个异型配子囊———雄器和产囊体相结合，经质配、核配和减

数分裂而形成的单倍体孢子。子囊孢子着生在无色透明、棒状或卵圆形的囊状结构即子

囊内。每个子囊中一般形成８个子囊孢子。

担孢子　通常是直接由“＋”、“－”菌丝结合形成双核菌丝，以后双核菌丝的顶端细

胞膨大成棒状的担子。在担子内的双核经过核配和减数分裂，最后在担子上产生４个外

生的单倍体的担孢子。

１３．２　教科书为什么只提到“出芽生殖”和“营养生殖”？

分裂生殖看似简单，其实需要有关“有丝分裂”的知识，而这在初中生物学“细胞分

裂”的内容中没有提到。真菌的生殖则更加复杂，包括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所以，教科

书仅仅提到出芽生殖和营养生殖。

出芽生殖是一种特殊的无性生殖方式。亲代藉由细胞分裂产生子代，在一定部位长

出与母体相似的芽体，芽体并不立即脱离母体，而与母体相连，继续接受母体提供养分，

直到个体可独立生活才脱离母体。如酵母菌或水螅等腔肠动物、海绵动物等。

酵母菌的出芽生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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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生殖是利用植物的营养器官来进行繁殖，只有高等植物具有根茎叶的分化，因

此，它是高等植物的一种无性生殖方式，低等的植物细胞不可能进行营养生殖。

（汪忠供稿）

　　１４．家蚕的生殖与发育

１４．１　背景知识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在浙江省吴兴的郊外，发现五千年前人类

遗留的东西，其中有古代的丝织品，证明很早以前中国就会养蚕。传说黄帝的妃子螺，教

人民种桑树、养蚕、抽丝、织布，让大家有好的衣服穿。二千多年前，中国人制造的丝织品

传到欧洲，当时欧洲人还不会养蚕抽丝，不知道这么美丽的布料是怎么做出来的，由于欧

洲人很喜欢买丝织品，商人要运送很多丝织品到欧洲，于是开辟了一条运送丝织品到欧

洲的路，这条路就被称为丝绸之路。

中国广阔的原野上生长着许多桑树，有乔木，也有灌木。在桑树上生息着好几种昆

虫，它们取食桑叶或蛀食树干。在这些昆虫中，有一种吐丝作茧的鳞翅目昆虫引起了先

民的注意，这就是桑蚕。桑蚕取食桑叶后吐丝结茧，然后钻出茧壳羽化为蛾子。人们发

现这种茧壳浸湿后，可以拉出长长的银色丝缕，并捻成线和织成绸。这比起当时的衣服

原料麻布和葛布来，要漂亮得多了。随着先民生活的定居，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蚕茧，即

开始了人工饲养，并把蚕移到室内来驯养。中国除桑蚕外，还有柞蚕、樟蚕等。

１．家蚕只在幼虫期取食。一条家蚕幼虫阶段的营养状况直接影响蚕体生长以及茧

丝和蚕卵的生成。桑蚕所必需的营养素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类、维生素、无机盐和

水分等。蛋白质不但是蚕体各器官细胞的重要组成成分，而且是丝腺细胞合成的蚕丝物

质和卵巢生成蚕卵的基本原料。碳水化合物是生命活动的主要能源。脂类中的甾醇是

蜕皮激素的前驱物，体内不能合成，必须从食物中摄取。维生素是调节物质代谢不可缺

少的一类生物活性物质，多数为酶的辅基。无机盐是细胞成分之一，并对细胞内外液体

的渗透压和酸碱度起调节作用。水分约占蚕体重的８５％，是蚕体主要组成成分，对体内

物质的溶解、运输以及调节并保持内环境的相对恒定等具有重要作用；血液含水率低时

渗透压升高，有碍代谢的正常进行；血液含水率过高则渗透压下降，ｐＨ降低，也导致蚕体

生理障碍。水分来自食料，因而食料水分的含量与蚕体水分的含量有密切关系。

桑叶中的营养成分均十分丰富。除此以外，桑叶中还含有诱食因素（如柠檬醛、青叶

醇等挥发性萜烯类物质）；咬食因素（如β谷甾醇、异槲皮苷和桑色素等）；吞咽因素（如纤

维素、磷酸盐、硅酸盐、肌醇和维生素Ｃ等），能刺激幼虫产生趋食、咬食和吞咽的要求和

动作。因此桑叶是最好的天然饲料。人工饲料也是按桑叶的化学组分配制而成。

２．家蚕的眠和起是蚕生长发育的生理过程。蚕蜕皮之前停止食桑，蚕体固定在桑叶

上，逐渐形成新皮。这一不食不动的现象称作眠。蚕的一生需４次蜕皮，它的眠和起是

生理上的转折点。表面上看不食不动，其实它的内部在进行激烈的组织更新。如蚕在眠

期护理不好，病菌极易侵入而发生蜕皮困难，给后期饲养带来不便和经济损失。所以，蚕

在眠期管理十分重要。例如，眠前除沙可以避免蚕粪堆积过多、滋生和蔓延病菌；一定要

饱食就眠，不能过早停止给桑，饿眠蚕体质弱、抗性差、易生病；蚕在眠期对外来的各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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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抵抗力较弱，所以一定要注意眠中保护；蚕是变温动物，适应范围在２０～３０℃。保持

蚕室湿润，避免蚕发生蜕皮困难等。

３．适时上蔟。上蔟时蔟中温度保持在２２～２５℃。湿度以干湿差２．５℃为宜，光线

均匀，环境静寂，避免强风直吹，要加强通风换气，保持０．５～１．０米／秒的风速。采茧应

在蚕结茧化蛹后，蛹体皮色转为黄色时进行。在上蔟后第６～７天采茧。采茧时先将蔟

中的死蚕和烂茧拾去，按照分批上蔟先后，先上先采，后上后采，轻采轻放，避免蛹体损伤

出血。采下的茧不可堆积过厚，以２～３粒厚为宜，放置于凉爽、通风、干燥的场地，避免

强光暴晒。

１４．２　八下教科书提到家蚕蜕四次皮，但没有提到蝗虫蜕几次皮。为什么？

和家蚕的发育一样，蝗虫的一生也是从受精卵开始的。刚由卵孵出的幼虫没有翅，

能够跳跃，所以又称为“跳蝻”。跳蝻的形态和生活习性与成虫相似，只是身体较小，生殖

器官没有发育成熟，这种形态的昆虫又叫“若虫”。若虫逐渐长大，当受到外骨骼的限制

不能再长大时，就脱掉原来的外骨骼，这叫蜕皮。若虫一生要蜕５次皮。由卵孵化到第

一次蜕皮，是１龄，以后每蜕皮一次，增加１龄。３龄以后，翅芽显著。５龄以后，变成能

飞的成虫。所以，蝗虫的个体发育过程要经过卵、若虫、成虫三个时期，像这样的发育过

程称为不完全变态。蝗虫在中国有的地区一年能够发生夏蝗和秋蝗两代。在２４℃左

右，蝗虫的卵约２１天即可孵化。孵化的若虫自土中匍匐而出。五龄时若虫已将老熟，再

取食数日就会爬到植物上，身体悬垂而下，静待一段时间，成虫即羽化而出。

由于昆虫是生物界中种类和数量最多的生物，也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非常密切

的一类生物。教科书希望通过饲养家蚕了解昆虫的生殖与发育的知识，了解昆虫与人类

生活的有益方面，所以提到蚕要经过４次蜕皮；而对于蝗虫，主要是希望通过蝗虫的知识

了解昆虫对人类生活的有害方面。所以，教科书对于家蚕的发育过程讲解得比较详细，

并安排了饲养家蚕的活动。而对蝗虫的发育过程讲解得就比较简单。

（汪忠供稿）

　　１５．池塘水中的藻类植物

１５．１　背景知识

生活在池塘水中的生物种类有很多，其中常见的能够进行光合作用营自养生活的有

蓝藻、绿藻、被子植物等类群。蓝藻虽然能够进行光合作用，但属于原核生物，不属于藻

类植物。苦草、金鱼藻、黑藻等虽然生活在水中，有些还被称为“藻”，但却是结构复杂、进

化地位较高的种子植物中的被子植物，即绿色开花植物，也不属于藻类植物。绿藻、硅藻

等结构简单、无根、茎、叶等器官分化的真核生物为藻类植物。藻类植物不仅没有营养器

官和生殖器官的分化，也没有胚，受精卵形成以后，脱离母体直接生长发育成新个体。

藻类植物是原生生物界一类真核生物，微小的如单细胞的鞭毛藻（衣藻）等，大型

多细胞的藻类植物如褐藻中的海带、红藻中的紫菜等。此外，还有硅藻、金藻、轮藻、甲

藻、隐藻、裸藻等多种类群的藻类植物。藻类植物有的生活在海水中，有的生活在淡水

中。池塘水中的藻类一般是淡水藻类。如绿藻中的衣藻、水绵、团藻等都是常见的藻

类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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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藻

铜绿微囊藻

蓝藻又名蓝细菌，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光合自养的原

核生物。蓝藻中的微囊藻属、鱼腥藻属、束丝藻属、节球藻

属、筒胞藻属、颤藻属、念珠藻属和螺旋藻属等类群的大量

生长和繁殖是淡水水体发生水华的主要原因，而氮磷则是

影响蓝藻水华发生的主要营养因子。由于有些蓝藻可以作

为鱼的饵料（如鱼腥藻、螺旋藻），有些蓝藻具有固氮作用

（如念珠藻），而有的蓝藻却会产生蓝藻毒素（ＭＣ），引起人

们对蓝藻的分布、生长等问题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微囊

藻（图１）是池塘等水体中发生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水华蓝藻，其爆发时，常常还会导致发

生鱼类死亡、饮用水污染等事件。

绿藻

绿藻的植物体形态多样，有单细胞、群体、丝状体或叶状体等。绿藻的细胞壁分为两

层，内层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外层为果胶质。绿藻细胞中的叶绿体（载色体）与高等植

物的叶绿体结构类似，功能相同，下面列举的是池塘水中常见的绿藻。

衣藻：衣藻是一类生于淡水的可游动的单细胞绿藻，广泛分布于富含氮素的水体中。

衣藻细胞具有一个大型的杯状叶绿体，在叶绿体的先端有一个红色椭圆形的眼点，两根

等长的鞭毛。

小球藻：小球藻是体形微小的单细胞藻类，分布广泛，主要生长在富含有机质的河

水、池塘以及沟渠中。小球藻是科学家常用的实验材料。鲁宾 卡门用小球藻所做的实

验证明，光合作用放出的氧来自于水。

水绵：水绵是多细胞的不分枝的丝状体，因藻体表面有较多的果胶质，手触摸时有黏

滑感。水绵的分布非常广泛，池塘、稻田或湖泊等都有生长。科学家用水绵进行光合作

用的有关实验，证明叶绿体色素主要吸收红光和蓝紫光。

盘藻：盘藻多生活于较小的，尤其是营养物较丰富的淡水水体中，是池塘中常见的藻

类。植物体通常由４、１６或３２个细胞组成。细胞形态与衣藻相似，所有细胞排列在同一

平面上，外被发达的胶质。

轮藻：轮藻是绿藻中分化程度较高的类群，主要分布在有机质较少、钙质丰富、呈微

碱性的淡水或半咸水的浅水型湖泊、池塘、沼泽的水体中。轮藻的植物体基部具有分枝

的假根，假茎上还有１～２轮托叶。

大多数藻类植物生活在有机质丰富的水中，农田附近的池塘水及稻田中，由于氮磷

等物质含量较高，藻类植物往往也生长得比较旺盛。由于池塘水中的生物类群很多，观

察池塘水中的藻类植物时，不仅需要使用显微镜，还可以从观色、辨形、触摸及结构等方

面入手，以正确认识藻类植物。

观色：藻类植物含有叶绿体，大都是绿色的。蓝藻含有叶绿素，常常也是绿色的。但

在蓝藻细胞的细胞壁中，常常还含有红色、紫色或棕色的非光合作用色素，可用于区别。

辨形：绿藻中的衣藻有两根等长的鞭毛，盘藻也有鞭毛，但为群体型绿藻。水绵和蓝

藻中的颤藻都是丝状体，水绵细胞中具有螺旋状排列的带状叶绿体，颤藻为原核生物，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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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细胞核，也没有叶绿体，细胞依靠光合片层进行光合作用。

触摸：绿藻等藻类植物的细胞壁外层具有果胶质而呈粘液化，故触摸有黏滑感。蓝

藻细胞壁外有由果胶酸和粘多糖构成的胶质鞘，胶质鞘有的易水化，有的则比较坚固。

可以通过触摸，分辨绿藻中的水绵和蓝藻中的颤藻。

结构：真核生物具有典型的细胞核，蓝藻属于原核生物，没有细胞核，可以在显微镜

下辨别出来。

１５．２　实验方法：

１．观察池塘水中的单细胞或多细胞藻类植物

取材：在农田附近的池塘中取池塘水。可用适当长度的塑料绳一端扎紧广口瓶的颈

部（避免脱落），另一端扎成圈绕在手中，将广口瓶深入池塘水中并取池塘水。

观察：采到的池塘水中含有较多的藻类植物和其他生物，带回实验室后要及时观察。

用胶头吸管吸取池塘水，滴一滴置于载玻片中央，仔细盖上盖玻片（避免产生气泡），放在

显微镜下观察。有鞭毛的衣藻会在水中游动。小球藻体形小，需要转入高倍镜下进行

观察。

结果：在池塘水中，除了小球藻、衣藻外，还能观察到团藻、盘星藻、栅列藻等。

２．观察水绵藻类植物

取材：水绵在池塘水中生长时往往聚集成团，可连同池塘水一起捞起。

观察：须先用镊子将少量水绵取出，置于培养皿中，再用镊子从盛有水绵的培养皿中

挑取少许丝状水绵，置于载玻片上，如有重叠的藻丝可用解剖针将其分散开，滴一滴清水

（可以在放置水绵之前滴清水），盖上盖玻片，置于显微镜下观察。

结果：水绵为多细胞丝状体，由一列圆柱状细胞构成，不分支。

进一步探究：

衣藻、水绵等绿藻细胞的叶绿体中含有蛋白核，蛋白核外为淀粉层，用碘液处理，可

见淀粉呈现蓝色。

（虞蔚岩供稿）

　　１６．列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的１４个自然保护区（截至１９９６年）

１６．１　背景知识

１．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吉林省安图、抚松、长白三县交界的白头山地区。１９８０年加入“国际人与生物圈

保护区网”。该保护区面积达２０多万ｈｍ２，是一个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

然综合体自然保护区。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不仅植物类型复杂多样，而且种类十分丰富。目前已知有野生植

物２２７７种，分属于７３目２４６科。其中：真菌类植物１５目３７科４３０种；地衣类植物２目

２２科２００种；苔藓类植物１４目５７科３１１种；蕨类植物７目１９科８０种；裸子植物２目３

科１１种；被子植物３３目１０８科１３２５种（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志，１９９０）。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种类繁多、资源丰富。目前已知有１２２５种，分属于７３

目１８９科。其中：森林昆虫害虫６目４８科３８７种，森林昆虫天敌７目２９科９４种；园口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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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目１科３种；鱼类２目４科１１种；两栖类２目６科１３种；爬行类１目３科１１种；鸟类１８

目４８科２７７种另４亚种；哺乳类６目１９科５１种；脊椎动物３０目６１科３７０种（长白山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志，１９９０）。

２．卧龙自然保护区

位于四川省西部汶川县境内。１９８０年，保护区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与生

物圈保护区网”，并与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合作建立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该保护

区面积为２０万ｈａ，主要保护西南高山林区自然生态系统和大熊猫等珍稀动物。这里是

亚热带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由于高山阻挡了太平洋东来的气流及西风环流，形成终

年温凉湿润的亚热带山地气候。从山麓到山顶形成了完整的垂直分布带谱。主要珍稀

动植物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羊、小熊猫、白唇鹿、四川红杉、岷江柏、独叶草、追龄草、香

樟等。

３．鼎湖山自然保护区

位于广东省肇庆市。１９５６年被列为我国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１９７９年加入“国际

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主要保护亚热带常绿季雨林。鼎湖山自然保护区蕴藏有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被生物学家称为“物种宝库”和“基因储存库”。桫椤、紫荆木、土沉香等国家

保护植物达２２种，鼎湖冬青、鼎湖钓樟等华南特有种和模式产地种多达３０种。药用植

物更是多达９００种以上。动物种类也很丰富，有兽类３８种，爬行类２０种，鸟类１７８种，昆

虫已鉴定的有１１００多种，其中蝶类就有８５种。就地保护的国家保护动物近２０种。

４．梵净山自然保护区

位于贵州省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交界处。１９８６年加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

该保护区是当今少有的亚热带完整生态系统，面积为４．１万ｈａ，主要保护对象为亚热带

森林生态系统及黔金丝猴、珙桐等珍稀动植物。

５．武夷山自然保护区

位于福建省建阳、崇安、光泽县境内，１９８７年加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该保

护区面积约为５．７万ｈａ，主要保护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及珍贵动植物。保护区内高等植

物种类有２６７科１０２８属２４６６种、低等植物８４０种、脊椎动物４８４种（其中哺乳类７１种、

鸟类２６０种、爬行类７３种、两栖类３５种、淡水鱼类４５种）、昆虫４６３５种（约占全国已定

名昆虫的五分之一，全世界昆虫共３４个目，中国有３３个目，保护区就有３１个目）。保护

区内植物属珍稀濒危、渐危的有银杏、南方铁杉等２８种，属国家重点保护的有南方红豆

杉、水松等２０种。野生动物属国家重点保护的有黄腹角雉、金斑喙凤蝶等５７种，属国际

候鸟保护网的有１０１种，１９７８年还发现过濒临灭绝物种华南虎的踪迹。

６．锡林郭勒草原自然保护区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林浩特市。１９８７年加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该保护

区是典型的温带草原生态系统，草类资源丰富，牧草优良，是我国和世界的第一个草地类

型的自然保护区。是一个以保护在半干旱气候条件下发育在栗钙土上的典型草原生态

系统，在半湿润气候条件下发育在黑钙土上的草甸草原生态系统以及分布在草原地带上

的沙地森林生态系统和分布在河谷地带的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保护在

各类生态系统中繁衍生息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为主的综合性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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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神农架自然保护区

位于湖北省房县、兴山、巴东三县境内。１９９０年加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

该保护区面积约为７０４６７ｈａ，有维管束植物３４００余种，其中珙桐等２６种珍稀植物被列

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区内的兽类、鸟类、鱼类、两栖、爬行类动物共４９３种；其中金丝猴

等７３种珍稀动物被列为国家级保护动物。

８．博格达峰自然保护区

博格达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境内，天山博格达峰

北麓，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南缘，总面积２１７０ｋｍ２。１９９０年加入“国际人与

生物圈保护区网”。由天池自然保护区和中国科学院阜康荒漠生态站两部分组成，保护

对象包括濒危动物、森林、草原、天山风景区及荒漠绿洲。保护了我国干旱区寒温带典型

的山地针叶林生态系统，保护了珍稀野生动物的繁衍、栖息地，保护了珍贵的动植物资

源、冰川资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个、中国第七个被纳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网络

的保护区。

９．盐城自然保护区

该保护区属滨海湿地，为中国最大的海岸带保护区，地处江苏中部沿海，位于江苏省

盐城市。１９９２年加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该保护区主要保护内陆湿地和水域

生态系统，主要保护对象是湿地及丹顶鹤等珍贵水禽。截至２００８年，区内有植物４５０

种，鸟类３７９种，两栖类和爬行类共４５种，鱼类２８１种，哺乳类４７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

的一类野生动物有丹顶鹤、白头鹤、白鹤、白鹳、黑鹳、中华秋沙鸭、遗鸥、大鸨、白肩雕、金

雕、白尾海雕、白鲟共１２种。

１０．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

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主要保护热带生态系统和多种动植物的综合

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３年加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保护区属热带湿润气候，是中国

除海南省外热带原始林保存最好的地区，以“动植物王国”闻名中外。已鉴定的高等植物

约３８９０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有望天树、桫椤、野生稻、板状根等５３种；陆生脊椎动

物有６２０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有绿孔雀、黑长臂猿、亚洲象（建有亚洲象繁育基地）

等２４种。本区的特有植物有细蕊木莲等３０种，特有动物有双带鱼螈等７种。

１１．天目山自然保护区

位于浙江省临安县西北的天目山。１９９６年加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天目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４２８４ｈａ，地处东南沿海丘陵区的北缘，属温暖湿润的季风气

候。植物为亚热带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是中国中亚热带植物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植物

区系上反映出古老性和多样性。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森林生态系统为重点的野生植

物自然保护区，计有苔类植物７０种、藓类植物２４０种、蕨类植物１１０种、种子植物１５７０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２５种，以天目山命名的植物２４种，珍稀孑遗植物银杏的野

生种也分布于此，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１２．茂兰自然保护区

位于贵州省南部荔波县境内，１９９６年加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主要保护对

象为中亚热带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森林覆盖率达８７．３％。区



《生物学》培训手册
●

９８　　　

●

内有维管束植物１４３科５０１属１２０３种，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２０余种，二级保护植

物２００余种，茂兰特有种２５种。有脊椎动物４００余种，其中有国家用一级保护动物３种，

二级保护动物４０余种，茂兰特有种５种。还有大量的无脊椎动物，仅昆虫就已发现１３００

余种，有１５０余种为茂兰特有种。

１３．九寨沟自然保护区

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１９９７年加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

网”。该保护区面积约为６００００ｈａ，主要保护对象为大熊猫及森林生态系统，是我国第一

个以保护自然风景为主要目的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达８０％～９０％，藤本植

物有３８种，名贵中药有冬虫夏草、雪莲、雪茶、川贝母、天麻等。国家级保护植物有四川

红杉、星叶草、三尖杉、白皮杉、麦吊云杉、领春木、连香树等。保护区有陆栖脊椎动物１２２

种，其中兽类２１种，鸟类９３种，爬行类４种，两栖类４种。保护区内有国家级保护动物，

一级有大熊猫、金丝猴、豹、白唇鹿、扭角羚、绿尾虹雉等。

１４．丰林自然保护区

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１９９７年加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总面积１８１６５．４ｈｍ２。

功能区区划现状，核心区总面积４１６５ｈｍ２，缓冲区总面积３８１２ｈｍ２，实验区总面积

１０１８８．４ｈｍ２。主要保护对象为以红松为主的北温带针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

动植物，属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这里有植物种类１１３属５６８种３２变种，哺乳

类６目１５科５２种，鸟类２２０余种，昆虫６目５５科４０４种。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５种，重

点保护动物５４种。

１５．南麂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位于浙江省平阳县东部海域、鳌江口外，距鳌江港３０海里，陆域面积１１．３ｋｍ２，拥有

大小岛屿２３个。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加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

象是生活在潮间带中的贝类。南麂列岛因其丰富的贝藻类资源而被称作“贝藻王国”，拥

有贝类４０３种，底栖海藻１７４种，分别占全国物种总数的３０％和２０％。

１６．２　为什么教材中仅提到几个自然保护区？

提到几个自然保护区是想引导学生了解这样一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措施，仅提到少

数几个的目的很简单，主要是降低学习难度，同时也有引导学生有兴趣的话，再在课外自

主地去学习。

（虞蔚岩供稿）

　　１７．染色体变异

１７．１　背景知识

染色体变异包括染色体数目变异和染色体结构变异。染色体数目变异还可分为非

整倍数变异和整倍数变异。

染色体数目变异

非整数变异：是指细胞中的染色体单个的增加或减少。主要的类型有：

单体性（２ｎ－１）：某同源染色体少一条，绝大多数不能成活。

缺体性（２ｎ－２）：缺失一对染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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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性（２ｎ＋１）：某同源染色体多一条。

多体性（２ｎ＋ｘ）：某同源染色体多若干条。

例如：Ｄｏｗｎ氏综合征（２１号染色体三体）２１号染色体多出一条。又称先天愚型。其

表现症状：多器官组织异常。头颅小而圆，枕部扁平，脸圆而平，鼻梁扁平，眼距过宽，眼

裂小，舌常外伸并有舌裂，掌纹异常，通常有通贯掌———“蒙古样痴呆”；生长迟缓，智力低

下，多数有心脏病，无生育能力或生育能力低下。（如下图）

整倍数变异：是指染色体以染色体组为单位增加或减少。典型的有三倍体、多倍体

和单倍体。

多倍体：３ｎ、４ｎ多见于植物中。例如：三倍体无籽西瓜的培养。

单倍体：如花药产生的花粉，在育种中有重要意义，可较快地获得纯种植株。

染色体结构变异

染色体结构变异包括可分为缺失、重复、倒位和易位等类型。

缺失：染色体少了某一片段，通常是致死的。

重复：染色体上多出了一段。

倒位：染色体内部结构的顺序发生颠倒。

易位：染色体断裂，断裂片断接到其他地方。

例如：猫叫综合征是第５号染色体短臂缺失一部分，表现症状为：患儿哭声类似猫

叫，耳的位置低下，面部表情看似很机灵，但实则智力非常低下（ＩＱ常低于２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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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染色体异常

性染色体异常包括数目异常和结构异常。常见的有；

克氏综合征（Ｋｌｉｎｅｆｅｔｔｅｒ综合征，先天性睾丸发育不全）染色体组成为：４７，ＸＸＹ在

男性不育中占１／１００。

临床症状：外貌男性，睾丸萎缩，男性第二性征发育差，有女性化表现，如无胡须、体

毛少、皮肤细嫩、乳房发育，不育，部分智商低，有些有精神异常。如下图：

特纳综合征（Ｔｕｒｎｅｒ综合征，性腺发育不全，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综合征）只有一条

Ｘ性染色体。临床症状为，外貌女性，个矮（１．３米左右）第二性征发育不良，原发性闭经，

面呈三角形，口角下旋呈“鲨鱼样嘴”肘外翻，颈部发际很低，多数有颈蹼，胸宽平如盾，智

力低下或正常。

超雄：ＸＹＹ或多个Ｙ个体。

临床症状：身材高大，生育力下降，易于兴奋，易感到欲望不满足，自我克制力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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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Ｘ女性：

表现为女性，眼距宽，外生殖器及第二性征多正常，有的月经失调，类似２１三体，智

力发育迟缓。

１７．２　教材中为什么没有详细介绍生物变异的全部内容？

教科书中没有详细介绍变异的内容，一方面是考虑这部分知识在高中生物必修二遗传

与进化中会有较为系统的学习。另一方面也是根据课程改革精神，降低教学内容的难度。

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和教学资源条件进行适当调整。

（李伟供稿）

　　１８．生物进化的证据

１８．１　背景知识

几种哺乳动物前肢的比较

生物进化的证据有古生物证据、比较解剖学证据、胚胎学证据、分子生物学证据和免

疫学证据等。

比较解剖学证据，主要是通过同源器官和遗迹

器官比较，分析生物间的亲缘关系。同源器官是指

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外部形态，但却有相同的基本结

构的器官。

同源器官在构造及发育上的一致性说明这些动

物起源于共同的祖先，具有相似的遗传基础。如：蝾

螈和鳄的前肢；鸟类的翅和哺乳类的前肢以及人的

手臂。见下图。

痕迹器官是指生物体内仍然保存着的，但功能

不大的器官。如：人的阑尾、犬齿；男性的乳房等。

胚胎学证据是通过比较不同生物胚胎发育过程

的特点，证明生物间的亲缘关系。从鱼类、两栖类、

爬行类、鸟类到哺乳类和人，它们的早期胚胎很相

似，都具有鳃裂和尾。这说明脊椎动物也具有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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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祖先，它们均来自用鳃呼吸、有尾的水栖动物祖先，而人类则是从有尾的动物发展而来

的。见下图。

几种脊椎动物胚胎的比较

分子生物学证据是通过比较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物质，如蛋白质分子的化学组成来证

明生物间的亲缘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比较细胞色素ｃ分子的化学结构。

细胞色素ｃ是一个具有１０４～１１２个氨基酸的多肽分子，从进化上看，它是很保守的

分子。不同生物的细胞色素ｃ中氨基酸的组成和顺序反映了这些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

根据细胞色素ｃ分子中氨基酸顺序的差异，可以得知这一分子的基因核苷酸顺序的差

异，依此也同样反映出不同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

几种生物细胞色素犮的氨基酸组成与人的细胞色素犮的差异

生物名称 氨基酸差异 生物名称 氨基酸差异

黑猩猩 ０ 金枪鱼 ２１
猕猴 １ 天蚕鹅 ３１
狗 １１ 链孢酶 ４３

鸡、火鸡 １３ 酵母菌 ４５
响尾蛇 １４

　　免疫学证据是根据抗原抗体沉淀反应的强弱程度，来定不同生物之间的亲疏关系。

从免疫学证据可知，人和大猩猩的关系最近，和猕猴的关系最远。见下表。

几种灵长类血清反应

受试动物
抗血清

人 黑猩猩 长臂猿

人 ０　 ３．７ １１．１
黑猩猩 ５．７ ０ １４．６
大猩猩 ３．７ ６．８ １１．７
猩　猩 ８．６ ９．３ １１．７
合趾猿 １１．４ ９．７ ２．９
长臂猿 １０．７ ９．７ ０
猕　猴 ３８．６ ３４．６ ３６．０

　　数字代表反应距离，反应强时距离小，反应最强时距离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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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　教材中为什么没有介绍其他方面的证据

教科书在中文中只列举了古生物学的证据，在课后阅读中安排了胚胎学证据，为什

么这样安排呢？主要考虑化石的证据比较直接，学生比较容易理解。胚胎学的证据中关

于胚胎发育的相关内容，学生在七年级人的生殖与发育部分已经初步涉及。

关于比较解剖学、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方面的证据，因为初中学生的认知背景和相

关知识的学习还没有达到能够理解这些知识的水平，故教科书中没有安排。这样的安排

也体现了课程改革的理念，生物学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降低教材难度。

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和教学条件、资源适当调整教学内容。

（李伟供稿）

　　１９．水蚤

１９．１　背景知识

水蚤是枝角类的通称，属于节肢动物门甲壳纲动物，俗称“红虫”。水蚤呈卵圆形，左

右侧扁，长仅１～３毫米，头部伸出壳外，吻明显且较尖，复眼大而明显，可不断转动，在复

眼与第１触角之间有单眼。水蚤借触角上的刚毛拨动水流向上、向前游动。水蚤摄食酵

母菌及水中的有机碎屑，其体内富含脂肪、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不仅是腔肠动物的捕食

对象，也是淡水鱼类喜欢的食物，我国渔民自古以来就称之为鱼虫。

水蚤春夏季一般仅能见到雌体，所产的卵称为“夏

卵”，较小，卵壳薄，卵黄少，不需受精，营单性生殖，可直

接发育为成虫，这些成虫多是雌虫，再进行孤雌生殖。

因此，在短时间内能够大量繁殖，呈一片红色，故称红

虫。秋季，由夏卵孵化出一部分体小的雄虫，开始进行

两性生殖，所产的卵称“冬卵”，冬卵较夏卵大，卵壳较

厚，卵黄多。受精的冬卵，又称“休眠卵”，能度过严寒或

干燥环境，于次年春季气温较高时发育为新的雌体。

水蚤是北极圈最重要的动物之一，是北极生态变化的天然标尺。挪威科学研究人员

说，水蚤是一种桡足类动物，处于食物链低端，以硅藻类水生物为食。为了在冬季断绝食

物后能够生存下来，水蚤会在体内存储脂肪。因此，纬度越高，栖居在那里的水蚤体内脂

肪含量就越多，个头就越大。例如，栖居于亚热带的水蚤体内脂肪含量只有１４％，而北冰

洋腹地的水蚤体内脂肪含量则高达７４％。这使它成为人类监测极地环境变化的标尺，通

过对比不同年份同一季节在同一纬度采集到的水蚤样本，就可以看到这一区域的气候变

化情况，测算出气候变暖的速度以及地域差异。

水蚤生长在富含有机质的静水水域，如水草茂密的湖边、水库边、养鱼池和水塘等环

境中。在我国南北广大的水域中广泛存在。除冬季外，其他时节很容易采集和培养。

１９．２　教材中为什么要指出水蚤心脏的位置

学生在显微镜下容易被水蚤透明的身体结构所吸引，而不去认真观察和寻找心脏，

而且水蚤的心脏很小，又呈白色，位于背部中央偏上部位，不容易被学生找到。因此，教

师在实验前应重点强调水蚤心脏的位置，并配以图例展示，可以先让学生确认心脏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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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避免劳而无功。水蚤心跳很快，每分钟从１００次到３５０次不等，通常水蚤的心率在

２００次以上，而且品种不同，心率的范围也不相同。这么快的心率是很难人工计数的，因

此，在实验中采用１０ｓ为一个计量单位是比较可行的。而且计数时应重复多次计数，以

确保数据的可靠。水蚤的心脏每跳动一次，包括一次舒张和一次收缩两个动作。影响水

蚤心率的因素有很多。一般同种的水蚤，年幼的个体比成熟的个体心率要快，衰老的水

蚤心率更慢，小型的水蚤比较大的水蚤心率要快；水温偏高的情况下水蚤的心率比在水

温低时要快；水体中富含氧，水蚤的心跳比缺氧的要慢；饱食的水蚤心率快，饥饿的水蚤

心率慢。在实验时教师应充分考虑以上的因素并注意控制，从中选出符合实验要求的水

蚤进行“酒精对水蚤心率的影响”的实验，实验室常用体积分数为９５％的酒精配制不同浓

度的酒精溶液。学生在实验时可配制如下的不同浓度梯度的酒精：１％、３％、５％、８％、

１０％、１５％、２０％等进行实验。

有研究人员在１５℃左右的室温中经过大量的实验，并在实验中选择１０ｓ内水蚤跳

动范围在３０～３６次之间的成年水蚤为材料，经过多次实验得到以下平均数。

清水 １％酒精 ３％酒精 ５％酒精 ８％酒精 １０％酒精 １５％酒精 ２０％酒精

心率／１０ｓ ３３ ２０ ２８ ２４ ２２ ２１ １８ 死亡

　　酒精影响水蚤心率的实验看起来简单，事实上学生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往往很

难得出比较准确的结果。

（孙传友供稿）

　　２０．滥用抗生素

２０．１　背景知识

１９２９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在培养细菌时，发现从空气中偶然落在培养基上的青霉

菌长出的菌落周围没有细菌生长，他认为是青霉菌产生了某种化学物质，分泌到培养基

里抑制了细菌的生长。这种化学物质便是最先发现的抗生素———青霉素。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弗莱明等科学家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把青霉素提取出来制成了制服细菌

感染的药品。因为在战争期间，防止战伤感染的药品是十分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美

国把青霉素的研制放在同研制原子弹同等重要的地位。１９４３年，这个消息传到中国，当

时还在抗日后方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微生物学家朱既明，也从长霉的皮革上分离到了青

霉菌，并且用这种青霉菌制造出了青霉素。自１９４３年以来，青霉素应用于临床，现在抗

生素的种类已达几千种，在临床上常用的就有几百种。

抗生素以前被称为抗菌素，事实上它不仅能杀灭细菌而且对霉菌、支原体、衣原体等

其他致病微生物也有良好的抑制和杀灭作用，近年来通常将抗菌素改称为抗生素。抗生

素杀菌作用主要有４种机制：抑制细菌细胞壁的合成、与细胞膜相互作用、干扰蛋白质的

合成以及抑制核酸的转录和复制抑制。

中国是抗生素使用大国，也是抗生素生产大国。据统计，中国年产抗生素原料大约

２１万吨，出口３万吨，其余用于医疗与农业生产，人均年消费量１３８克左右，而美国仅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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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据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结果显示，全国医院抗菌药物年使用

率高达７４％。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医院的抗生素使用率仅为２２％～２５％。而中国的住

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则高达７０％，其中外科患者几乎人人都用抗生素，比例高达

９７％。另据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疾病分类调查，中国感染性疾病占全部疾病总发病数的４９％，

其中细菌感染性占全部疾病的１８％～２１％，也就是说８０％以上属于滥用抗生素，每年有

８万人因此死亡。这些数字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滥用抗生素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２０．２　如何解读教材图示滥用抗生素的危害

针对有些人误认为抗生素可以治疗一切炎症而滥用抗生素的情况，教科书修订时增

加有关滥用抗生素危害的内容。实际上抗生素仅适用于由细菌引起的炎症，而对由病毒

引起的炎症无效。人体内存在大量正常有益的菌群，滥用抗生素会抑制和杀灭人体内有

益的菌群，引起菌群失调，造成抵抗力下降等。

抗生素的作用和滥用抗生素的危害

目的：说出抗生素的作用和滥用抗生素的危害。
指导：

１．抗生素是由微生物自然产生的物质，现在也可以人工合成。抗生素能通过抑制

细菌细胞壁的合成、影响细胞膜的功能或抑制遗传物质的合成等途径，有效地杀死某

些细菌或抑制某些细菌的生长。

２．滥用抗生素会使对抗生素具有抗药性的细菌种类越来越多，抗药性也越来越强

（图２６１０）。

图２６１０　细菌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的过程示意图

讨论：

１．为什么抗生素能杀死细菌或抑制细菌的生长？

２．你服用过哪些抗生素？滥用抗生素有什么危害？

人们治疗疾病时候，应用的抗生素也在“选择”细菌的耐药性，教材图解的是自然选

择的过程。抗生素进入人体后杀灭了大量细菌，而抗药性个体生存了下来并繁殖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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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中出现了各种变异个体，抗药性更强和较弱的个体都会出现，在人们不断加大抗生

素使用剂量或研制药效更强的抗生素药品的时候，具有更强抗药性的个体在自然选择中

被保存下来，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遗传积累就产生了“超级细菌”，令人们束手无策。

我国将对抗生素实行分级管理，部分抗生素只能在三级医院使用，且在三级医院门

诊中的使用率也将控制在２０％以内。据了解，卫生部已经对全国２万余名基层医疗机构

医务人员进行了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和微生物检测技术培训。通过监测网和加强日

常监督检查，近５年来，我国住院患者抗菌药物的使用率和抗菌药物联合使用率日趋合

理，个别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不合理的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孙传友供稿）

　　２１．健康的新概念

２１．１　背景知识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关于健康的概念有新发展，它指出：所谓健康就是在身体上、

心理上、社会适应上完全处于良好的状态，而不是单纯地指疾病或病弱。这就是现代关

于健康的较为完整的科学概念。

现代健康的含义是多元的、广泛的，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性３个方面，其中社

会适应性归根结底取决于生理和心理的素质状况。心理健康是身体健康的精神支柱，身

体健康又是心理健康的物质基础。良好的情绪状态可以使生理功能处于最佳状态，反之

则会降低或破坏某种功能而引起疾病。身体状况的改变可能带来相应的心理问题，生理

上的缺陷、疾病，往往会使人产生烦恼、焦躁、忧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导致各种不正常的

心理状态。作为身心统一体的人，身体和心理是紧密依存的两个方面。

从人体生长发育的过程来看，身高发育出现两次高峰。第一次是在胎儿期至出生后

１岁；第二次是在青春期。在青春期，男孩身高每年可以增长７至９ｃｍ，最多可达１０至

１２ｃｍ；女孩身高每年可以增长５至７ｃｍ，最多可达９至１０ｃｍ。这与青春期以前每年增

长３至５ｃｍ相比，长势是很显著的。

体重增长的高峰不如身高显著。当身高迅速增长时，肌肉以增加长度为主而明显增

长；身高生长缓慢下来时，肌肉以增粗肌纤维为主而明显增长。于是体重随之增加，受雄

性激素的影响，男孩肌肉的生长远较女孩的迅速。女孩从８岁起，男孩从１０岁起脂肪又

开始增加，以后，女孩的脂肪继续发育，有时甚至达到过胖的程度，而男孩则在身高、体重

突增以后，脂肪逐渐减少。因此，女青年显得较丰满，而男青年因肌肉发达而显得更

健壮。

２１．２　教科书的实习活动为什么做了更换？

生理健康具体体现在人的身体能够抵抗一般性感冒和传染病，体重适中，体形匀称，

眼睛明亮，头发有光泽，肌肉皮肤有弹性，睡眠良好等。生理健康是人们正常生活和工作

的基本保障，达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健康，更谈不上长寿。

身高、体重是反应和衡量一个人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志之一。过胖和过瘦，过高过矮

都不利于健康，也不会给人以健美感。不同体型的大量统计材料表明，反映正常体重和

身高较理想和简单的指标，可用身高体重的关系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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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原先采用的活动需要通过公式进行计算，而且处于青春期的初中学生的身高

和体重变化特别迅速，因此很难用一次测量确定躯体健康与否。同时，减少了关于“标准

体重”、“标准身高”等概念。

新的活动旨在让学生通过关注自己身高、体重的变化，引导关注自身的躯体健康。

新活动既减少了繁琐的计算，又适当淡化过分注重体型，更加强调关注青春期的健康，注

意膳食营养和加强体育锻炼等。

评价自己的身高和体重状况

目的：评价自己的身高和体重状况。
背景知识：身高和体重是衡量一个人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志。一些科学家针对各年

龄段的人群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统计，得出１３～１５岁男、女生身高和体重的参照数值

（表２６２）。

表２６２　１３～１５岁男、女生身高和体重的参照数值

年龄
男　　生 女　　生

身高／ｃｍ 体重／ｋｇ 身高／ｃｍ 体重／ｋｇ

１３ １５６ ４４．９５ １５７．１ ４６．１０

１４ １６３ ５０．７７ １６０．２ ５０．２８

１５ １６９ ５６．７１ １６１．８ ５３．０８

　　指导：

１．学生６人一组，配合所在学校的体检工作，测量身高、体重，并记录有关数据。

２．根据自己的年龄、身高和体重，对照上表中的参照数值，评估自己的健康状况。

讨论：如何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促进身体健康？

教师可结合学校的常规身体检查，引导学生评价自己的身高体重状况，并针对问题

做出呵护健康的计划等。

（汪忠供稿）

　　２２．遗传病———先天性聋哑

２２．１　背景知识

先天性聋哑，有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和Ｘ连锁隐性遗传三种遗传

方式。属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又有Ⅰ型和Ⅱ型。Ⅰ型估计有３５个基因座，Ⅱ型有６

个基因座位。属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有６个基因座位。属于Ｘ连锁隐性遗传的有４

个基因座位。因此，常可见到２个先天性聋哑患者婚配后会生出并不聋哑的孩子，就是

由于父母的聋哑基因不在同一个基因座位所致。由此可见，先天性聋哑具有高度的遗传

异质性。如：ａａＢＢ（聋哑）×ＡＡｂｂ（聋哑）→ＡａＢｂ（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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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聋哑的一种情况是单基因隐性遗传性疾病。本病的一对致病基因中，一个是

父方传给的，另一个是母方传给的。先天性聋哑患者都携带有一对致病基因。如果均有

致病基因携带的两人互相婚配，其子女就有四分之一的可能是先天性聋哑患者。如果父

母双亲都患有先天性聋哑，而且是单基因隐性遗传性疾病，互相婚配，由于父母双方基因

型均为纯合子，则子女一定患病。

先天性聋哑儿的主要症状是耳聋，但许多聋儿尚具有一定残余听力，能对外界响声

做出反应。所以，往往到了学说话时仍不会说话，才发现耳聋。因此，优生优育，加强孕

期和婴幼儿保健与医疗监督，是一项长远的有战略意义的措施。早期发现聋儿，是减少

聋哑儿的重要方面。

后天性聋哑占大多数，其中多数与应用耳毒性抗生素及急性传染病有关，故应加强

卫生宣传，预防急性传染病，加强妇幼保健，慎用耳毒性药物。一旦发现耳聋，应积极及

早治疗；寻找致聋原因。如发现幼儿的腺样体肥大影响听力，应施行腺样体切除。对中

耳病变应积极治疗；利用残余听力，借助于大功率助听器，早期进行语言训练。人工耳蜗

植入可使聋哑人从无声世界进入有声世界，目前试用于全聋者。

２２．２　教材中所说“先天性聋哑”是指什么？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先天性”不一定就是“遗传性”。

先天性疾病是指一出生就有的病。母亲在怀孕期间接触环境有害因素，如农药、有

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学品，或过量暴露在各种射线下，或服用某些药物，或染上某些病菌，

甚至一些习惯爱好，如桑拿（蒸汽浴）和饮食癖好，都可能引起胎儿先天异常，但不属于遗

传疾病。

孕期准母亲使用了有害药物，如庆大霉素，奎宁等对耳毒性药物，药物可通过胎盘进

行胎儿的身体，导致胎儿颅神经中毒而引发耳聋。母亲在孕期若受过深度麻醉的，也会

造成胎儿听力损害。

父母一方若患有性病，如淋病，梅毒等，可诱发孩子先天性耳聋。母亲在妊娠三个月

内患有风疹等，病毒可经胎盘而对胎儿构成威胁，引起内耳发育畸形，导致耳聋。

母亲在分娩的时候，产钳使用不当会损伤孩子的听觉器官。

遗传性疾病是指因受精卵中的遗传物质异常或生殖细胞所携带的遗传信息异常所

引起的子代的性状异常。通俗的情况是精子和卵子里携带有病基因，然后传给子女并引

起疾病，这些子女结婚后还可能把疾病传给下一代。这种代代相传的疾病，医学上称之

为遗传病。教材中所说的“先天性聋哑”就是指由一对等位基因决定的聋哑病。

（汪忠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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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部分章节优秀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设计案例１（七年级上册）：

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朱忠志（江苏省铜山县大庙中心中学）

　　课前准备

学生：各小组（１６小组）捕捉鼠妇２０只，装入盛有湿土和树叶的透明的可乐瓶中（注

意透气）。

教师：培养皿、吸水纸、纸板等，鼠妇的生活环境、蚯蚓生活环境等挂图，有关教学录

像资料、投影资料、统计表、曲线图。

教材分析

在学习了《我们周围的生物》以后，学生已经知道“生物体都能够适应一定的环境，也

能影响环境。只有适应环境的个体才能生存下来，否则就会被环境所淘汰”，因此本节教

材安排“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的内容，是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的，也是恰到好处的。

本节教材围绕“举例说明生物与环境的关系”这一教学重点，以“生物的生存依赖一

定的环境”和“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两个侧面展开探究。通过“探究影响鼠妇分布

的环境因素”这一探究活动（这是教材的难点）让学生体验、尝试科学探究的一般方法，并

为学习第二章《探索生命》奠定基础，继而讨论光、水、温度等环境因素对鼠妇分布的影

响，进一步总结出生物生活环境中的非生物因素和生物因素，它们是如何影响生物生活

的，等等，使学生明确生物的生存依赖一定的环境。教材通过对仙人掌的形态、结构和生

理功能的分析，以及蚯蚓的结构对环境的适应等使学生进一步明确、理解生物与环境之

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知道鼠妇就是“西瓜虫”或“潮虫”，通过实地观察和采集鼠妇的活动，加深

了对鼠妇生活环境的认识，即鼠妇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在老师的启发引导下，结合

自己已有的认知基础，通过对“影响鼠妇分布的环境因素”的探究活动，不难总结出影响

生物生活的生态因素，领会生物的生活依赖一定的环境。

仙人掌和蚯蚓是学生熟悉的两种生物，学生通过观察有关这两种动物的情景图、录

像资料，阅读课文，交流、分析、讨论，可以加深对生物和环境关系的理解。

教学设想

本课的教学设计从学生观察节头的情景图开始，让学生触景生情，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引入新课，通过对仙人掌能很好地生活在沙漠里而其他植物却不能，启发学生指出水

是影响植物生活的一种因素，继而导入主题。在教学过程中，力求通过突破“探究影响鼠

妇分布的环境因素”的探究活动这一教学难点，加深对“生物的生存依赖一定的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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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从而顺利完成“突出教学重点”这一教学目的。

从着力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出发，给学生充分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真正成为

学习的主人，让学生在老师的启发、诱导、协助下，去观察，去思考，去分析，去讨论，去探

索，尝试由传统教学方式向探究性教学方式的转变。

教学过程

导入：

师：同学们请打开教科书第７页，观察节头情景图“沙漠中的仙人掌”，大家知道，野

生的仙人掌能够很好地生活在沙漠里，而高大的乔木和农作物却不能在沙漠里生活，哪

位同学能说出其中的原因？

（小组热烈讨论，交流发言）

同学１：沙漠里干旱、缺水。

同学２：高大的乔木、农作物不适应沙漠环境，而仙人掌适应沙漠环境。

同学３：高大乔木、农作物需水量大，仙人掌需水量小。

……

师：同学们回答得很好，看起来水是影响生物生活的一种因素。同学们能不能说出

哪些因素能够影响生物的生活？

（讨论、交流、发言）

同学１：光、温度。

同学２：空气、土壤。

同学３：水、其他生物。

师：其实，在生物生活的环境中有很多的因素都能够影响生物的生活，比如水、光、温

度、空气、土壤和影响某种生物生活的其他生物等，我们把环境中影响生物生活的各种因

素叫生态因素，其中水、光、温度、空气、土壤为非生物因素，影响某种生物生活的其他生

物为生物因素。（边讲边写在黑板的附板上，并将非生物因素和生物因素分开写）如熊猫

的数量会因箭竹的大量枯萎而减少，这里的箭竹就是影响熊猫的生物因素。

课前我发现每个小组的同学都带来了所采集到的鼠妇，哪位同学能说一说，你是在

哪里采集到鼠妇的？其生活的环境有什么特点？

同学１：在花盆下边，底下很潮湿。

同学２：在潮湿的砖块和石头下边。

同学３：在一堆烂草下边，下面非常潮湿。

……

师：说得很好，由于同学们平时注意观察，知道鼠妇的生活环境，所以很容易就采集

到鼠妇。大家思考一下：鼠妇的生活环境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生：阴暗、潮湿。

师：同学们对鼠妇的生活环境观察得很细致。大家知道，在干燥和光亮的环境中，是

不容易看到鼠妇的，那么鼠妇为什么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呢？请各小组同学

进一步思考：影响鼠妇分布的环境因素是什么？

（讨论、交流，每组派一人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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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１：可能是光、水、空气。

同学２：可能有水、温度、其他动物。

同学３：可能有水、光、温度和人。

师：同学们提出的这些假设或猜想，都可能是影响鼠妇分布的环境因素。今天我们

首先来探究光、水等因素对鼠妇分布的影响。请各小组讨论如何设计实验进行验证。

生：各小组讨论，声音越来越小，很多同学紧锁眉头，陷入沉思……

师：（投影提示并讲解）

对光和水这两个环境因素来说，同学们是否可以分别利用推荐器材和其他器材各设

计一组对比环境，如对光这一因素可设计一组“光亮和黑暗”的对比环境，变量是光，其他

因素都相同，而对水这一因素，可设计另一组“干燥和潮湿”的对比环境，变量是水，其他

因素都相同。

老师想问问同学们：为什么要设计“光亮与黑暗”、“干燥与潮湿”的对比环境？

生：（异口同声回答）对照实验！（学生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

师：那就请大家设计实验和动手实验吧！提示：请各小组把实验过程中鼠妇的活动

情况准确记录到所发下的统计表中。

生：各小组激烈讨论，设计并进行着实验。有的拿器材，有的放鼠妇，有的控制环境，

有的观察记录……探究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十多分钟后，多数小组实验结束，脸上

露出成功的喜悦。

师：请各小组派一位同学汇报交流一下你们的实验设计和结果。

生：

Ａ组　提出（探究的）问题：影响鼠妇分布的环境因素是什么？

提出假设：影响鼠妇生活的主要环境因素可能是水或光？我们选一个洁净的培养

皿，放在一张白纸上，用书本将培养皿的一半遮住，人为制造一个“明亮与黑暗”（较暗的）

对比环境，然后把２０只鼠妇放到光亮处，观察鼠妇的活动，发现大部分鼠妇陆续地爬到

光线较暗的地方。

Ｂ组　我们用一个白色透明的可乐塑料瓶，瓶的下部用不透光的纸包起来，制造一

个“光亮与较暗”的不同环境，然后把２０只鼠妇从瓶口放入，把瓶横放着，观察鼠妇的活

动，也发现大部分鼠妇陆续地爬到光线较暗的地方。

Ｃ组　我们用一个干燥、洁净的培养皿，把一张半圆形的吸水纸放入培养皿内的一

半，用滴管吸入自来水，均匀地滴在吸水纸上，将吸水纸均匀地浸湿，培养皿的另一半放

一张半圆形的干燥的吸水纸，制造一个“干燥与潮湿”的不同环境，然后把２０只鼠妇放入

培养皿内的干燥的吸水纸上，观察鼠妇的活动，发现大部分鼠妇陆续地爬到潮湿的吸水

纸上。

Ｄ组　我们用一个较深的铅笔盒，把一些潮湿的土放在铅笔盒的一边，另一边放上

一些干燥的土，然后把２０只鼠妇放入铅笔盒内的干土上，观察发现，大部分的鼠妇也陆

续地爬到潮湿的土上去了。

师：同学们做得很成功。大家在设计实验时都按照要求，分别围绕“光”、“水”这两个

变量设计了两组对照实验，对于“光”这个变量，设计了“光亮与黑暗”的对比环境，其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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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都相同；对于“水”这个变量，设计了“干燥与潮湿”的对比环境，其他因素都相同。有哪

位同学能说明一下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

同学１：便于进行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

同学２：更加突出“光”或“水”等因素对鼠妇的影响。

同学３：对照实验，使实验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师：回答得很好。科学探究中，我们常常采用这种方法，即在其他因素都相同的条件

下，选取一种因素作为变量加以对比研究。好，下面各小组的组长把实验过程中的调查

表报上来，进行统计。选派两位同学统计在实验５分钟内分布在不同环境中的鼠妇数

目，并绘制曲线图。

生：学生统计结果：（全班１６个小组）

“光亮与黑暗”：光亮：２９个、黑暗：２９１个。

“干燥与潮湿”：干燥：３４个、潮湿：２８６个。

师：同学们根据这个实验结果，能得出什么结论？大家讨论。

（学生讨论后回答）

同学１：鼠妇喜欢黑暗和潮湿，不喜欢光亮和干燥。

同学２：光和水这两种因素能影响鼠妇的分布。

师：同学们这个探究活动做得很成功。看来鼠妇喜欢黑暗和潮湿的环境，不喜欢光

亮和干燥的环境。影响鼠妇分布的环境因素除了光、水这两个因素，还有其他因素，比如

温度，大家有能力来探究吗？

生：有！（学生很自信地回答）

师：那就请同学们在课后继续来探究吧！

师：同学们对刚才的实验还有什么疑问吗？请提出。

生：很多小组同学说“没有”，有的摇头。这时，Ｅ组的一位同学在其他同学的鼓励下，举

起右手，脸红着说：“老师，我们组想问你一个问题，既然鼠妇喜欢‘黑暗和潮湿’，不喜欢‘光

亮和干燥’，那么黑暗和潮湿鼠妇更喜欢哪个？光亮和干燥鼠妇更不喜欢哪个呢？如果我

们设计一对‘光亮、潮湿’，和‘黑暗、干燥’的两个环境，鼠妇更喜欢哪个环境呢？”

师：（教师一怔，立即作出反应）这位学生很有创新精神，所提出的问题很有探究价

值。哪位同学能告诉他如何探究这个问题呢，请各小组讨论一下。

（讨论、交流）

（突然Ｆ组一位学生举手回答）老师，我们现成的实验材料，何不做一做实验，来探究

一下呢？（没等我问，这位同学又接着说）我们设计光亮潮湿和黑暗干燥的环境，再放上

鼠妇，看鼠妇在哪个环境里分布的多，不就行了？

师：同学们同意这个实验计划吗？（学生齐声回答：同意）那就请同学们来进行实验

探究吧！

生：各小组进行实验探究，大约５～６分钟后，实验结束并进行全班交流。（学生的脸

上露出惊奇和微笑）

师：鼠妇更趋向于哪一个环境？

生：较多鼠妇爬到了“黑暗干燥”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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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通过以上的学习，大家不仅学会了如何探究影响鼠妇分布的环境因素，更重要的

是我们学会了科学探究的一般方法，同时还学会了合作。我想问问同学们：实验结束后，

大家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鼠妇呢？

同学１：随便扔掉！

同学２：放回大自然！

师：大家认为该怎么办？

生：（齐答）放回大自然。

师：我也赞成放回大自然，因为鼠妇也是一种生物，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我们提倡

珍爱生命，就应该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关心爱护实验生物。通过探究活动，我们认识

到，光、水、温度等环境因素，确实能影响鼠妇分布，那么，这些因素对其他生物的分布有

没有影响呢？（播放：“环境对生物影响的教学录像资料”，而后指导阅读教科书的有关内

容）提出：影响生物生活的非生物因素和生物因素分别有哪些？举例说出这些因素对其

他生物分布的影响？并说出草原上的草和鹿群是怎样相互影响的？

（观看教学录像资料，阅读课文的有关内容，观察教材中的图，思考回答）

同学１：非生物因素包括光、水、温度、空气、土壤等，生物因素是指影响某种生物生活

的其他生物。

同学２：光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温度影响各种生物的生活，如冬眠之前，蛇在天气突

然变冷时会爬出来晒太阳；水常常决定生物的分布，如在潮湿温暖的地区，生物的种类和

数量一般比干旱的地区要多。

同学３：草原的繁盛和衰亡关系到鹿群的生活，草是影响鹿群生存的生物因素；同样，

草原上的其他生物如鹿群和人类也是影响草生存的生物因素，鹿群个体数目的大量增

加，或人类的不恰当的建设活动，都可能破坏草原。

师：回答得很好（掌声鼓励）。每一种生物都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要受到环境中的

非生物因素和生物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那么，生物只是被动地受环境中的各种生态因素

的影响吗？

生：不是，生物能够适应环境，还能影响环境。

师：请同学们观看投影（分别出示）：１．沙漠中的仙人掌。２．土壤中的蚯蚓等图片资

料。然后阅读教科书第９页，就仙人掌和蚯蚓的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展开讨论：仙人掌

和蚯蚓是怎样适应环境的？蚯蚓对环境有什么影响？

学生１：仙人掌的叶退化成刺，减少水的散失；茎绿色肥厚，不仅可以贮存大量的水，

还能代替叶进行光合作用；根非常发达，能够吸收土壤深层的水；这些特点，有助于仙人

掌生活在炎热、干旱的沙漠中。

学生２：蚯蚓生活在潮湿而又富含有机质的土壤中，身体表面有刚毛，有助于它在洞

穴中运动；身体表面有黏液，有助于它在土壤中钻穴和呼吸。同时蚯蚓的钻穴和取食等

活动可使土壤变得更加疏松和肥沃，从而影响环境。

师：同学们分析得很好。每一种生物必须依赖一定的环境，因此，生物的形态、结构

和生理功能等必须适应环境，同时，生物的活动也影响着环境，生物和它所生存的环境之

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密不可分的、统一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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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本课总结：生物生活环境中的生态因素包括非生物因素和生物因素，能够影响生

物的生活；生物的生存依赖一定的环境，同时也能影响环境。生物和环境的关系密切，是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爱生物就是关爱我们人类自己。我们应当学会科学探究的一

般方法，观察现象———提出问题———作出假设———设计并完成实验———得出结论———交

流和表达，同时还要学会合作。

教师反思

这节课的成功之处在于启发、引导学生初步尝试了探究性实验，充分利用了课程资

源，比如课前进行了分组，安排每组准备２０只鼠妇，并观察其生活的环境特点，为提出探

究问题奠定了基础；通过观察课本中的节头图而引入生态因素的问题，使学生初步解决

了生物与环境关系的理论问题，为探究实验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激活了学生的好奇、好

动的心理，激发了学生探究的欲望，点燃了思维的火花。教学过程中，教师能发现学生在

探究中遇到的困难，及时予以指导、点拨，当学生提出的问题难住教师时，教师能够和学

生一起解决此类突发问题使学生的创新思维得到发展。

同伴互助１

新课程标准倡导研究性学习———力图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变被动的接受式学习为

主动的探究式学习。本课中教师通过让学生提前采集鼠妇并观察其生活的环境特点，利

用图像、图片资料解决生物与环境的基础理论问题，启发引导学生进行主动的合作式的

探究活动，注意开发课程资源，激发学生的兴趣和自信心，调动了学生的探究学习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新课程标准中面向全体学生、着眼于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促进每个学生的充

分发展的教学理念，在本课也得到体现，通过分组活动、教师巡回指导、小组讨论、合作交

流等活动，促进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教师能及时发现学生的思维

障碍并及时点拨，帮助学生消除障碍，体现了师生在教学中的角色转变，体现了以“学生

为中心”、面向全体学生的教学理念。

本课通过教师的启发、诱导、激疑，学生的质疑，竟难住了教师，最后依靠师生的共同

努力，克服了困难，促进了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同伴互助２

有关鼠妇和环境关系的案例体现了《标准》提倡的探究性学习的精神。学生成为学

习和课堂的主人，反映出新课程实验正在发生的实质性变化。谁“主”课堂的问题尖锐地

提出来了。

纵观世界各国许多生物教科书，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一般都编有“鼠妇与环境关系”的

探究活动，足见该活动非常典型。由生物课程标准组全体成员编著的《生物课程标准解

读》，对此也有相应的论述，认为“探究影响鼠妇分布的环境因素”案例传递的信息主要

有：科学探究的基本要素；关爱生物的情感；生物的生存依赖一定的环境，也影响环境等。

但也强调编著教材或课堂教学时可以采用其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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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探究影响鼠妇分布的环境因素的课，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得出了什么正确的

结论。在真实的科学探究中，探究的结果也是这样，要么证明了预先提出的假设，要么不

能证明预先提出的假设，但是无论得出什么实验结果，都是科学的进步。科学的探究是

无止境的，今天得出的结论又成为新的探究的开端，这才是科学探究的精髓。例如，本节

课的成功不在于实验都有“正确”的结论，而在于当教师引导后，一位同学在其他同学的

鼓励下，举起右手，脸红着说：“老师，我们组想问你一个问题，既然鼠妇喜欢‘黑暗和潮

湿’，不喜欢‘光亮和干燥’，那么黑暗和潮湿，鼠妇更喜欢哪个？光亮和干燥，鼠妇更不喜

欢哪个呢？如果我们设计一对‘光亮、潮湿’和‘黑暗、干燥’的两个环境，鼠妇更喜欢哪个

环境呢？”

初中的学生能够问出这样的问题，可见学生是真的思考了，是真的独立思考了。这

是过去课堂教学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教学设计案例２（七年级下册）：

精卵结合孕育新生命
朱　萍（黑龙江省宁安市第四中学）

　　本章内容在社会风俗和传统习惯中，被认为是比较隐秘的，难以直言的。在以往的

教材中，这节课被放到初二下半学期，并且往往不讲。自课程改革以来，考虑到现代青少

年发育较早，而且社会文化发展迅速，有必要而且有义务让每位学生了解并初步认识生

殖科学知识；突破传统观念，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能从正规渠道接受有关生殖科学的教

育；正确认识生殖健康和个体发育的关系，从而避免其他非正规途径的信息对青少年造

成的不利影响，使青少年身心能健康成长。

由于本节课内容的特殊社会意义，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消除心理障碍，说服学生用

平常的心理学习这部分知识十分重要，所以，教师应做好学生的心理疏导工作。

刚上课的时候，学生的反应很大，有的学生窃窃私语，有的学生在笑，有的竟然说：

“老师，我不听！”面对这样的反应，我首先组织学生坐好。新课程的导入是这样进行的：

大家先考虑一下，地球上的大部分高等植物是怎样繁殖后代的？有的学生开始小声说：

“种子、受粉、果实……”“对了，哪位同学能按照它生长的先后顺序总结一下呢？”（学生

答：开花———传粉———受精———结果）然后，我又接着说：“海里有一种鱼叫大马哈鱼，每

年的一定季节，它们都会从海洋中游回河流中，它要进行什么活动呢？”“生殖、产卵。”“这

样，大家可以看出来，在自然界中，生物的繁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而且具有很重要的意

义———传宗接代。对于人类来说，也要完成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殖活动，那么人类的

新生命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这节课就来学习”。这时，再看学生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

了，学习生殖部分知识的心态已初步平衡了。按着我的预期设想，学生已能进入下一步

的学习中了。

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做好新课程的导入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有利于课程

内容的进一步开展，有利于学生学习态度的端正；有利于学习初期学生思想工作的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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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继续做学生思想的疏导工作：“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封建气息浓厚的国度。

以前人们把生殖科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认为是不干净、见不得人的。其实，生殖知

识同其他知识一样———普通、平常。现在，你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时期，只有正确认识自

己、了解自己身体各部分结构的知识，才更有利于身心的发展和健康成长。”

考虑到本课内容的特殊性，我将学生分为男生和女生两部分分别授课，并把下一节

课《青春期生理卫生》的部分内容提前到这节课中来学习。这种调整更有利于女性青春

期初潮、月经的保健卫生和男性青春期遗精现象等知识更新的讲解。因为在以往的课堂

教学中，每当介绍到这部分内容时，学生往往不好意思听。在男女混合的课堂，对于月经

这样的女性小秘密，碍于男生在场，介绍得不够详细，课堂教学并没有发挥它知识传授的

职能。

在经过这样的改进以后，班级里的女同学听得都很认真，但只有少数的同学能把自

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小麻烦”提出来。于是课堂中，我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发现有月经的

女同学比较少，因此，也就没有“问题”可言了。我想，如果这节课再向后移几个学时会更

好一些，可以及时地解决同学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这样才是把青春期卫生的相关知

识真正地深入生活，贴近生活，才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在这节课中，女同学表现得比较沉默，安安静静地听课。只是在讲到月经这个问题

时，有几个调皮的女学生边说边笑，当问到她们笑什么时，没有人回答，只是继续红着脸

在笑。这时，我是很高兴的，因为只有同学有疑问、有解答，才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才能

使教育深入生活。于是，我开导她们：“咱们学习这节课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大家利用这部

分知识解决生活中大家遇到的问题。现在，能不能把你们刚才说的告诉我呢？”“老师，真

的没有！”看来我的开导并没有起作用。我很失望。

这说明我在备课的时候，没有备学生，没有考虑到学生的思维方式，忘记了传统观念

在她们的脑中有一定的基础。备课时只顺着自己的想法和思路，认为学生会在自己的引

导下一步步完成自己的设计，而忽略了像月经这样的“小秘密”她们是难以启齿的，更不

愿意把它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

同时，我还发现女同学在回答问题时，不够积极、踊跃。我分析其原因可能有二：一

是女同学性格较内向，遇到这样的问题更是羞于出口。二是平时女同学就沉默寡言，发

言的机会不多，一旦班级中的男同学不在，这种缺陷就更暴露无遗了。由此看来，在以后

的教学中应加强对女同学的关注，培养她们勤于动脑、积极回答问题的学习习惯。

相对而言，男同学就比较活泼一些，能够及时、勇敢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但同时也

给他们自身带来了“麻烦”。当他们回答完我的问题之后，立刻遭来非议，有人笑着说：

“哈哈，他什么都懂……”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我想必须把这样的风气刹住，否则以后的

内容将无法进行，而想回答问题或有问题要问的同学将不愿意再开口。这件事我是这样

处理的。

“在知识的海洋驰骋，就要求我们要有勇敢的精神。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知

识，学习经验。张宣同学敢于回答问题，不仅说明他有这种科学的态度，而且说明他知识

量大。咱们其他的同学应该向他学习，而不是嘲笑、挖苦。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有人对

你说：‘唉，这人有点傻，什么都不知道。’你认为这是在夸你吗？”这时，那位嘲笑别人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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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把头低下了。我想加大教育的力度，于是，我叫起嘲笑别人的同学：“你能说说精细胞

和卵细胞哪个细胞的活动具有周期性，这是我们书上介绍过的内容，刚才已经让大家阅

读过了，你能找到吗？”这位同学站着没有说话。“好，给你一个任务：课后的时候，找一些

有关生殖科学方面的知识和现代科技带给人类生殖方面的影响，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都

可以。”我说。他的脸上露出了为难的表情：“老师，我……我以后不这样了，你别让我去

找那个什么‘影响’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必须完成。”我把这个“工作”强加给他

了。（在下一课堂中，他成功地给同学们解释了“现代生活中的重金属对精子和卵子的危

害”、“试管婴儿”、“同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等知识，很受同学们的欢迎。他自己也表现

出很高兴的样子）在随后的教学活动中，男同学们都能以良好的心态学习并能参与到教

学活动中来，还能把自己想知道的问题提出来。如：为什么与卵子结合的只有一个精子；

双胞胎是怎么回事……由于本节课内容的特殊性，教学中的一些活动如探究、讨论、阅

读、游戏都较少，而讲解的内容偏多。为了使学生融入课堂活动中，我就把这些问题交给

学生来解答。虽然他们说的不对，或只是有点沾边，我也表扬他们，鼓励他们，使他们愿

意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从而树立他们的自信心，使这个“难堪”的学习过程成为他们愉

快的情绪体验。

教师反思

这是我在课堂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有成功，有失败。我认为，在授课过程中，不

仅要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清除学生的思想障碍，更重要的是让所学的知识深入学生生

活，能帮助他们解决和处理生活中实际遇到的问题。这样教育目的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同伴互助１

本节课的内容和新课标的十大主题中的两个主题有关。其中之一是“生物的生殖、

发育与遗传”主题；另一主题是“健康地生活”。

生物的生殖、发育和遗传是生命的基本特征。植物、动物和人通过生殖和遗传维持

种族的延续。人的生殖、发育和遗传的基本知识，对于学生认识自我、健康地生活和认同

优生优育等具有重要作用。新的课程《标准》特别重视人的生殖、发育与遗传的内容，这

是因为中学生性发育的提前，人的生殖发育内容在编写教科书的时候也应尽可能提前，

现在教材把这部分内容安排在初一年级。

新的课程《标准》考虑到学会生存首先就是学会健康地生活，而使学生“获得有关人

体结构、功能以及卫生保健的知识，促进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发展，逐步养成良好的生活与

卫生习惯，确立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等是生物学课程的重要目标，因而设立这一主题。

健康是指一个人有良好的身体和精神以及社会适应状态。《标准》规定了有关青春期生

理和保健等课程内容，认为这对学会健康地生活有重要意义。

科学的性知识是性教育的生物基础。在性教育中，我们应当根据人的身心发展的客

观规律，适宜、适时、适度地进行性知识教育。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应该进行一些较为深

入的性知识内容的教育。帮助他们认识女性的月经及经期的卫生保健；认识青春期到来

及第二性征的表现，注意彼此间的差异；介绍两性生殖器官的构造及作用；了解染色体对



《生物学》培训手册
●

１１８　　

●

男女性别生成的作用。初中阶段，帮助学生了解、认识人类的怀孕分娩过程，胎儿在母体

中的生长过程。

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中国是一个传统、封建气息浓厚的国度，以前人们把生殖

科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认为是不干净、见不得人的”，我们的性教育常常是不能适

宜、适时、适度地进行。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人民物质生活的日益提高，我国青少

年的性发育年龄相对前移。衡量性成熟的一般标准是以第二性征的发育、生殖细胞的成

熟、女性的月经初潮和男性的遗精为指标。根据我国有关专家的调查，我国男中学生首

次遗精的平均年龄是１４岁左右，女中学生月经初潮的平均年龄是１２岁左右。

青少年的性生理和性心理的发展提前，要求我们的性教育能够适应他们身心发展的

实际需要。青少年性生理与性心理的发展使他们渴望了解科学的性知识。然而至今为

止，我们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学校只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不关心孩子们的性发展需要；我

们的老师还不能堂而皇之地把性教育搬进课堂。我们的家长还羞于回答孩子们提出的

各种问题。

从本节课看，教师就不能堂堂正正地讲授课本知识。我们认为不应将学生分开授

课，“将学生分为男生和女生两部分分别授课”就会使得学生更有神秘感。我们教师首先

就应观念解放，这是介绍科学知识，介绍将来作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应该具备的科学知识。

确实本节课“没有备学生，没有考虑到学生的思维方式”，启发引导学生不够，造成了“这

节课中，女同学表现得比较沉默，安安静静地听课。女同学在回答问题时，不够积极、踊

跃”。本节课上得比较沉闷，教师讲得累，学生还是有“障碍”。学生其实是没有“障碍”

的，他（她）们会从各种渠道获得有关性的知识，我们老师就是要从学校这个正规渠道给

予学生科学的、健康的性知识的教育。

本节课教学目标的达成，要依靠本节课教学内容（知识）的完成、有关情感态度和价

值观的形成才能实现。新课程《标准》希望我们教师针对学生的特点创设学习情境，也可

让学生自己提出探究的课题开展学习活动，如通过调查研究或实验，认识到不良生活习

惯和行为有损自身或他人的健康，形成关心社会、关心他人以及自珍自爱的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等。

本节课可以拓展的内容也很多。如“是母亲的躯体孕育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更应该懂

得母亲的伟大”，“造成男女第二性征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等等。本节课可以结合电教手

段，用相关内容的电影科教片、电视录像片，结合教师讲解、学生的讨论，效果会更好。

同伴互助２

本节课是义务教育教科书《生物学》的“生物圈中的人”一章中的第一课。这一部分

内容在过去的生物教科书中要到初二或初三才开始出现。由于青少年性发育的提前，因

此新教材把它放在了初一下，而且是放在该学期的第一课，就是想打破传统观念，把移风

易俗的清新风气带进课堂，让学生以科学的态度学习生殖科学知识，接受生殖科学教育，

正确认识生殖健康和个体发育的关系。教材强调人体生殖系统的组成与人体的其他系

统一样，是人体重要的组成成分，是人类延续的结构基础，人的生殖也是人的正常生理活

动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受到传统习惯的影响，常常是教师不敢教，学生偷着学，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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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面对学生的提问，出现不敢当众回答的现象。因此，要转变观念的不是学生，应该

首先是我们教师自己。因为我们对生殖科学的观点、看法、做法等，将会影响下一代青少

年。黑龙江省宁安市第四中学的朱萍老师的教学，就是作了一次自我突破和尝试。

朱老师这节课最突出的特点是善于进行心理疏导。针对部分学生在学习本节课内

容的初期可能存在着的心理障碍，朱老师通过植物的开花传粉和动物的产卵等，使学生

明白在自然界中，生物的繁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而且具有很重要的传宗接代的意义，从

而端正了学生的学习态度，使学生具有了一个平常的学习心态。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

半，朱老师在本节课开始的心理疏导为这节课的成功进行打下了基础。

如果教师能够让男女同学在一起进行生殖健康的学习，可能更具有打破神秘感的说

服力。实际上，任何人都应该知道有关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健康问题，因为这些知识对我

们的一生都有用处。如果要提建议的话，我建议可以在上课前开展一次调查，了解有多

少学生已进入青春期，他们有些什么疑问，这样上课时讲得就更有针对性，课堂气氛就容

易活跃。

我们的青春期教育不是太早了，也不是太多了。我们的青春期教育应该放在孩子们

进入青春期之前，应该让他们在进入青春期时就已经知道更多的有关青春期的生理和心

理保健的知识和正确的价值观，这样才能让他们更好地感受青春的美好！

同伴互助３

宁安市第四中学生物教师朱萍，在执教“精卵结合孕育新生命”这一节课中，为了使

学生突破传统观念，揭开生殖知识的神秘面纱，针对青少年对生殖本能的好奇，从正规渠

道接受有关生殖科学的教育，正确认识生物科学知识，正确认识生殖健康和个体发育的

关系，从而避免其他非正规途径的信息对青少年造成的不利影响，而使青少年健康受到

损害。教师在设计导入中，独具匠心，循循善诱，以学生熟悉的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动、植

物繁衍现象及其生殖对传宗接代，使生物界生机盎然、生生不息的重要意义为突破口，采

用分析和解答问题的方式，调动学生积极回忆和利用已有的生殖知识，帮助学生主动参

与学习。

在教学设计方面，突出了“以人为本”和“面向全体”的教育理念，立足于学生的需要，

依照中学生生理、心理发展规律，对教材内容的讲解顺序作了更科学的调整。在男、女生

授课的组织形式上也作了精心安排，使学生不仅正确理解生殖知识的特殊社会意义，端

正学习态度，顺利地消除了学习生殖知识的心理障碍；科学、全面地了解自己身体各部分

结构知识和生殖方面的生理知识。而且对于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行为规范；建立正

确的生殖价值观，建立积极向上的自我观念；形成和谐高尚的人际关系的态度；养成良好

的意志品质，塑造完美的人格等方面都达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这种教学态度和教学设

计，符合“社会与个人”的教育观念，充分体现了课程标准关于“全面关注科学技术时代的

现代人所需要的科学素养的养成教育”的要求；较好地将“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

法、科学精神作为整体的体系，使其同化成为受教育者的信念和行为的教育过程”，促进

了学生各种潜能的健康发展。该教师在教学中还能注重教育信息的多向交流和互动，体

现了和谐的课堂气氛和民主的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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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评价指导

　　Ⅰ．简论评价理论

　　１　评价的理念和目标

《生物学》课程是面向全体学生的科学课程之一，课程也应积极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充

分发展。《标准》明确指出，教学评价是指根据教学目标，系统地收集学生学习情况的信

息，对教学过程中的学习活动以及成果给予评价。通过教学评价，教师可以获得有关学

生学习生物学课程情况的反馈，不断改进教学；学生可以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促进自己

更好地发展。义务教育阶段生物学教学评价的根本依据是课程标准，评价内容包括知

识、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生物学教学评价应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有利于学

生的主动发展。教师应注意终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

合，同时，还应重视学生自评和互评。教师应充分发挥教学评价在教学中的正面导向作

用，积极引导学生真正改变学习方式，提高终身学习能力。

（１）从侧重甄别和选拔向侧重发展转变是评价功能的转变

“面向全体学生”的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决定了课程评价功能亟待改变。新课程

强调发挥评价促进发展的功能，突出评价主体、对象、内容、方法、结果的整体变革。例

如，有的教师在开展“心率与运动关系”的探究活动中，当有的小组的学生由于测定的数

据和其他小组的数据有矛盾时，教师不是按照科学探究的要求重新测定相关数据，而是

急匆匆“引导”学生找原因，追求预定的结果（运动剧烈心率快）。这就表现出传统评价中

的过分重视对结果的评价，忽视对过程的评价。教师如果按照新课程促进发展的评价，

应该引导学生重新反复测定数据，再根据数据得出结论。科学家在真正的科学探究时就

是通过反复实验，得出创新的结论，这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追求创新的科学

精神。

（２）从强调单一评价主体向强调多元化评价主体的转变

新课程强调改变单一评价主体的现状，实施多主体评价，畅通多方面信息反馈的渠

道，使评价成为学生和教师都积极参与的交互活动。课程标准倡导采用档案夹的方式进

行评价，并不是追求一种“档案夹形式”，而是追求“档案夹功能”，其宗旨之一就是让学生

参与评价，学生选择档案夹中的参评材料本身是一个自评的过程，再通过学生间、师生间

的互评和点评，充分发挥多元化主体评价的功能。例如，在生物学教学中，有些教师认为

我国中学的班额大，每班有时达到７０人，开展“档案夹”的评价方式是不现实的。这就是

曲解了“提倡采用档案夹的形式记录学生发展”的精髓。

（３）从重视量化评价方法向注重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相结合的多样化方法的转变

近３０年来，世界各国开始研究和重视质性评价，例如，美国《国家科学课程标准》中

就提到了各种评价方法，强调除了纸笔测试外，还应包括平时学生的课堂行为记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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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书面报告、作业等。《标准》也提出，生物教学评价应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有利于

学生的主动发展；教师应注意终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相结合，与定量预定性评价相结

合。伴随学生的学习过程，逐步收集学生学习过程中测试卷、探究活动的报告或小论文、

小制作或小标本、查阅的文献资料、收集的生物图片和照片、剪报、获奖证书等。

（４）从注重若干评价内容向注重评价内容全面性和综合性方向的转变

新课程强调从德智体等各方面评价学生。例如，新课程评价重视引导学生学会学

习，学会生存，学会做人；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考察，特别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发展

的考察，重视良好心理素质、健康体魄、学习兴趣、情感体验、审美能力等方面的评价。

《标准》不仅提出了三个纬度的目标，提出“提高生物科学素养”的课程理念，也在《标准》

的评价建议中明确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生物教学评价的依据是课程标准，评价内容包括

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

　　２　《生物学》课程评价改革的重点

《生物学》（苏教版）倡导发展性评价，突出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强调对学生的

评价应重视“立足过程，促进发展”。因而，对学生探究能力、对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

方面的评价非常重视，并且提倡采用档案夹的方式记录学生的变化发展。为此，《生物

学》对评价重点特别提出三项建议。

（１）重视对学生探究能力进行评价

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是义务教育阶段生物课程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应特别关注学生在探究活动中逐步形成观察、归纳和发现问题的能力，逐步形成

设计实验、调查研究、动手实验的能力，逐步形成收集和分析数据、表达和交流的能力等。

教师应结合探究活动的全过程评价学生的探究能力。例如，按照《标准》的案例，在“探究

种子萌发条件”的活动中，应该对学生表现出来的探究能力进行评价。例如，能否根据观

察或生活经验提出问题，根据问题提出假设？能否利用身边的材料设计探究假设的实验

方案，包括设计对照实验？能否按照实验计划准备实验材料，有步骤地进行实验？能否

按照实验操作的规范要求完成实验？能否安全地使用各种实验器具？能否实事求是地

记录和收集实验数据？能否分析实验数据的相关性并得出结论？能否在探究活动中与

他人合作和交流？

教师应根据本校和所授课班级学生的原有发展基础，从发展的角度对学生的探究能

力有重点地进行专项评价。

（２）重视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发展进行评价

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是学生心理发展的基本内容，在初中生物学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密切关注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进步以及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例如，

按照《生物课程标准》的案例，在“认识保护生物圈的意义”的系列学习活动中，不仅应该

对学生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进行评价，同时也应该对学生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热爱家乡和

祖国的情感、保护环境的意识、实事求是和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等方面进行评价。例如，

能否积极主动地完成收集一周垃圾的任务？能否实事求是地分析调查活动的数据？能

否独立思考，提出与他人不同的见解？是否在调查报告中表现出对社区垃圾污染环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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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忧虑？能否在调查报告中积极提出垃圾处理方式的建议？教师可以参考上述建议

对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状况有重点地进行评价。

（３）重视检测学生知识目标的达成

《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年版）》新增加关于“重视检测学生知识目标的达

成”的内容。它认为，生物学基础知识是生物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视对学生

的探究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进行评价的同时，要利用好纸笔测验等方式检测学生知

识目标的达成。在编制纸笔测验试题时，应体现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的要求。在具体操

作中，要重视考核核心的、具有良好结构的知识，而不是枝节的、零散的知识；要重视考核

学生对生物学概念、原理的理解和应用以及分析、综合等思维能力。《生物学》（苏教版）

的评价没有贬低传统的纸笔测试的价值，传统的纸笔测试方式仍然有必要存在，也是教

学过程中最常见的评价方式之一。在提倡重视评价探究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重视

评价发展的同时，也应充分利用好纸笔测试方式。但是，在进行纸笔测试的时候，应重视

对课程核心内容的理解和应用、分析和综合等思维能力的考核，而不能仅仅重视对枝节

内容、单纯的生物学知识、纯粹记忆知识能力等的考核。例如，对“开花与结果”内容的教

学，教师不仅要对学生在探究“花的主要结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探究能力、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进行评价，也需要对学生掌握花的主要结构（包括雄蕊、雌蕊）以及花的相应结构

的发展变化（如雄蕊提供花粉后凋谢、雌蕊中的子房受精后发育成果实）的相关知识和技

能进行测试（包括纸笔测试和口试等）。当然，纸笔测试时，我们不应只是采用填充等方

式考查学生的记忆状况和记忆能力，而且应重视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对问题的分析和

综合能力等进行考察。例如，有的教师采用给出相应的数据和现象，让学生根据这些数

据和现象，分析得出雄蕊和雌蕊是花的主要结构的结论。有的教师结合花期的问题，让

学生对学校的绿化（特别是如何使校园四季有花）提出建设性建议，考查学生对知识的运

用能力。这类纸笔测试也是新课程改革所倡导的。

　　３　提倡采用“档案夹”的形式记录学生的发展

关于学生成长“档案夹”评价的确切含义并无定论。《生物课程标准》认为，“采用‘档

案夹’的目的是对学生学习生物学的全过程进行综合评价，以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生物

学的兴趣”。一般地说，档案夹是指可以显示学生学习成就或持续进步发展的各种表现

和材料。《标准》明确指出，“档案夹”封面贴上学生的姓名、所在班级等情况。伴随学生

的学习过程，逐步收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测试卷、探究活动的报告或小论文、小制作或小

标本、查阅的文献资料、收集的生物图片和照片、剪报、获奖证书等。

《生物学》（苏教版）认为，档案夹中收集的材料不是随意的，也不是简单地汇集各种

材料，而应该是有目的的材料。而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已经存在了学生的“自评”过程，

包括学生对自己阶段学习的总结、反思和客观形象的展示，这对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信心

和提高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反思能力非常有利。

《生物学》（苏教版）认为，采用档案夹应适当注意有关问题。

ａ．学生是档案夹的制作人

为了使档案夹能够准确地反映学生的成长和成果，培养学生自我评价的能力，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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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的制作人只能是学生自己。有些教师强调我国学生的班额太大，档案夹的评价方式是

无法实施的。其实教师的责任只是向学生介绍档案夹的功能、制作方法及其重要性等，

引导学生收集各种能够体现自己发展进步的作品。采用“档案夹”评价的作用是纸笔测

试所无法达到的。

ｂ．学生是档案夹的第一评价人

收集作品并不是要求学生为收集而收集，其本身就是一个评价过程，是在认真评价

自己所有作品的基础上挑选出能够反映自己学习成果和进步的代表作。在这一过程中，

学生需要反思和评价、改进自己的学习，从而真正达到促进发展的作用。

ｃ．学生是档案夹展评时的解说人

无论何种类型的档案夹，都要经历一个展示、解说、交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

生不仅需要进一步地客观评价自己，也需要向他人学习，和他人交流与沟通。和他人交

流与合作有利于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情况，在自我评价的基础上，

虚心向他人学习。

和任何教学评价工具一样，档案夹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和缺点。最重要的优势包括：

便于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发挥激励学生发展自我评价技能、为自己的学习负责并成为

反思性学习者，还能促进教师与家长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交流。最主要的缺点是：对于

教师来说劳动强度较大，需要花费较多时间进行计划、管理和及时为学生提供反馈，同时

评价的标准难以获得共识。

　　Ⅱ．来自一线的评价思考

生物学科中考命题的实践与思考
南京市教学研究室　岑　芳

　　为更好地推进生物新课程的实施，自２００６年起，南京市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的生物学

科被列为初中毕业学业考查科目，在八年级结束时组织全市的统一测试，卷面满分为５０

分，折算成２０分在九年级中考时计入总分。由于定位为学业考查科目，故规定其测试的

难度为０．８５左右，但作为中考的考查科目，又要以一定的分值计入中考总分，客观上要

求考试具有一定的区分度。２００６年６月南京市首次在八年级举行了生物学科的学业考

查。由于２００６年是首次进行考查，考虑到要适当关注南京市初中生物教学实际，实现平

稳考试，因此，当年考查的内容仅为八年级的内容。在此基础上，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将七年

级内容也列入考查。这项改革给南京市初中生物教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深入推进

初中生物课程改革，尤其是探索评价改革积累经验，而试卷的命制对于考查的顺利实施

也起到重要的作用。笔者现就义务教育阶段初中生物学业考查，以近３年南京市中考生

物试题为例，谈谈对生物中考命题的思考。

　　１　命题实践

１．１　明确考查目标，体现基础性

南京市中考生物学科的考试定位于学业考查，针对考查科目这样一种性质定位，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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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物学业考查内容的选取应强调其基础性，严格执行《义务教育阶段初中生物课程标

准（实验）》、南京市生物学科《中考说明》的要求，所考查的是学生应知、应会的内容，是学

科的主干知识。基础知识的考查应是考查的重点，在重点知识的考查中应注意精选这些

内容，一是要与学生平时生活相联系的知识，二是要与学生继续学习有关联的知识。以

下是一组基础题。

例１．与家蚕的发育过程相比，蝗虫不经过的发育时期是

Ａ．受精卵 Ｂ．幼虫 Ｃ．蛹 Ｄ．成虫

例２．蕨类植物和苔藓植物只适于生活在阴暗潮湿的陆地环境中，其主要原因是

Ａ．植株矮小，没有真正的根、茎、叶 Ｂ．体内无输导组织

Ｃ．生殖过程离不开水 Ｄ．不能开花，结果

例３．银杏俗称白果，它属于裸子植物的主要原因是

Ａ．种子外无果皮包被 Ｂ．种子外有果皮包被

Ｃ．体内有输导组织 Ｄ．生殖过程不需要水

例４．在生物分类的等级单位中，最大和最小的分类单位分别是

Ａ．门、界 Ｂ．界、科 Ｃ．纲、种 Ｄ．界、种

例５．细菌与真菌相比，其结构特点是

Ａ．有成形的细胞核 Ｂ．无成形的细胞核

Ｃ．有细胞结构 Ｄ．无细胞结构

例６．生物多样性不包括

Ａ．物种多样性 Ｂ．遗传多样性 Ｃ．环境多样性 Ｄ．生态系统多样性

这组题主要考查了有关生物体的结构、类群、发育、分类和生物多样性等的基础知

识，是生物学核心、主干的知识，也是学生应知应会的知识，如家蚕的生活史，这是大多数

同学在小学就具备的知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了解蝗虫这种昆虫的生殖发育特点，也是

初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再如植物类群中的藻类、苔藓和蕨类植物的结构特点是与他们的

生活环境相适应的，这有助于培养学生形成生物与环境相适应的观点；再如裸子植物与

被子植物的区别，不是单纯考区别，而是通过对“白果”的辨析来考查，联系了生活中面临

的生物学问题。细菌与生物多样性的知识既是初中生物学学习的内容，也是高中继续学

习要具备的知识基础，关系到学生的继续学习和发展。这些内容，只要教师平时重点讲，

学生认真学，应该是很容易答对的。

１．２　关注三维目标，体现新理念

生物新课程倡导探究性学习，强调要从学生的终生发展出发，努力提高学生的科学

素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强调在经历学习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一定的能力和情感态

度价值观。如何通过纸笔考试来考查学生的能力与价值观，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按照课

程目标，在两年的生物学学习中，教师在帮助学生实现知识目标的同时，应对其进行实验

能力、收集与利用信息能力、科学探究能力和知识的运用能力的培养，并在这一过程中渗

透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在试题的命制中尝试借助对生物学知识的考查中渗透对能

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考查。在命制试题时，在能力考查方面应突出考查考生实验的

操作与实验现象的分析，图文转化的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在学习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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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努力培养的。以下是考查能力与基本科学素养的试题。

例７．科学家研究了某地鸟类濒危或受到威胁的原因，结果如下表：

原因 偷猎 栖息地丧失 外来物种的影响 其他原因

比例 ２０％ ６０％ １２％ ８％

　　由上述结果看出，保护鸟类最有效的措施为

Ａ．大力开展爱鸟周活动，加强爱鸟宣传

Ｂ．禁止偷猎

Ｃ．控制外来物种引入

Ｄ．建立自然保护区

例８．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５月３１日确定为“世界无烟日”，宣传吸烟的危害，开展

戒烟、限烟的健康教育活动。下列有关吸烟危害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Ａ．长期吸烟导致肺癌发病率增高

Ｂ．吸烟会降低记忆力，分散注意力，影响身体的生长发育和正常学习

Ｃ．孕妇如果长期吸烟，会诱发胎儿畸形

Ｄ．吸烟只对自己有害，对他人无害

在完成这两题的答题过程中，学生要读表比较，联系生活实际做比较，对学生的能力

提出要求，同时在答题过程中，也是提高科学素养，形成关爱自然，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的

过程。能力与素养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他伴随着学生的知识学习与心灵的成长，这

样的试题对于引导教学也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引导教师在平时教学中要关注学生能

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而不是靠考试前加班加点去“死记硬背”和突击式的

训练。

１．３　联系实际，体现知识的运用

生物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同时又与生产生活紧密联系。生物学的学习，有助于学生

对生产生活中一些生物现象的关注与思考，有助于学生利用生物学知识解释一些简单的

生物学现象。在试题的命制中，联系生活中学生感兴趣的生物学现象，让学生运用生物

学知识来解决，让考查的过程，成为学生学习的过程，成为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产生继

续探究学习愿望的过程。以下是运用所学生物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试题。

例９．为使一株桃树上开出不同颜色桃花，园艺上常采用的处理技术是

Ａ．扦插 Ｂ．嫁接 Ｃ．压条 Ｄ．播种

例１０．生产上常利用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原理，采取多种措施，以提高大棚中农

作物的产量。下列措施中不合理的是

Ａ．增加光照强度，延长光照时间 Ｂ．增加氧气的浓度

Ｃ．增加二氧化碳的浓度 Ｄ．适当降低夜间温度

例１１．下列食品保存方法中，都属于现代食品保存方法的一组是

Ａ．盐渍、脱水、风干 Ｂ．晒干、酒泡、冷冻

Ｃ．烟熏、糖渍、脱水 Ｄ．冷冻、真空包装、添加防腐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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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２．某同学发烧咽喉肿痛，经医生检查，确诊为急性扁桃体炎，他的血液中明显增

加的是

Ａ．红细胞 Ｂ．血红蛋白 Ｃ．白细胞 Ｄ．血小板

例１３．四川卧龙是福娃“晶晶”的故乡，在“５·１２”大地震中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政

府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大熊猫的栖息地，这属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措施中的

Ａ．加强教育 Ｂ．法制管理 Ｃ．迁地保护 Ｄ．就地保护

上述几题联系学生平时与最近可能碰到的一些生物学问题，食品保存、果树栽培与

大棚中栽作物产量等，这些是认真学习初中生物学后应该能够做到的，这些能让学生产

生学习的胜任感，体会知识的运用价值，并对今后的继续学习产生影响。

１．４　有效引导教学，体现导向性

尽管是考查，但是不可避免地对教学产生一定的影响。有的学校缩短教学时间来进

行复习，有的学校加大复习强度，增加练习量，加重学生负担。为发挥考查的正导向作

用，考查的试卷应能够代表今后教学的方向，对生物教学有一个正确的导向、引领作用。

那就是依据生物课程标准，不超标，不出偏题和怪题，不出过难题。学校不需加班加点、

搞题海战术，但要高度重视平时的教学。在平时的教学中让学生经历知识的发生，在学

习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读图、读表，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引导学生关注热点问

题，灵活运用所学的生物知识、原理、规律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得考查能发挥考查

评价的导向作用，有效引导初中生物教学，让大部分认真学习初中生物课程的学生能顺

利通过考查，起到真正提升学生的生物素养的作用。

【作用类别】非处方药药品

【适应症】本品用于治疗和减轻流

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头痛等

症状。

【用法用量】口服。成人和１２岁

以上儿童每６小时服１次，一次

１片。

【不良反应】有时有轻度头晕、食

欲不振等。可自行恢复。

【有效期】４８个月

【生产日期】２０００年７月

例１４．初二学生李强最近患上了流行性感冒，他

在家找到了一盒泰诺，并按照药品说明书服用了一

片。请根据右边药品标签中的信息及所学的知识回

答问题：

（１）流行性感冒是　　　　传染病。

（２）李强的用药是否安全？为什么？

（３）李强的同学为预防流行性感冒，进行了预防

接种，其所获得的免疫为　　　　免疫。

这是一道依据给定材料完成答题要求的试题，属

于具有一定限制性的开放性试题，完全不需要学生死

记硬背，学生运用题目中所提供的材料，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现学生学习

能力的差异。

　　２　命题思考

通过三年的初中生物学业考查的实践，我们认为，生物学业考查在深入推进初中课

程改革，积极进行评价的改革起到积极的作用，为顺利进行我市高中课程改革奠定了基

础。为进一步做好考查工作，命题工作要做到：

２．１　充分调研，立足现实

命题在落实新课程理念的同时，必须立足于南京市当前初中生物教学的现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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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时间以来，生物学科列入“小三门”（历史、地理、生物）的行列，未能成为中考科目，所

以没有得到学校、学生、教师等的足够重视，教学质量也不容置疑地受到影响。因而，在

初中二年级学生完成初中生物学科学习后所进行的学业性考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进

行充分的调研，充分了解当前教学现状，考虑城乡教学中存在的差别，处理好基础与能力

的关系，严格控制难度。

２．２　激励师生，引导教学

生物学科考查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进生物学科的课程改革，有效引导初中生物学

科的教学，培养学生的基本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为学生继续学习奠定基础。这是一项

新的尝试，因此，这种测试要充分发挥其激励功能，促进学生发展、教师发展，有效推进初

中生物课程改革。要使得积极探索课程改革，认真执行课程计划，完成教学任务学校的

学生能够取得较好的成绩，同时，测试要做到既不影响学生平时的生物学学习，也不增加

学生考试复习的负担。通过测试考查出全体学生经过两年的生物学学习后应达到的基

本水平，促进平时教学都能达成教学目标的基本要求，在全市范围内推进生物教学的均

衡化。

２．３　促进学科与教师发展

考查促进了学校全面落实课程计划，积极推进初中阶段的素质教育，同时也促进生

物学科的发展及生物教师队伍的建设。客观上，通过考查可引导教师关注平时教学中的

能力与价值观的培养，关注教学目标的当堂课的达成与课程目标的最终实现，关注教学

过程中的复习与巩固环节，还可促进广大初中生物教师研究纸笔考试的试卷命制和试题

编制，多方位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附：例１～１４参考答案：

１．Ｃ　２．Ｃ　３．Ａ　４．Ｄ　５．Ｂ　６．Ｃ　７．Ｄ　８．Ｄ　９．Ｂ　１０．Ｂ　１１．Ｄ　１２．Ｃ

１３．Ｄ　１４．（１）呼吸道（２）不安全。因为药已过有效期。（回答合理即给分）（３）特异性

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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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支持资源目录

　　１．编著有品种齐全的各种教辅资料

（１）《生物学教学参考资料》（苏教版）四册：分“为您指点迷津”（分析教学重难点）、

“助您一臂之力”（指出活动的关键之处）、“与您共同商榷”（思考题答案、课外探究指导）、

“帮您出谋划策”（提出评价建议和资源利用与开发的建议）、“供您备课参考”（以卡片的

形式给出相关教学资料）五部分。（江苏教育出版社购）

（２）《学习与评价·生物学实验册》（苏教版）：按节编写，内容新颖，形式多样。实验

报告的编写与教学同步，可供学生随堂使用。（江苏教育出版社购）

（３）《学习与评价·课课练》（苏教版）：按课时编写，内有“生活情境”、“随堂练习”、

“深入练习”、“合作探究”、“视野拓展”等栏目。编写与教学同步，可供学生随堂使用。

（江苏教育出版社购）

（４）《生物学试卷系列》（苏教版）：按章编写，每章有Ａ、Ｂ两份试卷。Ａ试卷考查学

生基本要求的达成；Ｂ试卷中部分题目适合学有余力的学生使用。（江苏教育出版社购）

（５）《国标创新读本系列》（苏教版）：按课时编写，设有“自主构建”、“自我评价”、“拓

展视野”等栏目，分别供学生预习、自主学习与检测、拓宽知识面等，引导学生学会学习。

（江苏教育出版社购）

（６）《国标生物学全解题库系列》：兼有题典的优点，兼顾了不同层次学生学习的实际

情况，坚持少而精的选题原则，对各个学习阶段的典型题基本收齐，做到够用、适用、顶

用。（江苏教育出版社购）

　　２．建立丰富多彩的资源库

（１）《生物教学多媒体光盘系列》：按教材分别制作《生物学七上》、《生物学七下》、《生

物学八上》、《生物学八下》四套多媒体教学资源光盘，内有“教学重点、难点”、“教学参考

资料”、“同步练习”、“拓展练习”、“教学动画”、“教学视频”、“教学图片”、“活动建议”等栏

目，完全针对《生物学》（苏教版）四册教材。随《生物学教学参考书》配备。（江苏教育出

版社购）

（２）初中生物学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ｈ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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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参与新课程和《生物学》教科书的互动培训

心动不如行动。学校应成为一个学习化的组织，成为课程改革的主体，引领教师焕

发出课程改革的热情。千里之行必须从脚下开始。

　　一、深入认识《标准》

（一）“讨论”活动：《标准》提出的课程理念和课程目标是否太超前？

·活动目的：

理解课程理念和目标应该是超前的，应该体现优秀教师的所作所为。

·情景和资料：

１．有些教师认为，《标准》确实不错，但是对于广大生物教师和广大学生来说，未免太

超前，无法真正实施。

２．教育部的一项调查结果如下：

图Ⅲ１　社会公众对高中教育意见调查结果示意图

注：教育部２００２年９～１０月调查结果（江苏、江西、青海、天津）。

３．阅读《标准解读》中的案例。

·培训活动：

１．小组每个成员按照下表所列项目，根据自己的实际想法分别填写，也可就某个问

题作讨论。例如，可以对照附录中的案例１，就“关爱生物”问题作讨论等。

超前的课程理念 贯彻该理念的困难 超前的课程目标 贯彻该目标的困难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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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相互交流自己的观点，统计有哪些观点是共同的？哪些观点是不同的？

３．对于有分歧的观点，相互成为“教师”，试图说服对方。

４．用红笔将共同的观点（即都认为“太超前”的各种观点）画出来。每人领任务（即一

种观点），重点阅读第二章“新课程理念和目标”。转换角色，以课程专家的角色，联系本

校、本地区的优秀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教学行为，试图说服其他培训教师。

建议考虑：

（１）从理论上说明新课程理念和目标是正确的。

（２）从自己熟悉的本校或本地区优秀教师的行为等方面，说明新课程理念并不是“空

中楼阁”，并不完全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至少少数优秀教师已经基本做到了。

（３）讲述自己的“得意故事”和“成功故事”（自己的某一节课，如公开课、研究课或感

觉最好的课等的教学实例），分析和说明自己这样一个普通的生物学教师也多多少少地

在尝试和实践用新的教育理念指导自己的日常教学。

（４）分析“太超前”的理念和目标在具体贯彻中的各项困难，哪些是主观的，哪些是客

观的？如何尽力克服主观的问题，使课改的精神融入自己的日常教学。

案例１　“关爱生命与教学实验矛盾”的思考

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８日，在一次“课改”研讨会上，我作为国家级实验区的一位已经参与实

验一年多的生物教师，在会上汇报自己怎样将“课改”理念落实于教学实际中的———以一

堂生物实验课案为例。

１．初衷

初衷———通过对具体课案设计的介绍，反应在教学设计中是怎样力求将现代教学观

念，特别是变重“传授”为重“发展”；变重“结果”为重“过程”；变重教师的“教”为重学生的

“学”；变“单向信息交流”为“综合信息交流”；变“居高临下”为“平等融洽”方面以及突出

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提倡探究式学习的心得体会。

现代教学理念认为，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应该揭示知识的发展过程，暴露知识的思维

过程，从而使学生的思维得到锻炼，既长知识，又增才干。可以说“过程”与“结果”同样重

要。就学生的成长过程而言，有时“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可谓无“过程”之“结果”是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生只有在“过程”中通过体验与感悟，才能同时获得理智感、

道德感和美感。

体验与感悟是伴随认知的两种生活形式，是学习过程中对知识内化后的内心反省、

内在反应，是认知、情感、意识综合作用的结果。美国教育理论家乔治·布朗在他的《生

动的课堂》一书中称之为精神的“幻想旅游”，并认为只有通过精神的“幻想旅游”，学生在

精神上才会有“高峰体验”。理智感、道德感、美感就是通过体验和感悟来获得的高峰体

验。所以体验现实、感悟生活的真谛，是现代课程设计的基本要求。

因此，我在课案设计中，尽量提倡探究式学习，突出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教师仅

仅是发挥其“导演”作用的思想。

２．诧异

正当我洋洋洒洒地利用自制的课件介绍课案设计时，突然会场上一片哗然———



●
Ⅲ．教科书简介和教学建议 １３１　　

●

“啊，好残忍哪！”。哦，原来此时屏幕上正显示着我在课上示范“脊蛙”实验血淋淋的一

幕。而面对“哗然”，我开始仍感到十分诧异！因为，与会者均是从事生物学教学的同

仁，“脊蛙”实验可以说是人人都做过的。如果“哗然”出自于学生之口，这在情理之中，

完全可以理解。而此时的“哗然”，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既然情况已然出现，我只有赶

紧加以解释。

在此课案实施时，学生也有此“哗然”过。当时我解释的理由有二：

其一，实验材料不是法定保护的野生青蛙，而是农贸市场上出售的、人工喂养的食

用牛蛙。其二，虽然我们提倡关爱生命、保护生物，此实验是有残忍之嫌；但为了科学

实验，只能让其为人类作出牺牲了（有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之时，只能取其重要一面

之意）。

我认为不能将关爱生命绝对化，否则，人类将无法生存。因为人类是异养生物，必须

摄取现成的有机养料维持生命。“民以食为天”嘛！

当时，有同学说：“可以吃素，不吃荤！”

我就问：“何谓素食？”

学生答：“是指不吃肉类，只吃五谷、蔬菜等。”

我又问：“那么，五谷、蔬菜等属于哪类物质？有无生命？”

此时，学生被问得哑口无言了。因为他们都知道五谷、蔬菜等属于植物，同样具有

生命。

于是，我进一步引导：“这说明人类离不开其他生物。其他生物可以没有人类（因为

在人类出现的很久很久以前，其他生物就已经生活于地球上了），而人类却不能没有其他

生物。所以，我们更应该关爱生命、保护生物，因为它们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３．疑虑

虽然，在会上我对“好残忍！”的反应加以了“解释”，可是，会后我仍然心感疑虑，忐忑

不安。回想那血淋淋的一幕，确实使我也再次对那心惊肉颤的现状重新思考。为什么在

以往的教学过程中我却没有现在的感觉呢？是否在“科学实验”的“过程”中，泯灭了对事

物的同情心、慈善心和对生命的爱心呢？扪心自问，生活中的我是一个不乏爱心之人，特

别喜爱小动物和各种花卉，平时在同学们的眼中，也有比较“温柔、可亲”的形象。

那么，为什么我在进行生物学实验过程中，会表现出如此“残忍、可怕”的一面，让学

生们“刮目相看”？让同样从事生物学教学的同仁们会产生“好残忍”的反应，而自己却以

“为科学实验”而自慰？这种教学设计是否与现代教学理念相符？这样的“解释”是否能

真正体现“关爱生物”的思想？……

４．探讨

既然我们提倡探究式的学习，变重“结果”为重“过程”，那么，这类“血腥”的场面在生

物学教学中又怎么能回避呢？怀着矛盾的心理，我和汪忠教授进行了探讨。

问：这些有“残忍”之嫌的血腥场面，是否都不能在课堂上做？

答：不应该要求每个学生都做。

问：演示实验是否可以？

答：最好不要在大范围内、公开地展示这样血淋淋的场面以刺激学生的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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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如果个别学生对生物学特别感兴趣，将来有意在生物学方面发展的，是否

可以区别对待？

答：当然可以。认为“关爱生物”就是不解剖生物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而解剖生物可

能就是血腥的。其实，关键不在是否杀戮动物或破坏植物，而是在于是否有所思考。例

如，义务教育阶段的生物学教学是否真的需要做这样的实验？这样的实验要达到什么目

的？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做更好？采用什么方式更好？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在大学生物

系、医学院，不是都在做类似的实验吗？你说的情况（个别学生对生物学特别感兴趣），可

以在课后组织他们去做（如课外探究）等。但这也并不等于说不提倡“关爱生物”。

……

此时，我茅塞顿开，这不就是“差异性教学”吗？平时经常说“因材施教”，可遇到实

际问题时却不会灵活应用了。看来俗话说的“说来容易，做来难”确实有道理。《生物

课程标准》也提倡既面对全体学生，着力于基本的公民素养的培养，又考虑不同学生的

充分发展的需要。既然我们的生物学教育不是要把学生个个都培养成生物学家，那

么，我们就应该根据社会的需求、个人的能力和兴趣，将每个学生培养成各行各业中的

人才。其中，培养具有博爱、仁慈、人性化的人显然是目标之一。对于大多数学生而

言，初中生物教学的目的就是提高生物科学素养（包括生物科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

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据测，一个成年人对待事物的情感态度，与其儿童时期养成

的情感态度尤其相关。因此，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不能再把学生只禁锢在“科学世界”

里，而要更关怀学生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从而充分体现学生全部的生活意义和

生命价值。我们应该时时考虑给学生以美好的感官刺激，通过体验和感悟使其获得理

智感、道德感和美感。

回首再看同事们会上的“哗然”，我领悟这是他们现代教育观念的自然表现，可喜可

贺！也说明自己教育思想、观念，还没有跟上《标准》的要求，需要在教学实践中进一步

转化。

（重庆市朝阳中学　沙静芳）

点评：一堂实验课案设计的交流和研讨，引出了关于“关爱生命”与教学实验矛盾之

思考。这说明课改的许多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交流者本人在寓现代教学理念（提倡师生

互动、生生互动，探究式学习，让学生通过“过程”体验现实、感悟生活的真谛）于教学过程

中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戴上旧观念的桎梏，在挖掘教材内涵时会有意无意地将学生禁

锢在“科学世界”里，而缺乏对学生“生活世界”、“精神世界”的关怀，从而不能充分体现学

生全部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由“关爱生物”的话题引申出的讨论，反映出教师应该时

时对自己的教学行为和教学观念进行反思，开放自己的教学，取得同伴的互助和专家的

引领，那么，“和新课程一起成长”就不会是一句空话了。因此，要实现此次“课改”的既定

目标，任重而道远。

可喜的是，参与“课改”实验的教师们，正在认真学习“课改”纲要，努力改变观念，积

极进行探索……

（重庆市北碚区教师进修学校　谭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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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流”活动：“重建”《标准》的课程主题。

·活动目的：

理解《标准》确定的以“人与生物圈”为主线的课程主题。

·情景和资料：

教育部的一项调查结果如下：

图Ⅲ２　课程与学生需要情况调查结果示意图

注：教育部２００２年９～１０月调查结果（江苏、江西、青海、天津）。

·培训任务：

１．任意选择一本高等师范院校用的《植物学》或《动物学》教科书，列出篇章的名称

（主题）和课程主线。相应地选择一本初中《生物学》的教材（根据《生物教学大纲》编著的

教科书），也列出篇章的名称（主题）和课程主线。比较二者的异同。

２．选择某一方面，给《生物课程标准》的课程体系“挑刺”。例如，为什么课程体

系中有关“动物”的主题几乎没有？为什么人的“运动系统”的内容在课程体系中完

全删除了？为什么“科学探究”这一“没有具体生物学知识的内容”成为一个主题？

等等。

３．分别列出针对这一问题的支持性意见和反对性意见，并相应地列出支持或反对的

原因。

４．小组成员之间进行交流，“重建”《生物课程标准》的内容体系。和《生物课程标准》

提出的内容体系相比较，找出差距何在？讨论《生物课程标准》提出的内容体系的合

理性。

５．如果还有不同的意见，列出这些意见，并向国家生物课程标准研制组提交建议。

建议考虑：

（１）阅读《标准》和《生物课程标准解读》等；

（２）阅读《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中的“课程改革纲要”一节；

（３）注意“教学时数的有限性”和“生物科学与技术发展的迅猛性”之间的矛盾，“义务

教育的公民性”和“生物学的学科性”之间的关系，“学生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之间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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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坛”活动：倡导探究性学习的利与弊。

·活动目的：

理解在中学阶段倡导“探究性学习”的重要性。

·情景和资料：

教育部的一项调查结果如下：

图Ⅲ３　社会公众对高中阶段教育的期望

注：教育部２００２年９～１０月调查结果（江苏、江西、青海、天津）。

·培训活动：

１．每组成员根据自主选择组成“正方”、“反方”和“评判”三个小组。

２．按小组准备材料和案例，分工合作，汇总有关资料，并列出主要的阐述观点。

３．“正方”和“反方”组分别推举“主辩”、“二辩”、“三辩”和“四辩”，其他人员为“辅

辩”。各自准备参辩的主要论点和论据。“评判”组也推举“主评”、“副主评”、“主记录”、

“副记录”等，也需要准备相关的论点和论据，以便发表评价时“言之有理”。

４．“正方”和“反方”开展辩论，“评判”组详细记录各方观点。结束时，“评判组”集中

讨论，评判双方的观点，汇总“正确”的观点，加入自己的观点。

５．公布评判结果，三组共同总结“倡导探究性学习的利与弊”。

建议考虑：

（１）各方认真搜集资料，尽可能全面地阐述倡导探究性学习的“利”与“弊”；

（２）提出的“论点”是指理论阐述，“论据”是指鲜活的案例。

（四）“命题”活动：针对新教材，编制一张新课程“学期考试卷”。

·活动目的：

尝试体验新的评价理念。

·情景和资料：

１．阅读《标准》、《标准解读》。

２．网络搜索，查找有关命题方面的研究论文若干篇。分析其要点和研究成果（或

经验）。

·培训活动：

１．分小组讨论新课程的评价理念。分工合作，完成一张新课程“学期考试卷”。

２．小组内交流和讨论自己的命题思想和具体体现，修改并完成“学期考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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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大组交流各组成果。

４．反思和改进各组的“学期考试卷”。

建议考虑：

１．讨论并形成本组的命题原则和思路，和新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进行对比。

２．对考试卷进行全面分析，例如分析在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多方面的

情况。

　　二、深入认识《生物学》教科书

（一）“讨论”活动：新教科书的功能发生了哪些转变？

·活动目的：

理解新教科书的功能变化。

·情景和资料：

阅读附录（案例２）。

·培训活动：

１．任意选择某一种课程标准实验《生物学》教科书，阅读和分析其中的一章内容。对

比阅读现行《生物学》教科书，同样阅读其中的一章内容。

２．小组交流，列表分析两种教科书的功能表现。

３．讨论说明教科书功能转变对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作用。

建议考虑：

（１）最好选择两种教科书的同样内容的一章作对比，例如，都选择有关植物“根”或

“茎”内容中的一章，或都选择有关“光合作用”内容的一章等。

（２）讲述自己的一个成功故事，反思是否也创造性地开展了教学活动，也体现过新教

科书的功能。

案例２　由犇犖犃到遗传和优生优育
伴着欢快的上课铃声，我踏进了八年级二班的教室，在师生们的相互问候之后便开

始了我今天的新课———第十五章的第一节《ＤＮＡ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新课在一种和谐的氛围中进行着。正当我在指导学生探究“染色体数目的恒定对生

物生命活动正常进行的重要作用”的时候，我让学生观察课本第３０页上的图１５４“先天

性裂唇患儿”相片，猛然间我发现身边的周倩同学课本上的这幅相片用白纸封住了。这

是一位好学生啊，她怎么会这样呢？刚要对其发问，我又看到她的同桌———付兵书上的

这幅相片也用白纸封住了。我奇怪了，又看了看前后几位同学。咦？！他们中也有一些

用白纸把相片封了。真怪啊！但我在教室里不露声色地暗暗查看起来，结果竟然有相当

多的同学将这幅相片用白纸……一位叫单娜的同学不仅在相片上贴了白纸，而且还在白

纸上写上“好可怜”三个字。

我几乎被怔住了，突生冲动，决定停下新课来解决这不寻常的“贴图”事件。于是我

击掌让同学们暂停，大声地说：“同学们，老师现在有一个问题不明白，想请教请教你们。”

他们先相互看看，然后又疑惑地看看我，仿佛在问：“老师能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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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你们什么时候把这幅相片用纸封住了的？”我用手指着课本上的相片问。

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在预习新课的时候贴的。”司金玲站起来说。

“我也是。”大家七嘴八舌。

“告诉老师，你为什么把这幅相片封起来了？”我拍了拍宋双平的肩膀问。

他说：“我看她的模样很丑，不愿意再看到她，所以……”

“你呢？”我问他后面的苗升同学。

“我感到害怕。”他讪讪地说。

“单娜，你为什么也把相片贴了呢？”看到单娜一直没抬头，我走到她身边这样问道。

“老师，我……”她眼睛里已含满泪水。

我不由得心里一紧：“怎么回事？”我鼓励着她。

“我看到她就想到我叔叔，我叔叔也得了这种病，我觉得他好可怜，所以……”她的脸

上已挂上了泪珠。

哦，原来如此！

学生们的回答，我很感动，灵机一动，我决定改变今天的教案！于是，我提出了一个

在本章的第四节才能学到的问题：

“你们知道先天性裂唇属于什么病吗？”

“不知道。”学生们茫然地看看我。

我因势利导讲了先天性裂唇是遗传病的一种，遗传病一般是由遗传物质发生改变而

引起的，或者是由致病基因所控制的，它具有由亲代向后代传递的特点，小孩在出生时就

已患上了病，是先天性的，目前还得不到根治。我又让同学们想一想，生活在他们身边的

人有没有得这种病的？在小组内讨论，他们患的是哪种遗传病？

教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学生们立刻分组讨论起来，最后由小组汇总，各组组长代

表本组的同学进行汇报。

嗬！还真不少：白化病、色盲、先天性痴呆、血友病、多指、先天性耳聋、小头白痴、先

天性心脏病、遗传性肝炎、唇裂、腭裂、猫叫综合征、精神分裂症……

“根据你的观察、体会，你觉得遗传病有哪些危害？”我不失时机地问道。

单娜站起来了，在她的脸上还能看到泪痕，她说：“我叔叔因患先天性裂唇，三十多岁

了，至今还没成家，他非常自卑和痛苦。”

赵婵娟站起来说：“我哥哥因患色盲，而失去了上军校的机会，他非常失望。”

许世民说：“我姨家小表弟患的是血友病，为给表弟治病，致使他家一贫如洗。”

宋捷妤总结得好：“遗传病患者不仅自己痛苦，而且还给患者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

担和精神负担，也给社会带来了负担，降低了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

“对，遗传病的确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为了控制遗传病的发生，《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第七条已明确规定，禁止近亲结婚。那么，作为社会成员中的你，将有何打

算？”我激动了。

好戏上演了，同学们一下子又打开了话匣子：

“我将节省零花钱，给表弟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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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帮助我邻居患先天性聋哑症的海涛学文化课。”

“我将好好学习，将来做一名医生，专门研究遗传病，解除病人的痛苦。”

“等我长大后，我将建一座福利院，专门收养患遗传病的病人，让他们有一个温暖的

家。”一向不善言语的陈福安竟然这样说。

……

“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相片上的这位患儿，现在就躺在我们的眼前，你想对他说

点什么？”我好激动。一石激起千层浪，教室里立刻沸腾了。

孟清含着眼泪说：“请你放心，我不会放弃你。”

“再次祝你快乐！”高玉金激昂地说。

“你等着，八年以后我给你做手术！”张凯激动地说。

铃声响了，同学们的心情和我一样———“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无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好给他们布置了课外探究作业：

（１）调查周围人群中常见的遗传病种类，最好取到患者的相片，了解现代社会采取哪

些优生优育措施。

（２）搜集关于英国皇室血友病方面的报道资料。

（山东省高密市柏城中学　盛金枝）

自我反思：在走回办公室的路上，我的心情依然非常激动，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贴图”

事件，竟然改变了我今天的教案，令我将２周后才能教学的教材———第四节《遗传、优生

优育》搬到了这节课上学了；也正因为这小小的“贴图”事件，让我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富

含情感教育的课。妙啊！反思今天这节课，我的最大感受是：在新课程理念下的教学，教

师不应该再拘泥于教材的编排顺序，应放开手脚，灵活运用；生物课应该成为育人的主阵

地之一，教师应教会学生关注生物圈里的人，关爱生命，奉献爱心；对学生诸如“贴图”等

突发性事件，教师应发挥教学机智，予以正确引导，做学生求知的导航人。

点评：这节课对如何处理课堂上的突发事件，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在必要的时候，授

课内容本来就是不必拘泥于教科书编排顺序的，新课程的教科书的功能发生了变化，教

科书仅仅是教师和学生交流的文本材料。教科书不仅传授知识，还要重视能力培养和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引导等。教科书上的插图也不仅是知识的再现，同时也有育人作用。

插图大多数肯定是充满美感的，但有时也要有一些起“震撼”作用的图片，让学生在这些

“不美”的图片的强烈“震撼”中，不仅学到知识，也强化应有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正

是这套教科书安排这类“不美”的图片的原因。可喜的是已经起到了预期的作用，在这位

教师的及时引导下，教科书的这种意图得到了更加生动的体现。

（二）“交流”活动：找出现行教科书的“难、繁、偏、旧”之处，对比义务教育教科书，有

无新的“难、繁、偏、旧”？

·活动目的：

理解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的编著特点，找出不足之处。

·情景和资料：

教育部的一项调查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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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Ⅲ４　教师和校长对现行中学教科书内容的评价

注：教育部２００２年９～１０月调查结果（江苏、江西、青海、天津）。

·培训活动：

１．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独立列出３～５项现行教科书的“繁、难、偏、旧”之处。对比

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的相同章节，理解新教科书的处理特色。

２．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选择某一章节，仔细阅读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发现有无

新的“繁、难、偏、旧”之处。

３．小组交流，汇总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已经克服的“繁、难、偏、旧”问题；汇总课程标

准实验教科书仍然存在的“繁、难、偏、旧”问题。

４．讨论如何克服新的“繁、难、偏、旧”问题，撰写“让教科书更好地传承美好的教育理

念”的报告，提交给教科书主编。

建议考虑：

（１）最好分工合作，阅读全册教科书，找出“繁、难、偏、旧”之处；

（２）理解教科书编著者的编著意图，交流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切实落实克服“繁、难、

偏、旧”问题，不发生“课程标准是新的、教科书是新的、课堂上却涛声依旧”的问题；

（３）对教科书的意见和建议尽可能具体，每小组可以侧重某一方面。

（三）“探究”活动：哪些环境因素影响鼠妇的分布？

·活动目的：

尝试探究活动的基本过程。

·情景和资料：

自主查阅有关鼠妇的文献资料。

·培训活动：

１．分小组在校园内寻找和观察鼠妇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性。

２．相互交流查阅到的有关鼠妇的资料。

３．尝试围绕鼠妇的生活环境，提出一个可以探究的有关鼠妇生活环境的问题。

４．根据问题作出假设，设计实验验证假设。

５．实施实验，搜集数据，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６．讨论：什么样的活动能称得上是“探究”活动？在中学阶段开展探究性教学的主要

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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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考虑：

（１）观察到的现象是不是就是问题？如何提出可以探究的问题？

（２）探究方法或设计实验和搜集数据或证据的关系是什么？

（３）如果当地没有鼠妇，如何重新设计新的替代实验，以便同样完成该实验的各项教

学目标？

（四）“述课”活动：某节课中如何具体引导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

·活动目的：

尝试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落实新课程理念。

·情景和资料：

阅读２００１年９月３日《中国报道》采访的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慕菊和教

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助理刘坚的报道（见附录）。

·培训活动：

１．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独立设计一节课。对比课程改革前的教学设计和课改后的

教学设计，反思：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要发生这些变化？

２．同伴互助：提出改进意见，说明这样改进的原因。

３．专家引领：结合附录（采访报道），分析教学设计的特色和问题。

建议考虑：

（１）理解教科书编著者的编著意图；

（２）不一定设计完整的一节课，也可以是一个教学片段，这样可能更有利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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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其　他

理解重要概念　提升专业素养

《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年版）》提出了５０项重要概念，教师可以先从理解

这５０项重要概念入手，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对每项重要概念可以这样来理解。

１．概念记忆：记住概念的文字描述。

２．概念内涵：能直接帮助初中阶段学生理解该概念的内容。

３．概念外延：超出初中阶段学生可以理解，但对教师完成该概念教学有帮助的内容。

以下对十个主题中的重要概念，举实例加以具体说明。

“重要概念”解析１
———“科学探究”重要概念列举

　　１．重要概念

科学探究需要通过观察和实验等多种途径来获得事实和证据。设置对照实验，控制

单一变量，增加重复次数等是提高实验结果可靠性的重要途径。

２．概念内涵

实验是验证假说和解决问题的最终途径，指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研究事物的变化的

一种方法。实验变量，也称自变量，指实验中由操作者所控制的因素或条件。反应变量，

也称因变量，是实验过程中由于实验变量而引起的变化或结果。实验变量和反应变量二

者具有因果关系。在科学探究中，常常要注意以下原则。

（１）对照原则：对照原则是指对照实验有变量且只有一个变量。按对照的内容和形

式上的不同，通常有以下对照类型：

空白对照：指不做任何实验处理的对象组。例如，在“生物组织中可溶性还原糖的鉴

定”的实验中，向甲试管溶液加入试剂，而乙试管溶液不加试剂，一起进行沸水浴，比较它

们的变化。这样，甲为实验组，乙为对照组，且乙为典型的空白对照。

自身对照：指实验与对照在同一对象上进行，即不另设对照组。单组法和轮组法，一

般都包含自身对照。如“植物细胞质壁分离和复原”实验，就是典型的自身对照。自身对

照，方法简便，关键是要看清楚实验处理前后现象变化的差异，实验处理前的对象状况为

对照组，实验处理后的对象变化则为实验组。

条件对照：指虽给对象施以某种实验处理，但这种处理是作为对照意义的，或者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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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处理不是实验假设所给定的实验变量意义的。例如，“动物激素饲喂小动物”实验，采

用等组实验法，其实验设计方案是：甲组饲喂甲状腺激素（实验组）；乙组饲喂甲状腺抑制

剂（条件对照组）；丙组不饲喂药剂（空白对照组）。显然，乙组为条件对照，该实验既设置

了条件对照，又设置了空白对照，通过比较、对照，更能充分说明实验变量———甲状腺激

素能促进蚯蚓的生长发育。

相互对照：指不另设对照组，而是几个实验组相互对比对照，在等组实验法中，大都

是运用对照，如“植物的向性”的等组实验中，５个实验组所采用的都是相互对照，较好的

平衡和抵消了无关变量的影响，使实验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对照实验是科学研究常用的一种实验方法，目的是通过对比实验的结果找到想要研

究的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作用，从而为科学研究提供事实依据和直接证据。

（２）重复原则：实验设计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又一个重要原则是重复原则。由于个体

差异等影响因素的存在，同一种处理对不同的受试对象所产生的效果不尽相同，其具体

指标的取值必然有高低之分，只有在大量重复实验的条件下，该处理的真实效应才会比

较确定地显露出来。一般认为重复５次以上的实验才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３）随机原则：除了对照和重复之外，在实验研究中，还要求各组间除了处理因素外，

其他可能产生混杂效应的非处理因素尽可能保持一致。贯彻随机原则是提高组间均衡

性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资料统计分析时进行统计推断的前提。在实验设计中贯彻随机

原则的重点在于如何保证每个实验对象都有同等的机会被随机分配到对照组和实验组，

以便减少外在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干扰。

３．概念拓展

以“探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影响因素”的探究设计为例，实验内容及要求为“请用

所给器材设计一个探究某个生态因素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的影响的实验”。竞赛为参赛

教师提供了供选器材：广口瓶４个、瓶塞４个、金鱼８～１０条、螺蛳８～１０个、金鱼藻若干、

细沙若干、水、大纸箱１个。

有的教师提出“探究植物的多少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的影响”的问题。她设计的探

究方案为：向４个广口瓶内加入同样数量的金鱼、螺蛳、细沙、水；再将第１个广口瓶不加

金鱼藻就用瓶塞封住瓶口，在第２个、第３个、第４个广口瓶中分别加入１根金鱼藻、２根

金鱼藻、３根金鱼藻后用瓶塞封住瓶口。

那么，这位老师的科学探究设计有什么问题吗？

该教师选择探究的问题没有什么错误，但她设计的探究方案存在明显的错误。错误

主要表现在：

没有正确设置对照实验：不加入金鱼藻的第１个装置没有对照的作用，第２个、第３

个、第４个装置可以相互对照；没有选择好单一变量：由于金鱼藻的多少很难确定，因而

很难成为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单一变量；没有增加重复次数：每种相互对照的装置都只有１

个，没有重复。

正确地选择探究的问题和设计探究方案是完成实验考核的决定因素。

有的教师提出“探究阳光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的影响”的探究问题，这就比较合适。

设计的探究方案：向２个广口瓶内加入同样数量的金鱼、螺蛳、细沙、水以及金鱼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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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第１个广口瓶用瓶塞封住瓶口后放在阳光下，第２个广口瓶用瓶塞封住瓶口后用大

纸箱罩住，隔断阳光照射（如下图所示）。

　　

不透明的纸盒罩住盛有相同数

量小鱼、螺蛳、金鱼藻、细沙和水

的密封的广口瓶上（同左侧１个

广口瓶）。

再例如，有的教师提出“探究阳光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的影响”同样的探究问题。

设计的探究方案：向４个广口瓶内加入同样数量的金鱼、螺蛳、细沙、水以及金鱼藻；

再将第１个和第２个广口瓶用瓶塞封住瓶口后放在阳光下，第３个和第４个广口瓶用瓶

塞封住瓶口后用大纸箱罩住，隔断阳光照射（如下图所示）。

　

　

不透明的纸盒罩在２

个盛有相同数量小

鱼、螺蛳、金鱼藻、细

沙和水的密封的广口

瓶上（同左侧２个广

口瓶）。

很明显，这两位教师提出的问题都符合题目的要求，也都按照科学探究的要求正确

地进行了探究实验的设计。但是相比而言，第２位教师的设计更为科学，原因是她不仅

正确地设计了对照实验，注意了单一变量（阳光）的控制，还设计了重复实验。

“重要概念”解析２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重要概念列举

　　１．重要概念

细胞能进行分裂、分化，以生成更多的不同种类的细胞用于生物体的生长、发育和

生殖。

２．概念内涵

细胞周期　是指连续分裂的细胞从上一次分裂结束到下一次分裂完成所经历的整

个过程。一个细胞周期就是一个细胞的整个生命过程，是一个亲代细胞变成两个子细胞

的过程。细胞周期分为分裂间期和分裂期。由于细胞的生命活动的大部分都是在分裂

间期进行的，因此分裂间期的时间远远长于分裂期的时间，如大鼠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

周期内，间期占１４０００分钟，分裂期仅占其中的７０分钟。在细胞周期的各个阶段都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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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生物化学变化。在分裂间期，细胞内进行ＤＮＡ及相关蛋白质的复制，为细胞的分裂

进行物质准备。在分裂期，细胞通过细胞分裂完成细胞的增殖过程。并不是所有的细胞

都具有细胞周期，只有具有分裂能力的细胞才有，而那些已经高度分化的细胞则不具有

细胞周期，如神经元细胞。细胞周期的时间长短与物种的细胞类型有关。

细胞分裂　一个细胞通过核分裂和胞质分裂产生新细胞。细胞分裂分为无丝分裂、

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

无丝分裂的分裂过程比较简单，不出现染色体、纺锤体等结构的细胞分裂。在无丝

分裂中，细胞核直接一分为二，遗传物质没有平均分配到２个子细胞中。无丝分裂的过

程比较简单，一般是细胞核先延长，从核的中部向内凹进，缢裂成为两个细胞核；接着，整

个细胞从中部缢裂成两部分，形成两个子细胞。某些原生生物以无丝分裂的方式增殖。

在高等生物中，某些高度分化的细胞可以通过无丝分裂形成新细胞，如蛙的红细胞、人的

口腔上皮细胞等。

在细胞有丝分裂过程中，染色质浓缩凝集成染色体，复制的姐妹染色单体在纺锤丝

的牵引下移向两极，从而产生两个染色体数和遗传性相同的子细胞。有丝分裂是真核细

胞分裂和增殖的主要方式。在有丝分裂过程中，染色体复制一次，细胞分裂一次，形成了

２个跟母细胞完全相同的子细胞，从而保证了子代与亲代的遗传稳定性。

染色体是真核细胞细胞核中的遗传物质，由ＤＮＡ和蛋白质构成。在细胞间期以染

色质丝的形态存在，在有丝分裂的前期，染色质丝经过螺旋化、折叠、包装成为染色体，为

显微镜下可见的具有不同形状的小体。染色体与染色质是同一种物质在不同时期的不

同状态。

纺锤体是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过程中由微管和微管蛋白构成的呈纺锤状的结构，与

染色体的排列、移动和移向两极有关。在动物细胞中，是由中心体周围发出星射线形成

纺锤体；在植物细胞中，纺锤体是由细胞两极发出的纺锤丝形成的。

减数分裂是指性细胞分裂时，染色体只复制一次，细胞连续分裂两次，染色体数目减

半的一种特殊分裂方式。所形成的子细胞又称配子。减数分裂不仅是保证物种染色体

数目稳定的机制，同且也是物种适应环境变化不断进化的机制。

细胞分化　同一类型的细胞经细胞分裂后，逐渐在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上形成稳定

性的差异，产生不同细胞类型的过程。细胞分化是稳定的，一般是不可逆的。同时细胞

分化是一种持久性的变化，细胞分化不仅发生在胚胎发育中，在生物生活过程中都进行

着以补充衰老和死亡的细胞。

细胞全能性　是指高度分化的细胞仍然具有发育成完整个体的能力。植物的组织

培养技术利用的就是植物细胞的全能性。

３．概念拓展

有丝分裂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按先后顺序划分为间期、前期、中期、后期和末期五个

时期。有丝分裂间期分为Ｇ１、Ｓ、Ｇ２三个阶段，其中Ｇ１期与Ｇ２期进行ＲＮＡ（即核糖核

酸）的复制与有关蛋白质的合成，Ｓ期进行ＤＮＡ的复制。其中，Ｇ１期主要是染色体蛋白

质和ＤＮＡ解旋酶的合成，Ｇ２期主要是细胞分裂期有关酶与纺锤丝蛋白质的合成。在有

丝分裂间期，染色质没有高度螺旋化形成染色体，而是以染色质的形式进行ＤＮＡ（即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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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核糖核酸）单链复制。有丝分裂间期为分裂期提供物质准备。

细胞的有丝分裂期（Ｍ期）需经前、中、后、末期，是一个连续变化过程，由一个母细胞

分裂成两个子细胞。动物细胞的有丝分裂的分裂期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和末期。

从分裂间期结束开始到细胞核膜解体为止的时间是前期。在有丝分裂前期，细胞核

中的染色质浓缩变粗，变成染色体。此时每条染色体由２条染色单体组成。接着核仁消

失，核膜裂解，染色体散布于细胞质中。在分裂期前完成复制的中心体分别移向细胞两

极，并发出星射线形成纺锤体。

在中期，每条染色体的着丝粒部位与纺锤丝相连，在纺锤丝的牵引下，着丝粒排列在

细胞中央的赤道板上。赤道板其实并不存在，只是人为地将与纺锤体中轴垂直的平面称

为赤道板。中期染色体浓缩变粗，显示出该物种所特有的数目和形态。因此有丝分裂中

期适于做染色体的形态、结构和数目的研究。

在后期，每条染色体中的染色单体从着丝粒的连接处分开，形成两组均等的染色体。

分开的染色体称为子染色体。子染色体在纺锤丝的牵引下移向细胞的两极。这种移动

的速度依细胞种类而异，大体上在０．２～５微米／分之间，平均速度为１微米／分。同一细

胞内的各条染色体都差不多以同样速度同步地移向两极。

末期，染色体逐渐变为染色质，构成一个大的染色质块，在其周围集合核膜成分，融

合而形成子核的核膜，随着子细胞核的重新组成，核内出现核仁。在赤道板处，细胞膜向

内凹陷，细胞质一分为二，最终形成两个完全相同的子细胞。

植物细胞的有丝分裂与动物细胞的有丝分裂有所差异，分裂前期中纺锤体是由细胞

两极发出的纺锤丝形成，在末期是通过在赤道板初形成细胞板，细胞板逐渐扩展到原来

的细胞壁乃把细胞质一分为二。

Ｇ０期的细胞暂时离开细胞周期，停止细胞分裂，去执行一定生物学功能的细胞所处

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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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概念”解析３
———生物与环境重要概念列举

　　１．重要概念

依据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不同作用，一般可分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

２．概念内涵

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植物、动物、真菌、微生物群落与其非生命环境（阳光、水、温度等），

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动态复合体称为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的范围可大可小，相互交错，最大的生态系统是生物圈，最为复杂的生态系

统是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人类主要生活在以城市和农田为主的人工生态系统中。生态系

统是开放系统，生态系统维系自身的稳定需要不断输入能量，否则就有崩溃的危险，许多

物质在生态系统中不断循环，其中碳循环与全球温室效应密切相关，生态系统是生态学

领域的一个主要结构和功能单位。

生态系统示意图

生产者　生产者在生物学分类上主要是各种绿色植物，也包括化能合成细菌与光合

细菌，它们都是自养生物，植物与光合细菌利用太阳能进行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化能合

成细菌利用某些物质氧化还原反应释放的能量合成有机物。例如，硝化细菌通过将氨氧

化为硝酸盐的方式利用化学能合成有机物。生产者在生物群落中起基础性作用，它们将

无机环境中的能量同化，同化量就是输入生态系统的总能量，维系着整个生态系统的稳

定，其中，各种绿色植物还能为各种生物提供栖息、繁殖的场所。

分解者　分解者又称“还原者”，它们是一类异养生物，以各种细菌和真菌为主，也包含

屎壳郎、蚯蚓等腐生动物。分解者可以将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无生命的复杂有机质（尸体、粪

便等）分解成水、二氧化碳、铵盐等可以被生产者重新利用的物质，完成物质的循环。

消费者　消费者指依靠摄取其他生物为生的异养生物，消费者的范围非常广，包括

了几乎所有动物和部分微生物（主要有真细菌），它们通过捕食和寄生关系在生态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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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能量，其中，以生产者为食的消费者被称为初级消费者，以初级消费者为食的被称为

次级消费者，其后还有三级消费者与四级消费者。同一种消费者在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中可能充当多个级别，杂食性动物尤为如此，它们可能既吃植物（充当初级消费者），又吃

各种食草动物（充当次级消费者），有的生物所充当的消费者级别还会随季节而变化。

一个生态系统只需生产者和分解者就可以维持运作，数量众多的消费者在生态系统

中起加快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作用，可以看成是一种催化剂。

３．概念拓展

生态系统的结构特征

空间结构　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可以分为垂直结构和水平结构两方面。由于环境

的分化，对不同环境有不同需要的生物种各自占有一定的空间，具有明显的分层现象，构

成生态系统的垂直结构。生态系统的水平结构也即水平格局。生态系统中生物的种类、

密度等在二维平面中不均匀配置。

时间结构　生态系统随时间的变动结构也发生变化。一般有３个时间度量，一是长

时间度量，以生态系统进化为主要内容；二是中等时间度量，以群落演替为主要内容；三

是短时间度量。

营养结构　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最本质的联系是通过营养来实现的，食物链和食物

网构成了物种间的营养关系。

森林、草原、海洋和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比较

类　　型 森林生态系统 草原生态系统 海洋生态系统 湿地生态系统

分布特点 湿润或较湿润地区
干旱地区，降雨量

很少
整个海洋

沼泽地、泥炭地、河流、

湖泊、红树林、沿海滩涂

及低于６ｍ的浅海水域

物　　种 繁多 较多 繁多 较多

主要动物

营树栖和攀缘生活，

如犀鸟、避役、树蛙、

松鼠、貂等

有挖洞或快速奔

跑特性，两栖类和

水生动物少见

水生动物，从单细胞

的原生动物到个体

最大的鲸

水禽、鱼类，如丹顶鹤、

天鹅及各种淡水鱼类

主要植物 高大乔木 草本 微小浮游植物 芦苇

群落结构 复杂 较复杂 复杂 较复杂

种群和

群落动态
长期相对稳定 常剧烈变化 长期相对稳定 周期性变化

限制因素 一定的生存空间
水，其次为温度和

阳光
阳光、温度、盐度 温度

主要效益

人类资源库；改善生

态环境；生物圈中能

量流动和物质循环

的主体

提供大量的肉、奶

和毛皮；调节气

候，防风固沙

维持生物圈中碳氧

平衡和水循环；调节

全球气候；提供各种

丰富资源

生活和工农业用水的直

接来源；调节水流量和

控制洪水，干旱时可缓

解旱情；消除污染；提供

丰富的生物资源

保护措施
退耕还林，合理采

伐，防虫防火

防止过度放牧，防

虫防鼠

防止过度捕捞及环

境污染

加入“湿地公约”、建立

重要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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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流动

能量流动指生态系统中能量输入、传递、转化和丧失的过程。能量流动是生态系统

的重要功能，在生态系统中，生物与环境、生物与生物间的密切联系，可以通过能量流动

来实现。

生态系统的能量来自太阳能，太阳能以光能的形式被生产者固定下来后，就开始了

在生态系统中的传递，被生产者固定的能量只占太阳能的很小一部分，下表给出太阳能

的主要流向：

项　　目 反射 吸收 水循环 风、潮汐 光合作用

所占比例 ３０％ ４６％ ２３％ ０．２％ ０．８％

　　光合作用仅仅是０．８％的能量也有惊人的数目：３．８×１０２５焦／秒。在生产者将太阳

能固定后，能量就以化学能的形式在生态系统中传递。

能量在生态系统中的传递是不可逆的，而且逐级递减，递减率为１０％～２０％。能量

传递的主要途径是食物链与食物网，这构成了营养关系，传递到每个营养级时，同化能量

的去向为：未利用（用于今后繁殖、生长）、代谢消耗（呼吸作用，排泄）、被下一营养级利用

（最高营养级除外）。

生态金字塔

生态金字塔是以面积表示特定内容，常用的有三种：能量金字塔、生物量金字塔、生

物数量金字塔。

能量金字塔是指将单位时间内各营养级所得能量的数量值用面积表示，由低到高绘

制成图，即为能量金字塔。其特点是能量金字塔永远正立，因为生态系统进行能量传递

是遵守林德曼定律，每个营养级的能量都是上一个营养级能量的１０％～２０％。

生物量金字塔的含义是将每个营养级现存生物的有机物质量用面积表示，由低到高

绘制成图，即为生物量金字。其特点是与能量金字塔基本吻合，因为营养级所获得的能

量与其有机物质的同化量正相关。

生物数量金字塔的含义是将每个营养级现存个体数量用面积表示，由低到高绘制成

图，即为生物数量金字塔。其特点是形状多样，并不总是正立。例如，几百只昆虫和数只

鸟可以同时生活在一棵树上，出现“下小上大”的现象。

物质循环

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推动着各种物质在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间循环。物质包括组

成生物体的基础元素（如碳、氮、硫、磷，以及以ＤＤＴ为代表的，能长时间稳定存在的有毒

物质等）；生态系统是指整个生物圈，其原因是气态循环和水体循环具有全球性。一个例

子是２００８年５月，科学家曾在南极企鹅的皮下脂肪内检测到了脂溶性的农药ＤＤＴ，这些

ＤＤＴ就是通过全球性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从遥远的文明社会进入企鹅体内的。

按循环途径分类可分为气体型循环，即元素以气态的形式在大气中循环，又称“气态

循环”，气态循环把大气和海洋紧密连接起来，具有全球性；水循环即大自然的水通过蒸

发、植物蒸腾、水汽输送、降水、地表径流、下渗、地下径流等环节，在水圈、大气圈、岩石

圈、生物圈中进行连续运动的过程；沉积型循环发生在岩石圈，元素以沉积物的形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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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的风化作用和沉积物本身的分解作用，转变成生态系统可用的物质，沉积循环是缓

慢的、非全球性的、不显著的循环，如以硫、磷、碘为代表的沉积型循环。

信息传递

物理信息指通过物理过程传递的信息，它可以来自无机环境，也可以来自生物群落，

主要有声、光、温度、湿度、磁力、机械振动等。眼、耳、皮肤等器官能接受物理信息并进行

处理。植物开花属于物理信息。

许多化学物质能够参与信息传递，包括生物碱、有机酸及代谢产物等，鼻及其他特殊

器官能够接受化学信息。

行为信息可以在同种和一种生物间传递。行为信息多种多样，例如蜜蜂的“圆圈舞”

以及鸟类的“求偶炫耀”。

生态系统中生物的活动离不开信息的作用，信息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许多植物（莴苣、茄子、烟草等）的种子必须接受某种波长的光

信息才能萌发；蚜虫等昆虫的翅膀只有在特定的光照条件下才能产生；光信息对各种生物

的生物钟构成重大影响；正常的起居、捕食活动离不开光、气味、声音等各种信息的作用。

种群的繁衍。光信息对植物的开花时间有重要影响；性外激素在各种动物繁殖的季

节起重要作用；鸟类进行繁殖活动的时间与日照长短有关。

调节生物的种间关系。在草原上，当草原返青时，“绿色”为食草动物提供了可以采

食的信息；森林中，狼能够依据兔子留下的气味去猎捕后者，兔子也能依据狼的气味或行

为特征躲避猎捕。

“重要概念”解析４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重要概念列举

　　１．重要概念

绿色植物能利用太阳能（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贮存了能量的有机物，同时释

放氧气。

２．概念内涵

绿色植物通过叶绿体，利用吸收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变成贮存能量的有机物质，并

释放氧气的过程，称为光合作用。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有机物质主要是淀粉等糖类，其重要

性主要表现在把无机物变成有机物，蓄积太阳能和保护环境等方面；光合作用对生态系统

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但人们对光合作用的机理及过程的认识，经历了漫长过程。

除了海尔蒙特和普里斯特利的实验外，还有一些科学家开展了对植物光合作用的

研究。

光合作用需要光吗？１７７９年夏天，荷兰的科学家英格豪斯用新鲜水草等植物放在装

满水的大烧杯里，然后给以光照。一段时间以后，水草在光照下产生的小气泡。英格豪

斯同时还做了不给水草照光的对比实验，结果很长时间以后也没有看到小气泡产生出

来。为了让实验的结果更加可靠，英格豪斯并不忙于下最后的结论。他又用了将近３个

月的时间，选择不同的植物反复进行了总计５００多次实验，终于找到了“好空气”与“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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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互变的关键原因是“光”。英格豪斯所得出的结论是：在光照下，植物会把坏空气变成

好空气，没有光的时候则相反。

光合作用产物是什么？１８６４年，德国的萨克斯发现光合作用产生淀粉。他做了一个

实验，即把绿色植物叶片放在暗处几个小时，目的是让叶片中的营养物质消耗掉，然后把

这个叶片一半曝光，一半遮光。过一段时间后，用碘蒸汽处理发现遮光的部分没有发生

颜色的变化，曝光的那一半叶片则呈深蓝色。这一实验成功地证明绿色叶片在光合作用

中产生了淀粉。

光合作用释放的氧是哪里来的？１９３９年，美国科学家鲁宾和卡门采用同位素标记法

研究了“光合作用中释放出的氧到底来自水，还是来自二氧化碳”这个问题，这一实验有

力地证明光合作用释放的氧气来自水。

二氧化碳是怎样被固定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科学家卡尔文用小球藻做实验，即

用１４Ｃ标记的ＣＯ２（其中碳为１４Ｃ）供小球藻（一种单细胞的绿藻）进行光合作用，然后追踪

检测其放射性，最终探明了二氧化碳中的碳在光合作用中转化成有机物中碳的途径，这

一途径被称为“卡尔文循环”。

此外，还有许多科学家在探究光合作用机理的过程中做出努力和贡献。

３．概念拓展

科学家通过反复实验，经过不懈努力，逐渐掌握了光合作用的机理（如图），即光合作

用是光反应和暗反应的综合；整个光合作用大致可分为原初反应、电子传递和光合磷酸

化、碳同化三大步骤，即光能的吸收、传递和转换过程是通过原初反应来完成的，电能转

变为活跃化学能过程是通过电子传递和光合磷酸化完成的，活跃的化学能转变为稳定化

学能过程是通过碳同化完成的。

光合作用示意图

光合作用可以分为光反应和暗反应两个阶段，光反应是光合作用过程中需要光的阶

段。在光反应阶段中，叶绿素分子利用所吸收的光能，首先将水分解成氧和氢，其中的

氧，以分子状态释放出去，氢是活泼的还原剂，能够参与暗反应中的化学反应。在光反应

阶段中，叶绿素分子所吸收的光能还被转变为化学能，并将这些化学能储存在ＡＴＰ中。

光反应的场所是类囊体。概括地说光反应是通过叶绿素等光合色素分子吸收光能，并将

光能转化为化学能，形成ＡＴＰ和ＮＡＤＰＨ的过程。光反应包括光能吸收、电子传递、光

合磷酸化等三个主要步骤。

暗反应又被称为“卡尔文循环”。植物通

过气孔将ＣＯ２ 由外界吸入细胞内，通过自由

扩散进入叶绿体。叶绿体中含有五碳化合

物，起到将ＣＯ２固定成为三碳化合物的作用。

三碳化合物再与ＮＡＤＰＨ、ＡＴＰ提供的能量

以及叶绿体中的酶完成光合作用过程，生成

糖类（ＣＨ２Ｏ）狀和Ｈ２Ｏ并还原出五碳化合物。

被还原出的五碳化合物继续参与暗反应。暗

反应过程不需要光。不同的植物，暗反应的

过程不一样，而且叶片的解剖结构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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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植物对环境的适应的结果。暗反应可分为Ｃ３植物或Ｃ４植物等不同类型。

在掌握光合作用的机理的基础上，并把这个原理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农业生产中主

要通过延长光照时间、增加光照面积和增强光合作用效率等途径提高光能利用率。

增加光照面积　光是光合作用的能量来源，是决定光合产量高低的主要因素。在农

业生产中常采用套种和合理密植等方法，以及增大温室采光面的透光率，改善光照条件，

充分利用光能。

延长光照时间　冬季日照时间短，在农业产生中常在塑料大棚中装有电灯等照明设

备，在光照时间不足的情况下，打开这些照明设备，增加光照、提高光合产量。

维持作物生长发育所需要的最适宜温度　植物的光合强度与温度关系密切，每种植

物只有在适宜的温度条件下才能进行光合作用。通常情况下，绝大多数蔬菜作物能够进

行光合作用的最低温度是在０～２℃，适宜温度范围为１０～３５℃，最适宜温度为２５～３０℃，

高于３５℃光合作用明显下降，４０～４５℃时光合作用停止。因此，栽培蔬菜时，为提高其

光合效率，减少呼吸消耗，应把室内温度调整到最适宜或基本适宜的温度范围内。

此外还可以通过增施二氧化碳气体肥料提高光合效能，科学合理地供水施肥，调整

群体结构，尽量增大和维持大而有效的光合面积等方法来提高光合作用效率。

“重要概念”解析５
———“生物圈中的人”重要概念列举

　　１．重要概念

血液循环系统包括心脏、动脉、静脉、毛细血管和血液，其功能是运输氧气、二氧化

碳、营养物质、废物和激素等物质。

２．概念内涵

心脏主要由心肌构成，既是连接动脉、静脉的枢纽，也是心血管系统的“动力泵”，还

具有内分泌的功能（可分泌血管紧张素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

动脉的分布与人体的结构相适应。例如，人体左右对称，动脉分支亦有对称性；动脉

常有静脉、神经伴行，构成血管神经束；动脉多居于身体曲侧、深部或安全隐蔽部位，不宜

受到损伤。

冠状动脉　心脏本身的血液供应来自左、右冠状动脉。心脏虽然仅占体重的０．５％，

但总的冠状循环血流量占心输出量的４％～５％。人的左心室壁厚，工作量大，所需要的

氧气和营养物质多，为适应功能需要，左冠状动脉的管径大、分支多、总容积大，是心肌供

血的主要动脉。

静脉　静脉是运输血液回心的血管，起于毛细血管，止于心房。静脉有静脉瓣，有防

止血液逆流和保证血液向心流动的作用，影响静脉血回流的因素包括：血流流向、心收缩

力、胸膜腔负压、脏器运动、动脉搏动等。

毛细血管　连接动静脉，毛细血管彼此之间吻合成网，除软骨、角膜、晶状体、毛发、

牙釉质和被覆上皮外，遍布全身各处。毛细血管数量多，管壁薄、通透性大，管内血流缓

慢，是血液和组织液进行物质交换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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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　血液中血红蛋白的主要功能是运输氧气和二氧化碳。白细胞参与机体免疫

反应，主要在抵御病毒、细菌等微生物病原体以及毒素和肿瘤细胞等作用中发挥重要作

用。血小板是骨髓巨核细胞裂解后产生的细胞碎片，形状不规则，不含细胞核，含有多种

与血凝有关的因子。血浆除了９０％的水外，还含有蛋白质、脂质、糖类、氨基酸、维生素、

无机盐、气体、激素、各种细胞代谢产物（包括代谢废物如尿酸、尿素等）和离子等１００多

种物质，这些物质在维持血浆ｐＨ和渗透压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３．概念拓展

血液循环最根本的功能是进行血液和组织之间的物质交换，而这一功能是在血液流

过微循环部分时实现的。微循环是指微动脉和微静脉之间的血液循环。

典型的微循环由微动脉、后微动脉、毛细血管前括约肌、真毛细血管、通血毛细血管

（或称直捷通路）、动—静脉吻合支和微静脉等部分组成。

微循环示意图

微动脉管壁有环行的平滑肌，其收缩和舒张可控制微血管的血流量。微动脉分支成

为管径更细的后微动脉。每根后微动脉向一根至数根真毛细血管供血。真毛细血管通

常从后微动脉以直角方向分出。在真毛细血管起始后端通常有１～２个平滑肌细胞，形

成一个环，即毛细血管前括约肌。该括约肌的收缩状态决定进入真毛细血管的血流量。

毛细血管的血液经微静脉进入静脉。最细的微静脉管径不超过２０～３０μｍ，管壁没

有平滑肌，在功能上有交换血管的作用。较大的微静脉管壁有平滑肌，在功能上是毛细

血管后阻力血管。微静脉的舒缩状态可影响毛细血管血压，从而影响毛细血管处的液体

交换和静脉回心血量。

微动脉和微静脉之间通过直捷通路和动—静脉短路发生沟通。直捷通路经常处于

开放状态，血流速度较快，其主要功能并不是物质交换，而是使一部分血液能迅速通过微

循环而进入静脉。动—静脉短路是吻合微动脉和微静脉的通道，在人体某些部分的皮肤

和皮下组织，特别是手指、足趾、耳廓等处分布较多，其功能也不是进行物质交换，而是在

体温调节中发挥作用的。当环境温度升高时，动—静脉吻合支开放增多，皮肤血流量增

加，皮肤温度升高，有利于发散热量。环境温度低时，则动—静脉短路关闭，皮肤血流量

减少，有利于保持体温的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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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对微循环的结构和功能的探讨可知，血浆和组织液中的物质交换是通过毛

细血管壁细胞进行的。影响物质交换的因素有多种，如血流量、毛细血管内皮的通透性

以及血浆和组织液中的各种物质因素等。血液沿心血管系统流经机体的每个部分，通过

毛细血管完成与细胞间的物质交换，除了运输物质的功能外，血液还具有防御功能、止血

功能和维持机体内环境稳态的功能等。

“重要概念”解析６
———“动物的运动和行为”重要概念列举

　　１．重要概念

动物因逃避敌害、争夺食物和栖息地、繁殖所进行的运动，是在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的

调节下，由骨骼和肌肉共同完成的。

２．概念内涵

神经和内分泌调节都是机体调节生命活动的重要方式。神经调节和内分泌调节的

结构基础和作用方式虽然不一样，但二者是相互协调地发挥作用的。神经调节和内分泌

调节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不少内分泌腺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中枢

神经系统的调节，在这种情况下，内分泌调节可以看作神经调节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

内分泌腺所分泌的激素也可以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和功能，如幼年时甲状腺激素缺乏

（如缺碘），就会影响脑的发育；成年时，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会使神经系统的兴奋性降

低。总之，动物体的各项生命活动常常同时受神经和内分泌调节。正是由于这两种调节

方式的协调，各器官、系统的活动才能协调一致，细胞的各项生命活动才能正常进行。

任何一种动物的行为，都不是某个器官、系统单独活动的结果，它涉及许多器官、系

统的参与，尤其是要在神经系统和激素的统一调节之下完成的。没有神经系统和激素的

调节，任何行为都不会发生。

神经活动的基本方式是反射，反射的结构基础为反射弧，包括感受器、传入神经、神

经中枢、传出神经和效应器五个基本环节。感受器是接受刺激的器官，效应器是产生反

应的器官；中枢在脑和脊髓中，传入和传出神经是将中枢与感受器和效应器联系起来的

通路。例如当血液中氧分压下降时，颈动脉等化学感受器发生兴奋，通过传入神经将信

息传至呼吸中枢导致中枢兴奋，再通过传出神经使呼吸肌运动加强，吸入更多的氧使血

液中氧分压回升，维持内环境的稳态。反射调节是机体重要的调节机制，神经系统功能

不健全时，调节将发生混乱。

在人体内，由内分泌腺所分泌的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的物质，叫做激素。激素在血液

中的含量极其微小，通常每百毫升血中只有几微克，但它们所产生的调节作用却非常显

著。内分泌腺分泌的激素直接进入血液、随着血液循环到达身体各个部分，在一定的器

官或组织中发生作用，从而协调动物机体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生殖及其他生理机能，使

这些机能得到兴奋或抑制，使它们的活动加快或减慢。这种调节叫激素调节。

每种动物行为的产生，都是动物体的神经系统、感觉器官、运动器官和激素协调作用

的结果。一般的行为需要有感受和应答的能力才能完成。单细胞的原生动物和无神经

系统的海绵动物也有感受和应答的能力，它们也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原生动物的行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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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一般认为只有趋性，它们能感受到环境中的刺激并靠近或远离之。腔肠动物有神

经网，扁形动物以上的无脊椎动物已有神经节和感受器，脊椎动物更有中枢神经系统、周

围神经系统等之分，感受器官也高度发达。无脊椎动物已有内分泌，而脊椎动物内分泌

系统越来越复杂。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便是行为的生理学基础。动物的行为需要内

外两方面的刺激：例如进食行为的内刺激为饥饿感，外刺激是通过视觉和嗅觉发现外界

的食物。内在状态（饱或饥）也常称为动机。感受器接受信息，将它转变为神经冲动，经

感觉神经传入中枢神经系统，在此解码，并作出决策。运动神经又将决策送到肌肉或腺

体等效应器，于是出现应答。

三刺鱼的实验示意图

经典的“三刺鱼的实验”，可以说明以上

道理。三刺鱼的眼睛感受到红色的刺激，通

过神经系统做出攻击红色目标的决定，再通

过运动器官作出攻击的行为（三刺鱼模拟实

验：１．形态像三刺鱼的模型，不能引起雄鱼

的战斗。２～５．形态完全不像三刺鱼，但腹

面是红色的模型，都能引起雄鱼的战斗）。

雄三刺鱼的攻击行为主要受睾丸分泌的雄

性激素的调节作用引起的。

另外，母鸡和云雀的育雏行为也可以说明，动物行为的产生与动物体内的激素有直

接关系，母鸡和云雀的育雏行为主要是受卵巢分泌的雌性激素的调节作用引起的。总的

说来，动物行为的产生主要受神经系统的支配，同时也受身体内部产生的激素的调节和

控制，两个方面互相协调、互相影响，缺一不可。

３．概念拓展

雌狮追捕斑马，这是动物的捕食行为；亲鸟给雏鸟喂食，这是动物的繁殖行为；两只

公羚羊在繁殖季节的争斗，这是动物的攻击行为。无论哪一种行为，一般都是一个运动、

变化的动态过程，并且包括动物身体内部的生理活动变化。狮子不运动、没有不断变化

的动态过程就捕不到斑马；亲鸟没有一系列动作，雏鸟就得不到食物；公羚羊静静地待在

一个地方也不可能发生争斗。这类运动不仅是躯干和肢体的动作，也包括身体内部的生

理活动，如胃肠的蠕动、心脏的收缩、肺的运动、腺体的分泌等。

动物的激素调节和神经调节比较

项　目 激　素　调　节 神经调节

传递物质 激素 神经冲动（生物电）

调节方式 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特定的组织器官 反　射

传递途径 体液 反射弧

作用对象 特定细胞（靶细胞）的受体蛋白 效应器（如肌肉）

作用时效 缓慢而持久 一般较迅速

关　系

１．神经调节对激素调节起主导控制作用，如交感神经活动的加强会促进肾上腺素的
分泌。

２．激素调节对神经调节也有一定的影响，如甲状腺素分泌不足会降低中枢神经系统的
兴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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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行为的产生还受到环境的影响，与环境的联系紧密，如鸟类的繁殖行为的发生

受到季节、森林的具体环境的优劣、食物多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条件不适宜时，鸟类

很可能不发生繁殖行为。动物的各种行为都是有利于个体生存和种族的延续的，即使有

些行为对某一个体不利，但对种族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例如，攻击行为对一方不利，

但可保证强者，适应环境者生存下去，使种族一代比一代更强，更能适应环境。

简单来说，激素调节和神经调节过程如下：

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

　调控
→
　
运动器官

　产生
→
　
运动行为

激素调节与动物的性行为和对幼仔的照顾行为如下：

下丘脑是内分泌活动的调节中枢，它通过对垂体分泌活动的调节，来控制其他内分

泌腺的激素分泌。

“重要概念”解析７
———“生物的生殖、发育与遗传”重要概念列举

　　１．重要概念

遗传性状是由基因控制的，基因携带的遗传信息是可以改变的。

２．概念内涵

基因和遗传性状

可以遗传的生物体的形态特征、生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等统称为遗传性状。任何生物

都有许许多多遗传性状。有的是形态结构特征（如豌豆种子的颜色，形状），有的是生理

特征（如人的ＡＢＯ血型，植物的抗病性，耐寒性），有的是行为方式（如狗的攻击性，服从

性）等等。在孟德尔以后的遗传学中把作为表现型的显示的各种遗传性质称为遗传性

状。在诸多性状中只着眼于一个性状，即单位性状进行遗传学分析已成为一种遗传学研

究中的常规手段。

相对性状：为了描述方便，遗传学家把同种生物同一性状的不同表现形式称为相对

性状。不同个体在单位性状上常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例如，豌豆花色有红色和白色，种

子形状有圆和皱、小麦的抗锈病与易染锈病、大麦的耐旱性与非耐旱性、人的眼睛不同颜

色和不同肤色等。

数量性状：是指在一个群体内的各个体间表现为连续变异的性状，如动植物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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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长度等。数量性状较易受环境的影响，在一个群体内各个个体的差异一般呈连续的正

态分布，难以在个体间明确地分组。数量性状包括两大类：一是表现连续变异的性状，如

牛的泌乳量、农作物的产量、棉花纤维、羊毛的长度等等；二是表现型呈非连续变异，而遗

传物质的数量呈潜在的连续变异的性状，即只有超越某一遗传阈值时才出现的性状，如动、

植物甚至包括人类的抗病力、死亡率以及单胎动物的产仔数等性状称为阈性状，无论是牛

的泌乳量还是单胎动物的产仔数，无论是玉米的果穗长度还是动、植物的抗病力，它们大多

数对人类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因而直接关系到人类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生活质量。

质量性状：是指属性性状，即能观察而不能测量的性状，是指同一种性状的不同表现

型之间不存在连续性的数量变化，而呈现质的中断性变化的那些性状。它由少数起决定

作用的遗传基因所支配，在表面上这类性状显示的差别，如角的有无、毛色、血型、遗传缺

陷、花药、子粒、颖壳等器官的颜色、芒的有无、绒毛的有无等称为质量性状。质量性状较

稳定，不易受环境条件上的影响，它们在群体内的分布是不连续的，杂交后代的个体可明

确分组。质量性状的遗传可以较容易地由分离定律来分析。

复等位基因：基因如果存在多种等位基因的形式，这种现象就称为复等位基因。即

等位基因可能出现在染色体某特定座位上的两个或多个基因中的一个。若一个座位上

的基因以两个以上的状态存在，便称为复等位基因。任何一个二倍体个体只存在复等位

基中的二个不同的等位基因。比如决定人类ＡＢＯ血型系统四种血型的基因ＩＡ、ＩＢ、ｉ，每

个人只能有这三个等位基因中的任意两个。在完全显性中，显性基因中纯合子和杂合子

的表现型相同。在不完全显性中杂合子的表现型是显性和隐性两种纯合子的中间状态。

这是由于杂合子中的一对等位基因都得到表达所致。

性别决定

受精卵的染色体组成是性别决定的物质基础，环境因子也是影响性别决定的因素。

ＸＹ型性别决定：特点是雌性动物体内有两条同型的性染色体ＸＸ，雄性个体内有两

条异型的性染色体ＸＹ，如哺乳动物、果蝇等。在１９９０年，一个英国研究小组发现Ｙ染色

体上的ＳＲＹ基因在男性睾丸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失去这个基因，个体将发育出卵巢

而不是睾丸。

ＺＷ型性别决定：特点是雌性动物体内有两条异型的性染色体ＺＷ，雄性个体内有两

条同型的性染色体ＺＺ，如蝴蝶、鱼和鸟类等。性别由卵子中所带有的性染色体是Ｚ还是

Ｗ决定。

ＸＯ型性别决定方式：Ｏ代表缺少一条性染色体，雌性具有两条Ｘ染色体（ＸＸ），而雄

性只有一条Ｘ染色体，其基因型为ＸＯ，雄性产生两种配子：具有一条Ｘ染色体，或者没

有性染色体，精子在受精过程中决定子代的性别。

ＺＯ型性别决定方式：雄性有两条Ｚ染色体（ＺＺ），而雌性只有一条Ｚ染色体（ＺＯ）。

伴性遗传

伴Ｘ染色体隐性遗传：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交叉遗传。即男性（色盲）→女性（色盲

基因携带者，男性的女儿）→男性（色盲，男性的外孙，女性的儿子）；一般为隔代遗传。即

第一代和第三代有病，第二代一般为色盲基因携带者。原因是：男性只有一条Ｘ染色体，

只要Ｘ染色体上有隐性致病基因，就表现为患者；而女性有两条Ｘ染色体，必须两条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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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都有致病基因，才表现为患者。

伴Ｘ染色体显性遗传：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原因是：男性只有一条Ｘ染色体，只有

Ｘ染色体上带有显性致病基因，才表现为患者；而女性有两条Ｘ染色体，无论两条染色体

带有一个或两个致病基因，都表现为患者。例如，抗维生素Ｄ佝偻病基因位于Ｘ染色体

上，为显性基因。因此，抗维生素Ｄ佝偻病则表现为女性多于男性。

伴Ｙ染色体遗传：Ｙ染色体上也带有基因，但是，目前已定位的基因很少。在Ｙ染

色体上只定位了ＨＹ抗原基因，人的ＴＤＦ以及外耳道多毛等少数几个基因。在鱼类的

Ｙ染色体上具有较多的基因，如决定鱼的背鳍色素斑的基因。Ｙ染色体上基因遗传的特

点是全雄性遗传，因而Ｙ染色体上的基因也叫全雄性基因。

３．概念拓展

常染色体遗传病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由位于常染色体上的两个等位基因控制。如家族性多发性结

肠息肉、多指、并指等。其遗传特点是：遗传与性别无关，男女发病机会均等；患者双亲往

往有一方为患者。若双亲无病，子女不发病；患者常为杂合型，若与正常人婚配，其子女

患病概率为５０％；常见连续几代遗传。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致病基因为位于常染色体上的隐性基因，当隐性基因纯合时

才能发病。即隐性遗传病患者。已确定这类疾病约１２００多种，如先天性聋哑、白化病、

苯丙酮尿症。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的谱系特点：男女发病机会均等，发病与性别无关；双

亲为无病携带者，子女发病概率为２５％；常为隔代遗传；近亲婚配时，子女中隐性遗传病

患病率大为增高。

性染色体遗传病

Ｘ连锁显性遗传病：病种较少，有抗维生素Ｄ性佝偻病等。这类病女性发病率高，这

是由于女性有两条Ｘ染色体，获得这一显性致病基因的概率高。但病情较男性轻。男性

患者病情重，他的女儿都将患病。

Ｘ连锁隐性遗传病：致病基因为隐性位于Ｘ染色体上。致病基因一般是父传女，母

传子，即所谓交叉遗传，患者可隔代出现，人群中男性患者远较女性患者为多。

Ｙ连锁遗传病：其特点是男性传递给儿子，女性不发病。因Ｙ染色体上主要有男性

决定因子方面的基因，其他基因很少，故Ｙ连锁遗传病极少见。目前已知的有Ｈ—Ｙ抗

原基因、外耳道多毛基因和睾丸决定因子基因等。

多基因遗传病

多基因遗传病是指由多对基因控制的人类遗传病。人类的一些遗传性状或遗传病

不是决定于一对主基因，而是由多对基因协同决定，这些基因对表型的影响较小，称为微

效基因。多对微效基因累加起来可以形成明显的表型效应，称为加性效应，这些基因因

此也称为加性基因。多基因性状或遗传病的形成除受微效基因影响外，还受环境因素的

影响。多基因遗传病有如下特点：有家族聚集倾向（患者亲属的发病率高于群体发病率，

但无明显的遗传方式，在系谱分析中不符合任何一种单基因遗传方式）；近亲婚配时，子

女患病风险增高，但不如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显著，这可能与多因子的加性效应有关；随着

亲属级别的降低，患者亲属的发病风险迅速降低；发病率有种族（或民族）差异，这表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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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种族（或民族）的基因库是不同的。高血压病、糖尿病、冠状动脉病、精神分裂症、哮喘

以及某些先天畸形（唇裂、腭裂、脊柱裂等）均属于多基因遗传病。

染色体异常遗传病

常染色体异常综合征：例如，２１三体综合征（又称为先天愚型）：１９５９年，法国细胞遗

传学家Ｌｅｊｅｕｎｅ证实此病的病因是多了一个小的Ｇ组染色体（后来确定为２１号），故此

病又称为２１三体综合征。其他染色体三体综合征比较重要的有８号、２２号三体综合征

等。都伴有明显的发育畸形和智力低下等症状。

性染色体数目异常综合征：例如，先天性睾丸发育不全或原发小睾丸症。患者性染

色体为ＸＸＹ，即比正常男性多了一条Ｘ染色体，因此又称为ＸＸＹ综合征。绝大多数患

者的核型为４７，ＸＸＹ。

“重要概念”解析８
———“生物的多样性”重要概念列举

　　１．重要概念

不同类群的生物各有其特征，在生物圈中具有不同的作用，保护生物的多样性极为

重要。

２．概念内涵

生物的分类阶元

生物的分类系统是阶元系统，通常包括七个主要级别：种、属、科、目、纲、门、界。种

（物种）是基本单元，近缘的种归合为属，近缘的属归合为科，科隶于目，目隶于纲，纲隶于

门，门隶于界。

随着研究的进展，分类层次不断增加，单元上下可以附加次生单元，如总纲（超纲）、

亚纲、次纲、总目（超目）、亚目、次目、总科（超科）、亚科等等。此外，还可增设新的单元，

如股、群、族、组等等，其中最常设的是族，介于亚科和属之间。

生物的五界分类系统

生物分类是研究生物的一种基本方法。生物分类主要是根据生物的相似程度（包括

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等），把生物划分为种和属等不同的等级，并对每一类群的形态结构

和生理功能等特征进行科学的描述，以弄清不同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和进化关系。分类

的依据是生物在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等方面的特征。分类的基本单位是种。分类等级

越高，所包含的生物共同点越多；分类等级越低，所包含的生物共同点越少。了解生物的

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都需要对生物进行分类。目前科学界比较倾向于“五界分类

系统”，五界生物之间的关系可用生物的进化树表示。

原核生物界　原核生物是一种无细胞核的单细胞生物，它们的细胞内没有任何带膜

的细胞器。原核生物包括细菌和以前称作“蓝绿藻”的蓝细菌，是现存生物中最简单的一

群，以分裂生殖繁殖后代。原核生物曾是地球上唯一的生命形式，它们独占地球长达２０

亿年以上。如今它们还是很兴盛，而且在营养盐的循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原核生物界

至少包括４０００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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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生物界　真核原生生物界的生物都是有细胞核的，且几乎是单细胞生物。某些

真核原生生物像植物（如矽藻），某些像动物（如变形虫、纤毛虫），某些既像植物又像动物

（如眼虫）。

真菌界　本界成员均属真核生物，它是真菌的最高分类阶元。

植物界　能够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其所需要的食物的生物的总称。

动物界　该界成员均属真核生物，包括一般能自由运动、以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为

食的所有生物。动物界作为动物分类中最高级的阶元，已发现的共３５门、７０余纲、约

３５０目、１５０多万种。

“五界系统”生物的进化树示意图

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时间，生物分类学家已分类定名了１７０多万物种（见下表）。其中

动物１３４２１２５种，占７７．０４％；植物４０００００种，占２２．９６％；总数１７０万种。

生物多样性在地球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这主要是因为水热条件分布的差异和不同

物种对生境适应范围大小所致。热带雨林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仅占陆地面积７％

的热带雨林，容纳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物种。

类　别 确定种数 ％ 估计种数 ％

哺乳类 　 ４１７０ 　０．２４ 　 ４３００ 　０．０９

鸟　类 ８７１５ ０．５０ ９０００ ０．２０

爬行类 ５１１５ ０．２９ ６０００ ０．１３

两栖类 ３１２５ ０．１８ ３５００ ０．０８

鱼　类 ２１０００ １．２１ ２３０００ ０．５１

无脊椎动物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７４．６２ ４００４０００ ８８．３９

维管植物 ２５００００ １４．３５ ２８００００ ６．１８

非维管植物 １５００００ ８．０１ ２０００００ ４．４２

合　计 １７４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５２９８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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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

和，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次。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包括：就地保护即大多是建自然保护区，例如，卧龙大熊猫自

然保护区等；迁地保护即大多转移到动物园或植物园，例如，水杉种子带到南京的中山陵

植物园种植等；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研究，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和政策；开

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其中最重要的是就地保护，可以免去人力、物力

和财力，对人和自然都有好处。就地保护利用原生态的环境使被保护的生物能够更好地

生存，不用再花时间去适应环境，能够保证动物和植物原有的特性。

我国拯救濒危野生动物工程也初见成效，全国已建立许多野生动物繁育中心，专项

实施大熊猫、朱!等七大物种拯救工程。据一些专家报告，被视为中国“国宝”、也被称为
动物“活化石”的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保持在１０００只以上，生存环境继续得到良好改善；

朱!种群数量由７只增加到２５０只左右，濒危状况得以进一步缓解；扬子鳄的人工饲养
数量已达万条以上；海南坡鹿由２６只增加到７００多只；遗鸥种群数量由２０００只增加到１

万多只；难得一见的老虎也不时在东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现身；对白鳍豚人工繁殖的研究

正在加速进行。由于坚持不懈地打击盗猎，加上国际社会多个动物保护组织的配合，曾

遭受疯狂非法屠杀致使其数量急剧下降的藏羚羊得以休养生息，目前数量稳定在７万只

左右。

３．概念拓展

生物分类法

现代生物分类法源于林奈的系统，他根据物种共有的生理特征分类。林奈建立了用

于命名所有物种的学名的方法，并沿用至今。在林奈之前，命名一个物种需要很长的包

括许多单词的名称，其中包括了对物种的描述，并且这些名称不固定。林奈将物种名称

统一成两个单词的拉丁文名称，即学名，由此分开了命名法和分类法。这种生物命名的

方法称作双名法，具体命名办法和书写规则见下图。

例如，现代智人的学名为犎狅犿狅狊犪狆犻犲狀狊ｓｕｂｓｐ．狊犪狆犻犲狀狊，或者也可以直接省掉亚种简

写成犎狅犿狅狊犪狆犻犲狀狊狊犪狆犻犲狀狊。

近年来，分子系统学应用了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基因组ＤＮＡ，正在改变着原有的分

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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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

础。为了保护全球的生物多样性，１９９２年在巴西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大会上，１５３个国家签署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１９９４年１２月，联合国大会

通过决议，将每年的１２月２９日定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以提高人们对保护生物多样

性重要性的认识。２００１年将每年１２月２９日改为５月２２日。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

的物质基础。它提供人类所有的食物和木材、纤维、油料、橡胶等重要的工业原料。中医

药绝大部分来自生物，截至目前，直接和间接用于医药的生物已超过３万种。可以说，保

护生物多样性就等于保护了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石，保护了人类文化多样性基础，

就是保护人类自身。

２００１年为“生物多样性与外来入侵物种管理”；２００２年为“林业生物多样性”；２００３年

为“生物多样性和减贫—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２００４年为“生物多样性：全人类食物、水

和健康的保障”；２００５年为“生物多样性———变化世界的生命保障”；２００６年，联合国将其

确定为“国际沙漠和荒漠化年”；２００７年为“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２００８年为“生物多

样性与农业”；２００９年为“外来入侵物种”；２０１０年主题为“生物多样性就是生命，生物多

样性也是我们的生命”；２０１１年主题为“森林生物多样性”。

“重要概念”解析９
———“生物技术”重要概念列举

　　１．重要概念

现代生物技术（克隆、转基因技术等）已被用于生产实践，并对个人、社会和环境具有

影响。

２．概念内涵

现代生物技术和古代利用微生物的酿造技术和近代的发酵技术有发展中的联系，但

又有质的区别。古老的酿造技术和近代的发酵技术只是利用现有的生物或生物机能为

人类服务，而现代的生物技术则是按照人们的意愿和需要创造全新的生物类型和生物机

能，或者改造现有的生物类型和生物机能，包括改造人类自身，从而造福于人类。现代生

物技术是人类在建立实用生物技术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从等待大自然的恩赐转

向主动向大自然索取的质的飞跃。

现代生物技术是一个复杂的技术群。基因工程仅是现代生物技术中具有代表性的

一种，它的特征是在分子水平上创造或改造生物类型和生物机能。此外，在染色体、细

胞、组织、器官乃至生物个体水平上也可进行创造或改造生物类型和生物机能的工程，例

如染色体工程、细胞工程、组织培养和器官培养、数量遗传工程等，这些也属于现代生物

技术的范畴。

克隆技术　克隆通常是一种人工诱导的无性生殖方式或者自然的无性生殖方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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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一个克隆就是一个多细胞生物在遗传上与另外一个生物完全一样。克隆可以是

自然克隆，例如由无性生殖或是由于偶然的原因产生两个遗传上完全一样的个体（就像

同卵双生一样）。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克隆是指通过有意识的设计来产生的完全一样的

复制。克隆技术是由同一个祖先细胞分裂繁殖而形成的纯细胞系，该细胞系中每个细胞

的基因彼此相同。

在生物学上，克隆通常用在两个方面：克隆一个基因或是克隆一个物种。克隆一个

基因是指从一个个体中获取一段基因（例如通过ＰＣＲ的方法），然后将其插入。另外在

动物界也有无性繁殖，不过多见于非脊椎动物，如原生动物的分裂繁殖、尾索类动物的出

芽生殖等。但对于高级动物，在自然条件下，一般只能进行有性繁殖，所以要使其进行无

性繁殖，科学家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程序。在本世纪５０年代，科学家成功地无性

繁殖出一种两栖动物—非洲爪蟾，揭开了细胞生物学的新篇章。

英国和我国等国在８０年代后期先后利用胚胎细胞作为供体，“克隆”出了哺乳动物。

到９０年代中期，我国已用此种方法“克隆”了老鼠、兔子、山羊、牛、猪５种哺乳动物。

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技术是指运用科学手段从某种生物中提取所需要的基因，将其

转入另一种生物中，使与另一种生物的基因进行重组，从而产生特定的具有变异遗传性

状的物质。利用转基因技术可以改变动植物性状，培育新品种。也可以利用其他生物体

培育出期望的生物制品，用于医药、食品等方面。常用的方法包括显微注射、基因枪、电

破法、脂质体等。通过这类转基因技术制造出的转基因食品，因其安全性未确定，尚有争

议。例如，通过注入转Ｂｔ基因，使农作物具有抗病虫害的特性等。

常用的植物转基因方法有农杆菌介导转化法（借助农杆菌的感染实现外源基因向植

物细胞的转移与整合）、花粉管通道法（利用植物在开花、受精过程中形成的花粉管通道，

将外源ＤＮＡ导入受精卵细胞）等。

常用的动物转基因技术有核显微注射法（在显微镜下将外源基因注射到受精卵细胞

的原核内）、精子介导的基因转移（用携带有外源基因的精子给发情母畜授精）、体细胞核

移植法（先在体外培养的体细胞中进行基因导入，将带转基因体细胞核移植到去掉细胞

核的卵细胞中）等。

３．概念拓展

转基因动物就是基因组中含有外源基因的动物。它是按照预先的设计，通过细胞融

合、细胞重组、遗传物质转移、染色体工程和基因工程技术将外源基因导入精子、卵细胞

或受精卵，再以生殖工程技术，有可能育成转基因动物。通过生长素基因、多产基因、促

卵素基因、高泌乳量基因、瘦肉型基因、角蛋白基因、抗寄生虫基因、抗病毒基因等基因转

移，可能育成生长周期短，产仔、生蛋多和泌乳量高，转基因超级鼠比普通老鼠大约一倍。

生产的肉类、皮毛品质与加工性能好，并具有抗病性，已在牛、羊、猪、鸡、鱼等家养动物中

取得一定成果。

显微注射法生产转基因动物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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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注射法生产转基因动物的基本流程

“重要概念”解析１０
———“健康地生活”重要概念列举

　　１．重要概念

按照是否有传染性，可将疾病分为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

２．概念内涵

传染病的基本特征

有病原体：每种传染病都有其特异的病原体，包括病毒、立克茨体、细菌、真菌、螺旋

体、原虫等。

有传染性：病原体从宿主排出体外，通过一定方式，到达新的易感染者体内，呈现出

一定传染性，其传染强度与病原体种类、数量、毒力、易感者的免疫状态等有关。

有流行性、地方性、季节性：

流行性　按传染病流行病过程的强度和广度分为散发、流行、大流行和暴发四类。

散发是指传染病在人群中散在发生；流行是指某一地区或某一单位、在某一时期内、某种

传染病的发病率超过了历年同期的发病水平；大流行是指某种传染病在一个短时期内迅

速传播、蔓延，超过了一般的流行强度；暴发是指某一局部地区或单位，在短期内突然出

现众多的同一种疾病的病人。

地方性　是指某些传染病或寄生虫病，其中间宿主，受地理条件，气温条件变化的影

响，常局限于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发生。如虫媒传染病，自然疫源性疾病。

季节性　是指传染病的发病率，在年度内有季节性升高，与温度、湿度的改变有关。

有免疫性：传染病痊愈后，人体对同一种传染病病原体产生不感受性，称为免疫。不

同的传染病、病后免状态有所不同，有的传染病患病一次后可终身免疫，有的还可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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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的传播途径

由于生物性的致病原于人体外可存活的时间不一，存在人体内的位置、活动方式都

有不同，都影响了一个感染症如何传染的过程。为了生存和繁衍，这类病原性的微生物

必须具备可传染的性质，每一种传染性的病原通常都有特定的传播方式，例如通过呼吸

的路径，某些细菌或病毒可以引起宿主呼吸道表面黏膜层的形态变化，刺激神经反射而

引起咳嗽或喷嚏等症状，藉此重回空气等待下一个宿主，但也有部分微生物则是引起消

化系统异常，像是腹泻或呕吐，并随着排出物散布在各处。通过这些方式，复制的病原随

患者的活动范围可大量散播。

空气传染　有些病原体能够长时间浮游于空气中，做长距离的移动，主要藉由呼吸

系统感染，有时亦与飞沫传染混称。

飞沫传染　飞沫传染是许多感染原的主要传播途径，藉由患者咳嗽、打喷嚏、说话

时，喷出温暖而潮湿之液滴，病原附着其上，随空气扰动飘散短时间、短距离地在风中漂

浮，由下一位宿主因呼吸、张口或偶然碰触到眼睛表面时黏附，造成新的宿主受到感染。

例如，细菌性脑膜炎、水痘、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腮腺炎、结核、麻疹、德国麻疹、百日咳

等等。由于飞沫质、量均小，难以承载较重之病原，因此寄生虫感染几乎不由此途径传染

其他个体。

粪口传染　未处理之废水或受病原体沾染物，直接排放于环境中，可能污损饮水、食

物或碰触口、鼻黏膜之器具，以及如厕后清洁不完全，藉由饮食过程可导致食入者感染。

主要病原体可为病毒、细菌、寄生虫，如霍乱、Ａ型肝炎、小儿麻痹、轮状病毒、弓形虫感

染症。

接触传染　经由直接碰触而传染的方式称为接触传染，这类疾病除了直接触摸、亲

吻患者，也可以通过共享牙刷、毛巾、刮胡刀、餐具、衣物等贴身器材，或是因患者接触后，

在环境留下病原达到传播的目的。例如，真菌感染的香港脚、细菌感染的脓包症、病毒在

表皮引起增生的疣，而梅毒的情况特殊，通常是健康个体接触感染者的硬性下疳所致。

性传染疾病也属于接触传染病，通常主要感染原为细菌或病毒。

垂直传染　垂直传染专指胎儿由母体得到的疾病。通过此种传染方式感染胎儿之

疾病病原体通常以病毒和活动力强的小型寄生虫为主，可以经由血液输送，或是具备穿

过组织或细胞的能力，因此可以通过胎盘在母子体内传染。例如，ＡＩＤＳ和乙型肝炎。细

菌较罕见于垂直感染，但是梅毒可在分娩过程，由于胎儿的黏膜部位或眼睛接触到母体

阴道受感染之黏膜组织而染病；且有少数情况则是在哺乳时通过乳汁分泌感染新生儿。

后两种路径也都属于垂直感染的范畴。

血液传染　主要通过血液、伤口的感染方式，将疾病传递至另一个个体身上的过程

即血液传染。常见于医疗使用注射器材、输血技术之疏失，因此许多医疗院所要求相关

医疗程序之施行，必须经过多重、多人的确认以免伤害患者，于捐血、输血时，也针对捐赠

者和接受者进一步检验相关生理状况，减低此类感染的风险。由于毒品的使用，共享针

头的情况可造成难以预防的感染，尤其对于艾滋病的防范更加困难。

３．概念拓展

《传染病防治法》根据传染病的危害程度和应采取的监督、监测、管理措施，参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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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统一分类标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全国发病率较高、流行面较大、危害严重的３９

种急性和慢性传染病列为法定管理的传染病，并根据其传播方式、速度及其对人类危害

程度的不同，分为甲、乙、丙三类，实行分类管理。

甲类传染病　甲类传染病也称为强制管理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对此类传染病

发生后报告疫情的时限，对病人、病原携带者的隔离、治疗方式以及对疫点、疫区的处理

等，均强制执行。

乙类传染病　乙类传染病也称为严格管理传染病，包括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

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麻疹、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流行性

乙型脑炎、登革热、炭疽、细菌性痢疾、阿米巴性痢疾、肺结核、伤寒和副伤寒、流行性脑脊

髓膜炎、百日咳、白喉、新生儿破伤风、猩红热、布鲁氏菌病、淋病、梅毒、钩端螺旋体病、血

吸虫病、疟疾、甲型Ｈ１Ｎ１流感。

丙类传染病　丙类传染病也称为监测管理传染病，包括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

风疹、急性出血性结膜炎、麻风病、流行性斑疹伤寒、地方性斑疹伤寒、黑热病、包虫病、丝

虫病，除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对此类传染

病要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监测管理方法进行管理。２００８年５月２日，卫生部已

将手足口病列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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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物学：生命科学的第二次多学科交叉浪潮

吴家容（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写下了《生命是什么》一书，从物理学的角度

对生命现象进行了卓有创见的讨论，指出生命与非生命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生命活动是

以物理学定律为基础的。今天生命科学中的许多重要概念，如“遗传密码”就是该书首次

提出的。在那段时期，许多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转入生物学研究领域，如美国化学家鲍林

和物理学家德尔布鲁克；许多新型的物理或化学的技术手段被发展出来用于生物体和生

物分子的研究，如Ｘ射线衍射仪和离心机。这就是生命科学的第一次多学科交叉浪潮。

从此，以描述为主的传统生物学转变成基于物理和化学实验方法的现代生命科学，其代

表学科就是分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带动了生物学各分支学科向分子水平

研究的深入：一方面是在分子水平上对遗传和发育等各种生命现象进行解释；另一方面

是把分子生物学研究手段推广到宏观生物学学科，如进化论、分类学、生态学，用实验的

方法研究传统的生物学问题，使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得到了紧密的结合。经过科学工作

者半个世纪的努力，生命科学已成为自然科学中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生命科学进入了一个“后基因组”时

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生命科学关注的范围越来越大，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复杂，采用的技

术越来越定量化。这一切使得科学界再一次兴起生命科学的多学科交叉浪潮；不仅物理

和化学继续介入，而且数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等更多的非生物学学科也都

进入到了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为此，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邀请了１６位杰出的生命科学

领军人才和其他学科的技术专家，组成一个研究团队，深入分析了在目前科学技术迅速

发展形势下的生命科学发展趋势。该项研究的报告于２００９年９月发布，题为“２１世纪的

新生物学：确保美国领导即将来临的生物学变革”。在这些科学家看来，当前的生命科学

已经处于革命性变化的前沿，新生物学正在形成。新生物学的核心特征是，生命科学与

其他学科的高度整合，生物学家与物理学家、化学家、计算机科学家、数学家以及工程师

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密切交流与合作，形成一个有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生物复杂系统、能

够处理重大科学和社会问题的新生物学研究共同体（下图）。

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两次多学科交叉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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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生命复杂系统的研究奠定了基于整合特色的新生物学

２０世纪中叶，第一次多学科交叉浪潮为生命科学打下了“还原论”的理论基础：生物

体同样遵循非生命世界的物理和化学规律；如果人们能够揭示生物体的组成分子，如核

酸或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就能够认识和解释细胞乃至个体的各种生命活动。在还原论

的指导下，人们把重心放在研究个别基因、个别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上，形成了一种“碎

片化”的研究模式。然而，２０世纪末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引发了人们对生命的全局性关

注，并导致了许许多多与各种生物大分子或小分子相关的组学的出现，如蛋白质组学、转

录组学、代谢组学等。组学的核心思想正是整体性研究，即以细胞或者机体内的某一类

生物分子，如全部基因表达产物或蛋白质为对象进行完整的研究。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以及其他各种组学研究取得巨大进展，研究者不再满足于研

究个别基因或个别蛋白质，而是将视野逐渐扩展到生物体内众多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识到，生命活动并非是过去还原论者想象的那样简单———由个别单

分子决定；而是由体内成千上万的基因、蛋白质和代谢小分子之间广泛的相互作用构成

的复杂网络来实现。所有的生理或病理活动都基于这种复杂分子网络的结构和动力学

机制之上。“人类基因组计划”发现，在人类基因组中，只有１．５％左右的序列是用来编码

蛋白质的基因，大约有２．５万多个；这些基因能够制造出数十万种蛋白质。人们起初认

为，在人类基因组内的非编码蛋白质序列大部分都没有生物学功能，因此又被称为“垃圾

序列”。但是，美国启动的基因组功能研究计划———“ＤＮＡ元件百科全书计划”最近报

道，基因组内大约８０％非编码蛋白质的核苷酸序列也有生物化学功能。显然，生命的复

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为了研究生物复杂系统，在２１世纪初诞生了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一一系统生物学。

这门学科通过基于经典实验生物学技术的“湿实验室”研究与计算机数据分析和数学建

模技术的“干实验室”研究之间的整合，从整体性角度对生物复杂系统的构成和活动机制

进行研究。自１９９９年在美国西雅图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生物学研究机构以来，这

门新学科已经在世界各发达国家有了广泛的发展，并在中国也有了许多相应的研究机构

和专门的人才培养点，现已成为当前国际生命科学研究的一个主流学科。

系统生物学不仅在基础研究方面得到重视，而且在人口健康领域也逐渐得到重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人类寿命的延长，人类疾病谱从以传染病为主

变成以慢性病为主。与传染病研究领域相比，研究者在慢性病的发病机制和防治方法方

面的研究进展缓慢，主要原因之一是，目前的生物医学采用基于还原论的分子生物学等

经典实验生命科学研究模式，通常只是从个别基因或者个别蛋白质的变化来理解慢性病

的机制。系统生物学的出现为克服这种局限性提供一个有力的工具；它注重从复杂的、

整体的角度对慢性病的发生发展机制进行研究，并注重把分子层面的复杂行为与细胞、

组织、器官、个体等不同层面的活动整合起来进行系统的分析。

显然，系统生物学的诞生也进一步证明了当前新生物学的存在及其特征。新生物学

之“新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生物学内部的各种分支学科的重组与融合；其次

是物理、化学、数学、信息科学和工程学等众多非生物学科与生物学之间的交叉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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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生物学的学科整合特点

系统生物学这门新学科一方面融合

了经典的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以及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各种

生物学分支学科的研究策略和研究

技术，从生物体的局部到整体开展

系统性研究；另外一方面整合了数

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非生物

学科，进行海量生物数据分析以及

生物分子网络的动力学建模，进而

对生物复杂系统的行为进行预测。

可以说，系统生物学就是新生物学

的标志性学科（右图）。

　　二、高通量分析与大数据管理成就了基于信息处理的新生物学

结构一词可以说是２０世纪分子生物学的关键词。利用Ｘ射线衍射技术揭示的

ＤＮＡ双螺旋结构为人类展示了遗传活动的分子基础；而采用同一技术了解到的蛋白质

三维空间结构则是认识蛋白质功能的基础。分子生物学家认为，不同种类的生物大分子

的特定空间结构导致了不同的生物学功能。“结构决定功能”是２０世纪生命科学的基本

信条。但是，对于新生物学而言，信息一词才是关键词。可以说，２１世纪的生命科学是建

立在信息处理的基础之上的（图１）。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以及各种组学的出现，基因组测序以及各种高通量生

物学研究技术快速发展，生物学数据量以指数级数的速度增长。在２０００年人类基因组

草图发表时，美国的基因数据库拥有近８×１０９个碱基序列。近年来，由于采用了第二代

核酸测序技术一一深度测序，高通量测序能力更是迅猛提高。目前，基因数据库拥有的

碱基序列已经达到２．７×１０１１个，即基因数据库的数据量大约是每１８个月翻一番。为了

应对大数据的存储、处理及分析，研究者越来越依靠先进的数学和高性能计算机技术。

２０１２年３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宣布，“千人基因组计划”所测定的个体基因组

序列的全部数据（总量预计达到２００ＴＢ。１ＴＢ＝１万亿字节）将由亚马逊公司旗下的云

计算公司“亚马逊网络服务”负责存储并对公众开放。

生物学信息的处理不仅面临着海量数据的巨大挑战，而且还面临着复杂数据的巨大

挑战———生物数据库里面的数据类型已经远远不止是ＤＮＡ序列了，还包括大量基于质

谱图谱的蛋白质组数据和代谢小分子数据，以及基于生物分子成像技术和芯片技术的生

物分子、细胞、组织和个体等的三维甚至四维动态数据。为了处理并分析复杂的生物学

大数据，研究者需要利用物理学、信息科学乃至天文学、地球科学等各种学科的最新技

术。显然，生物信息处理能力已经成为生命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各个发达国家纷

纷加强了生物信息处理能力的建设。目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生物

学数据库和生物信息研究中心———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ＮＣＢＩ）。欧洲分子生物学实

验室下属的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则仅次于ＮＣＢＩ。２０１２年７月，英国政府和私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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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决定联合投资７５００万英镑，在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再建设一个新的生物信息技术

中心。该中心将为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研究人员提供支持，并开展产业导向的生物信息领

域的临床转化研究。

高通量研究和大数据处理不仅帮助人们进一步全面、深入地认识生命，而且在保护

人类健康和抗击疾病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疾病分类体系（ＩＣＤ）已有１１０年的发

展历史；现在被世界广泛采用的ＩＣＤ是世界卫生组织在１９９４年修订的版本。随着核酸

和蛋白质等各种生物分子数据，特别是疾病相关数据和个体患者数据的规模化高效获

取，需要把这些海量生物医学研究信息整合到疾病分类体系中，从而能够更精确地定义

疾病，并提供新的医疗实践指南。为此，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在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发布了题

为“迈向精确医学：构建生物医学研究知识网络和疾病分类体系”的报告，提出了构建基

于生物学信息和大数据的人类疾病分类新体系的基本方案。

上述方案的要点是，建立含有信息共享空间和知识网络的信息库。其中，信息共享

空间中要有大规模患者群体的数据可供研究；当前的任务是在医疗环境中开展试点研

究，广泛采集信息共享空间所需的个体患者的分子和表型数据；同时要制定数据共享标

准，让研究人员能够从中挖掘有用的信息。而知识网络则通过整合个体患者在基因组、

蛋白质组、代谢组以及其他类型的数据，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数据网络，使生物学数据与

生物学研究的知识相结合，从而提高数据的生物学和临床价值。在信息库建设的基础上

制定新的疾病分类体系，从而发展出更精确诊断、更有效治疗的“精确医学”（下图）。

基于生物学海量信息和知识网络的疾病分类体系与精确医学

就在美国发布“迈向精确医学”报告的同时，欧洲科学基金会也发布了题为“健康研

究分类系统———目前的方法和未来建议”的报告。该报告建议，应该通过不断开发新的

信息组合和利用方法，以降低健康研究领域的分类成本，并提高分类系统的灵活性。可

以说，生命科学目前获得的海量信息正在让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的医学观点，而获取和利

用生物学信息的方法正在成为未来抗击疾病的重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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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的科研模式打造了旨在解决社会重大需求的新生物学

２０世纪的分子生物学采用了物理和化学的研究模式，即以科学问题为导向的“假设

驱动的科学”。在分子生物学年代，研究者通常是在个人好奇心的驱使下提出研究课题，

并选择相应的研究内容；其研究成果与应用前景没有紧密联系，与社会需求常常脱节。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生命科学不再是科学家在“象牙塔”里从事的“纯科学”，

而是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的重要工具。美国科学家在２００９年关于新生物学的

报告中指出，新生物学可以用来解决来自粮食、环境、能源以及健康等４个方面的挑战。

新生物学所开展的面对社会重大需求的研究是传统的个体化科研体制和经费资助

结构难以支撑的，需要不同国家、不同科研团体和部门的精密设计和跨界合作，需要来自

政府、学术机构和民间组织等不同经费渠道的共同支持。最近发表的“千人基因组计划”

就是一个国际大协作的成功范例。该研究论文仅仅署名就包括了美国、加拿大、英国、德

国、中国等１４个国家的１１０个研究机构的３００多名研究人员；他们分属于总体协调组、数

据生产组、数据分析组、结构变异分析组、外显子分析组、功能解释组、数据协调中心组和

样品制备组等。显然，如果不进行多项资源的有效整合，不注意各种研究队伍的技术特

长和工作任务之间的充分协调，新生物学的巨大潜能就很难得到释放。

在新生物学形成的过程中，工程学的参与是一个重要特色。工程学的本质就是预测

性的设计。在面对不完整的信息的情况下，工程学致力于建立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稳定

运行的系统。由于生物系统的复杂性，研究者通常获得的信息有限。因此，工程学方法

为解决生物学中复杂的内在问题提供了新思路。２０１１年１月，在由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

的论坛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发表了题为“第三次革命：生命科学、物理学和

工程学的汇聚”的报告，认为融合了生命科学、物理学和工程学的“汇聚”作为新的科研模

式，将可能为生物医学和其他科学领域带来革命性进步。汇聚技术不是简单地把一个学

科的研究方法用于另一个学科———来自物理学和工程学的技术和方法可用于生物学研

究，而生命科学也同时可以影响物理学和工程学。这些研究人员认为，在汇聚研究领域，

多学科的思维与分析技术将有助于发现新的科学原理；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将与生物学家

和医生一起去面对众多的医学挑战。

合成生物学的诞生也体现了当前工程学对生命科学发展的影响。这门新学科建立

在系统生物学和工程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之上；其主要任务是，通过标准化的生物模

块的分析与设计，将生物复杂系统内的多元成分从功能性方面联系在一起；并致力于利

用生物模块作为原料，构建出新的生物系统，最终实现人工细胞或生物仿生系统在工业

或医疗领域的应用。合成生物学的目标是，发现生物系统中的核心设计原则，并利用这

些设计原则去进行生物系统的预测和改造。

人类正在面对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改变所带来的健康和疾病问题的挑战。

虽然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人口健康领域给予了巨大的经费投入，并在生

命科学的前沿领域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但是，在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和抗击疾病方面的

实际情况并不乐观。由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２００３年正式提出了“转化型研究”的

新研究模式，即形成“从实验室到病床”的一个双向开放的研究过程。转化型研究希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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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基础研究与药物研发和临床研究之间的现有屏障，在其间建立起直接关联；把基础研

究获得的知识成果快速转化为临床方面的防治新方法（下图）。

转化型研究的基本模式

当前，基于转化型研究模式的转化医学已经得到了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

视。美国政府已在４０多所大学建立了转化医学中心；美国国会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批准在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成立一个专门开展转化型研究的新机构———国立转化科学推进中心，

通过政策和经费等各种措施，推动美国医学研究机构之间转化型研究的合作。在我国，

转化医学也正在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许多院校和科研单位都成立了转化医

学研究中心，为我国转化医学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卫生部在２０１２年发布的

《“健康中国２０２０”战略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推动有利于国民健康的医学模式的转化”。

可以说，转化型研究的出现代表了新生物学在生物医学领域研究模式的革命性转变。

参考文献（部分）

１　埃尔温·薛定谔．生命是什么．罗来鸥，罗辽复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３．５９—６０．

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ＵＳＡ．Ａｎｅｗｂｉ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ｌｅａｄｓ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ｂｉ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ｐ．ｅｄｕ／ｃａｔａｌｏｇ．

ｐｈｐ？ｒｅｃｏｒｄｉｄ＝ｌ２７６４［２０１３０１０５］．

摘自《２０１３科学发展报告》（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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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现状与展望

刘征鑫（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

朱宛宛（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周　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已成为当今生物医学研究中最受瞩目的研究领域，２０１２年的诺贝

尔生理学／医学奖授予在体细胞核移植和诱导性多能干细胞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英国科

学家约翰·格登（ＪｏｈｎＢ．Ｇｕｒｄｏｎ）和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ＳｈｉｎｙａＹａｍａｎａｋａ），足以彰显

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性。

　　一、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１９６３年，麦卡洛克（ＭｃＣｕｌｌｏｃｈ）等人证实小鼠骨髓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开启了干细

胞研究的大门。小鼠和人类胚胎干细胞的诞生、体细胞核移植及诱导性多能干细胞技术

的出现，使干细胞及其临床应用的价值进一步受到重视，并掀起了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的

研究热潮。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干细胞方面的研究，相关文献数量

逐年增加（下图）。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中国、日本、美国三国干细胞领域文献发表情况对比

数据来源：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检索式：ＴＳ＝“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ＣＵ＝“国家名”

我国在干细胞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２００１年才正式启动了两个关于干细胞研究的

９７３计划。但随着我国政府对科研经费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及我国科学家的努力，近几

年我国的干细胞研究已取得显著进步（上图）并获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为我国的干细胞研

究争得了国际重要地位。尤其是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我国的干细胞方面文献发表数量已跃

居世界第三位（下图），但是被引用频次仍明显低于美国等世界主要科技发达国家，所以

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的干细胞研究仍需进一步提高质量和创新性。

机体损伤和疾病康复过程中受损组织和器官的修复与重建，一直是生物学和临床医

学面临的重大难题。因此，以干细胞技术为核心的再生医学研究已经成为生物学、基础

医学与临床医学共同关注的研究焦点，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同时具有巨大的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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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世界主要国家在干细胞领域发表的相关文献数量及其被引情况

数据来源：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６日

　　二、干细胞的研究现状及临床应用前景

１．多能性干细胞的研究与临床应用前景

胚胎干细胞（ＥＳＣ）具有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潜能，并且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干细胞，具有

较低的免疫源性，因此可以广泛应用于细胞替代治疗和药物研发等方面。目前已有研究显

示，由人ＥＳＣ分化获得的神经细胞可以成功地减轻灵长类帕金森病模型的相应症状。同

时，将人ＥＳＣ来源的少突胶质细胞移植到脊髓损伤的小鼠模型中，能明显恢复其运动能力。

在特定生长因子的作用下人ＥＳＣ能分化成视网膜祖细胞，将其移植入白化型成年兔的视网

膜下腔后，细胞能迁移至损伤部位修复损伤。人ＥＳＣ分化获得的细胞在治疗视网膜黄斑变

性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通过体外受精获得胚胎干细胞的方法一直受到伦理制约，

限制了ＥＳＣ的临床应用，而孤雌胚胎来源ＥＳＣ具有和正常ＥＳＣ一样的自我更新和多向分

化潜能，因此是一种更为理想的可以临床应用的细胞类型。目前，国际上已经建立了临床

级人ＥＳＣ的建系标准，为ＥＳＣ的临床前试验和临床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于体外获得卵母细胞的途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以及灵长类克隆的技术瓶颈，治疗

性克隆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２００６年ｉＰＳＣ技术的出现使人们重新看到了多能干细胞

临床应用的希望。ｉＰＳＣ技术可以将成体细胞在外源因子的作用下转变成具有多向分化能

力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成功地规避了传统的伦理制约，２０１２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更

是极大地肯定了该技术的价值与意义。

然而，随着ｉＰＳＣ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ｉＰＳＣ技术的自身缺陷，如

使用了逆转录病毒或慢病毒载体，外源基因犮犕狔犮是致癌基因；近来又有报道ｉＰＳＣ在诱导

过程和培养过程中基因的突变率明显增加，因此目前ｉＰＳＣ仍无法应用于临床治疗。与此同

时，最近也有很多研究发现利用新的诱导方法可以避免外源基因的插入和原癌基因的使

用，并能提高诱导效率，ｉＰＳＣ诱导技术的不断突破为其在再生医学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此外，２０１２年我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了利用基因修饰的单倍体胚胎干细胞获得健康成

活的转基因哺乳动物，该研究为灵长类等大动物的基因功能研究及疾病模型的建立开辟

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一方法对药物开发、疾病发生机制等研究工作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

用，可能对人类致病基因的筛查和通过辅助生殖技术进行基因修正提供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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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成体干细胞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造血干细胞被第一次应用于临床细胞移植治疗，这项壮举荣获了

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如今造血干细胞已成为唯一一种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的干细胞类

型。但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治疗方式仍存在很多问题，在细胞移植过程中及移植

后都容易发生多种并发症，其中肺损伤是最常见的并发症。如何防止及降低闭塞性细支

气管炎综合征的发病率已成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关键。

间充质干细胞（ＭＳＣ）是另一种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成体干细胞，目前可以从骨髓、

脂肪或脐带中分离获得，在体内或体外特定的诱导条件下可以分化为多种组织细胞类

型，在２型胶原导致的关节炎、２型糖尿病、阿霉素诱导的肾病、创伤性脑损伤、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征、心肌梗死和肺部疾病等各类型疾病的治疗上均表现出巨大的潜力。最近的

证据表明，间充质干细胞具有调节免疫应答、减少损伤和增加机体抗感染能力的作用，而

且在肺部损伤修复及更新上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ＭＳＣ可作为一种理想的种子细胞

用于衰老或病变引起的组织器官损伤修复，其临床研究已在许多国家开展，是最具临床应

用前景的一类成体干细胞。最近，从脂肪中分离获得的脂肪干细胞（ＡＳＣ）已成为一个新的

研究热点，其在体内分布广泛而且获得量大；已有临床研究表明ＡＳＣ更为安全和有效。

此外，像胰岛干细胞、表皮干细胞等成体干细胞类型，同样具有重要的基础研究和临

床应用价值。然而，细胞的获得、有限的体外增殖能力、细胞状态和供体年龄的相关性都

限制了成体干细胞的广泛应用，因此这些成体干细胞还主要停留在基础研究阶段。

３．转分化的研究价值和应用前景

借鉴ｉＰＳＣ的获得方式，在体外或体内将某种终末分化的细胞在外源因子的诱导下

直接转变成所需的功能性细胞，是再生医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已有报道成纤维

细胞在外源因子的作用下可以直接转变为多巴胺能神经元，为转分化的临床应用提供了

证据。体内转分化的实现，不仅免去了体外培养可能造成的基因突变，也免去了大规模

培养所带来的不必要的经济投入及资源消耗，是一种新的干细胞技术的发展趋势。

４．干细胞的临床应用

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ＦＤＡ）已批准多项干细胞临床应用研究计划，涉及多

种干细胞类型以及多种疾病类型（下表）。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加拿大卫生部批准了奥西

里斯治疗公司生产的干细胞药物上市销售。多种干细胞临床实验先后获得批准，干细胞

商品化前景非常光明。

涉及干细胞治疗产品的Ⅲ期临床试验情况

企业名称 治疗病种 产品名称

ＢＨＯｓｉｒｉｓ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
移植抗宿主病、激素抵抗性急性移植排斥反

应和局限性肠炎
Ｐｒｏｃｈｙｍａｌ

ＢＨＢｉｏＨｅａｒｔ 充血性心衰 ＭｙｏＣｅｌｌ

ＢＨＡｌｄａｇｅｎ，Ｉｎｃ． 代谢性疾病 ＡＬＤ１０１

ＢＨＣｅｌｌｅｒｉｘ，Ｓ．Ａ． 肛瘘 Ｏｎｔａｒｉｌ（ＣＸ４０１）

ＢＨＧａｍｉｄａＣｅｌｌａｎｄＴｅｖａＰｈａｒ

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恶性血液病 ＳｔｅｍＥＸ

ＢＨＡａｓｔｒｏｍ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骨坏死 ＢｏｎｅＲｅｐａｉｒＣｅｌｌｓ

　　数据来源：ＧＢ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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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干细胞治疗产品的Ⅱ期临床试验情况

企业名称 治疗病种 产品名称

Ａｌｄａｇｅｎ，Ｉｎｃ． 危险性肢体缺血 ＡＬＤ３０１

Ａａｓｔｒｏｍ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心肌重构 ＣａｒｄｉａｃＲｅｐａｉｒＣｅｌｌｓ

Ａａｓｔｒｏｍ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危险性肢体缺血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ｅｐａｉｒＣｅｌｌ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ｅｌ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充血性心衰 Ｍｙｏｂｌａｓｔ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ｇｉｏＢｌａ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ｓ 心肌梗死 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ｉｃ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Ｃｅｌｌｓ

ＡｎｇｉｏＢｌａ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ｓ 心肌梗死 Ａｕｔｏｌｏｇｏｕｓ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Ｃｅｌｌｓ

Ｂａｘｔｅｒ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心肌缺血 ＡＣＴ３４ＣＭＩ

　　三、展望

随着干细胞研究的不断深入，再生医学已展现出美好的发展前景。２０１２年，中国科

学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和“十二五”期间的“干细胞研究”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的正式启动，标志着我国的干细胞研究已经迈入了新阶段，并将在重大基础科

学理论、干细胞治疗核心机制，以及应用体系和各相关学科集成形成研究系统方面取得

重大突破。

但与此同时，干细胞治疗的巨大市场需求导致了秩序紊乱，尤其是在未取得任何临

床许可的情况下，已有多家医院开展了各种类型的干细胞治疗，这其中存在着巨大的风

险和安全隐患。２０１２年初，卫生部叫停未经许可的干细胞治疗，并在一段时间内暂不受

理任何干细胞临床应用的申报项目。目前，由相关部门起草的《干细胞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讨论稿）》《干细胞临床研究基地管理办法（讨论稿）》和《干细胞制剂质量控制及临床

前研究指导原则（讨论稿）》已于２０１２年９月底上报卫生部干细胞临床研究领导小组，之

后将择机公布。我国的干细胞治疗正在逐步规范化。

总之，干细胞及再生医学的发展将带来新的医学革命，２１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也将成就重大医学变革。２０１２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显得如此不同，因为它将开启

人类战胜疾病的新篇章，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必将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部分）

１　ＤｏｉＤ，ＭｏｒｉｚａｎｅＡ，ＫｉｋｕｃｈｉＴ，ｅｔａｌ．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ａｖｏｒｓａ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ｕｍｏｒｉｇｅｎ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ｒｇ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ＥＳＣｄｅｒｉｖｅｄ

ｎｅｕｒａｌｃｅｌｌｓｉｎａｐｒｉｍａｔ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２０１２，５（３０）：９３５—

９４５．

２　ＳｃｈｗａｎｚＳＤ，ＨｕｂｓｃｈｍａｎＪＰ，ＨｅｉｌｗｅｌｌＧ，ｅｔａｌ．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ｔ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ｍａｃｕｌａｒ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ｒｅＩ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ｃｐｏｒｔ．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１２，３７９（９８１７）：７１９—７２０．

摘自《２０１３科学发展报告》（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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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命运的“返老还童”

———２０１２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评述

裴端卿（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２０１２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于斯德哥尔摩时间１０月８日１１点半揭晓，英国科学

家约翰·格登（ＪｏｈｎＢ．Ｇｕｒｄｏｎ）和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ＳｈｉｎｙａＹａｍａｎａｋａ）共同获此殊

荣，以表彰他们发现“成熟细胞可被重编程到具有多能性的状态”（下图）。这一发现颠覆

了传统上发育不可逆转的概念，为干细胞用于再生医学提供了可取的素材，也为生命科

学研究领域打开了一扇门。

约翰·格登
　　

山中伸弥

两位获奖人

　　一、核移植———打破传统发育理念

人类完整的个体由不同类型的多种成熟细胞构成，它们由受精卵发育而来。受精卵

经过分化形成胚胎，早期胚胎中的干细胞具有分化为成熟个体的能力，也被称作多能干

细胞。生物界中，大多数动物经过受精、卵裂、原肠胚形成、神经胚形成和器官形成等胚

胎发育阶段，生长发育为成体；在传统的理念中，这种由多能性状态向成熟的特化细胞发

育和分化的过程是不可逆的。

１９６２年，英国科学家格登进行了一个开创性的实验，他将蝌蚪的肠上皮细胞的细胞

核移植到去核的卵细胞中，最终得到了正常的蝌蚪（下图）。由此证明分化细胞的细胞核

含有形成个体的全部遗传物质，经过重编程后，仍然具有分化为个体所有各种终末分化

细胞的能力。该发现完全打破了传统的细胞发育及分化的理论。１９９７年，广为人知的

“多莉”羊的诞生宣告这一概念也同样适用于哺乳动物。尽管核移植实验证实了细胞命

运的“返老还童”从理论上是可行的，然而克隆动物及克隆人在伦理及法律上受到诸多限

制，并引起广泛的争议，使得该研究成果很难真正用于疾病治疗。不过从另一角度讲，该

研究为诱导性多能干细胞（ｉＰＳＣ）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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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登核移植示意图

从蛙上获得卵细胞，去除受体卵细胞的细胞核，然后将蝌蚪肠上皮细胞的细胞核注入受体卵细胞

中，该细胞核可以知道卵细胞发育为成体蛙

　　二、犻犘犛犆技术———核心因子实现细胞命运的“返老还童”

４４年后，基于格登的理论，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做了大胆的假设：将分化后体细胞直

接逆转为多能干细胞。２００６年《细胞》报道了山中伸弥研究组采用四个核心因子转入小

鼠体细胞中，成功将其重编程为ｉＰＳＣ（下图）。他们在２４个候选的胚胎干细胞特异性分

子中逐步筛选出犗犮狋４、犛狅狓２、犓犻犳４、犮犕狔犮４个因子，利用反转录病毒载体同时转入小

鼠成纤维细胞中得到了ｉＰＳＣ。ｉＰＳＣ经验证具有与胚胎干细胞相同的特性，如表达相同

的干细胞标志物、分化成三胚层的能力及能够形成嵌合体小鼠并传递到生殖系细胞，产

生健康的后代。次年，山中伸弥研究组和华人女科学家俞君英分别独立发表了将人的细

胞诱导为ｉＰＳＣ的成果。不同于山中伸弥研究组的是，俞君英使用的诱导因子是犗犮１４，

犛犪狓２、犖犪狀狅犚、犔犻狀２８。

犻犘犛犆技术示意图

从小鼠或人体内分离得到成纤维细胞，导入４个核心转录因子，经过诱导培养，得到ｉＰＳＣ克隆。将

ｉＰＳＣ体外分化为用于特定疾病治疗所需的体细胞，最终回到人体内用于治疗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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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获得安全的犻犘犛犆

ｉＰＳＣ具有与胚胎干细胞相同的特性，即自我更新及分化的能力。该技术既突破了伦

理道德的限制，又可规避传统再生移植治疗中的免疫排斥问题，被认为是再生医学领域

更好的细胞来源。同时，特定疾病来源的ｉＰＳＣ也为疾病模型研究及药物筛选提供了更

好的工具。正基于此，科学家们不断优化ｉＰＳＣ技术，希望获得更安全、更适合用于疾病

治疗的ｉＰＳＣ。首先，使用无病毒载体导入的ｉＰＳＣ以降低由于病毒插入引起ｉＰＳＣ基因组

的不稳定性。如使用转座子、蛋白等获得ｉＰＳＣ。其次，山中伸弥用来诱导ｉＰＳＣ的某些因

子具有致癌性，因此简化诱导条件，替代这种不安全的诱导因子也是一个热门的研究方

向，其中，利用完全化合物诱导得到ｉＰＳＣ也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手段。

当然，为了使病人更放心地使用ｉＰＳＣ，科学家也希望解开ｉＰＳＣ产生的机制。同时比

较ｉＰＳＣ与胚胎干细胞的基因组的表观遗传学修饰上是否存在差异，两者分化能力是否

一致。

尽管ｉＰＳＣ技术在人类疾病治疗上被寄予厚望，同时２０１２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的授予也在另一方面肯定了该项研究的重要意义，但是ｉＰＳＣ能否真正用于临床还需更

多的工作来证实，其中还有大量的科研工作需要完成。除了解决ｉＰＳＣ的安全性之外，目

前大部分报道的诱导获得ｉＰＳＣ的效率很低，这直接决定用于疾病所需治疗的细胞数量，

因此能否更高效地获得ｉＰＳＣ也决定了它能否真正为患者服务。毋庸置疑的是，ｉＰＳＣ技

术为人们疾病治疗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并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

随着这一开创性工作的重要价值被认识，我国也在ｉＰＳＣ研究上给予了重大支持。

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在体细胞重编程的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２００９年，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周琪研究员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绍荣研究员分别独立发表论文，

在世界上首次通过四倍体互补实验证明ｉＰＳＣ的全能性，目前四倍体互补实验已成为检

验ｉＰＳＣ全能性的金标准。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裴端卿研究员发现体

细胞重编程为ｉＰＳＣ过程中存在的表皮间充质转换；也发现维生素Ｃ能够减少重编程中

的障碍ｆ引，从而促进体细胞重编程为ｉＰＳＣ。在ｉＰＳＣ技术的引领下，人工操控不同类型

的体细胞之间细胞命运的转换也成为可能，这种操控被称为“转分化”，中国科学院上海

生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研究所的惠利健研究员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将成纤维

细胞转分化为有功能的肝细胞［１０］，是这个领域的重大进步。

时至今日，ｉＰＳＣ已经成为目前科研领域中的一大热点，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始终

被人们所关注。科学家们希望这一新技术最终能获得更好的疾病模型用于药物开发，最

终用于疾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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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及其风险管理

李真真、缪航（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

　　自１９８３年世界第一株含有抗生素药类抗体的烟草转基因植物培育成功以来，转基

因食品不断发展和丰富。转基因食品（ＧＭＦ）系指含有转基因成分的植物和动物食品，或

者用转基因生物（包括植物类、动物类和微生物类）作为加工原料或添加剂而生产的

食品。

转基因食品是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产物，却未像以往那样赢得人们的一致颂扬和美

好憧憬。转基因食品被纠缠于一系列的科学争论和社会伦理的拷问之中，成为引发人们

激烈争论的一个社会话题。尽管目前人们的反应不像从前那样剧烈，但是，有关转基因

的每一个新信息、新动态仍然会触动人们敏感的神经，引发关注和争论。毋庸置疑，无论

谁来描绘转基因的发展图景，都不会无视在其发展过程所发生的一系列争议事件。

　　一、被撕裂的转基因世界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爆发的一系列围绕转基因生物安全性问题的争议事件，使得人们

对转基因的态度及立场的分裂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１９９８年发生在英国的“普斯陶伊

事件”成为转基因争论导火索。这一事件最终引发了公众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其抗拒情

绪在欧洲乃至全球蔓延。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围绕转基因生物安全性问题的争议成为全

世界关注的焦点。在这些由转基因技术发展及新突破掀起的一次又一次争议中，转基因

世界也逐渐地呈现出一幅分裂的图景：

（１）国家间的分裂。自１９９８年爆发欧美转基因贸易纠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

绕权衡转基因技术“风险一收益”的争论以来，国家间的这种分裂状态迄今未获消解。尽

管目前转基因作物种植已在全球展开，但各国对于转基因的态度仍然存有差异。

（２）社会群体间的分裂。这种分化充分表现在围绕转基因生物安全性问题的争议事

件中，如“普斯陶伊事件”所体现的是公众对政府和科学共同体的不信任。实际上，在一

系列争议事件中，不同的群体对转基因所不断赋予的价值和利益诉求，都加剧了社会群

体间在态度及立场上的分歧。

（３）群体内部的分裂。在转基因相关事务上，群体内部的分歧也是明确存在的。可

以说，无论是转基因争议事件，还是有关转基因的选择或决策过程，即使是对某一具体的

转基因产品的选择或决策，不仅不同的社会群体，而且同一群体内部，其态度及立场都是

很不一样的。

这种分裂状态也充分地体现在我国的转基因争议事件中，最典型的是２００９年末

２０１０年初爆发的争议事件。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农业部向社会公开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

全证书批准清单，其中包括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１号”“Ｂｔ汕优６３”和转植酸酶基因玉

米“ＢＶＬＡ４３０１０１”。这一举动引发专业人士和环保组织的质疑，迅速进入公众的视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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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爆发了中国内地第一次受公众广泛关注和多群体广泛参与的有关转基因生物安全

性问题的公开争论。回溯这次争议过程不难发现，对转基因安全性问题和技术风险的认

识，已不再局限于转基因技术本身，技术风险同时展示出一种社会建构的过程。

　　二、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双重性

回顾有关转基因食品的争议事件，似乎都脱离不了安全性的问题，或者都会围绕这

个基本问题而展开。迄今为止，“转基因食品安全吗？”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在当

今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会掀起一场风波。由此，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转基因食品安全

性问题成为一个如此持久的敏感性话题？

当深入到具体的争议事件中观察人们的态度及观点时，尽管会遇到多种多样的复杂

的答案，但依然可以从中剥离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及立场———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持肯

定或否定的态度。

让我们关注２００９年末在我国发生的转基因安全争议事件，对比分析双方提出的支

持证据。持肯定态度者提供的最有力证据是，转基因食品诞生以来，尽管爆发了多次对

其安全性提出质疑而引发的争议事件，但最终都因证据不足或不符合实验标准而被否

定；所以，实践证明，迄今并没有真正发生过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事件。而持否

定态度者提供的强有力理由是，转基因食品并没有经过足够长时间的安全性试验，同时

迄今也没有确切的实验结果提供肯定的安全性保证。

双方为自己的态度及立场所提供的辩护值得关注。持肯定态度者显然为自己提供

了科学的辩护，即用科学的证据为自己进行辩护，而且就目前来讲，所提供的证据与经验

事实相符合。而持否定态度者为自己提供的辩护则基于不确定知识条件下，依据此前的

范例对未来的可能危害做出的推断。由此可以说，前者关注的是危害性问题，后者则是

风险性问题。

“危害”与“风险”概念不同。危害指称已经被证明的客观事实，风险则是指潜在的或

可能发生的危害。由此看来，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具有“危害性”和“风险性”双重涵

义。正是由于“风险性”问题来源于每个人的社会经验和价值判断，在风险判断上难以取

得一致，使得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的争议事件一再发生。

揭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的双重性具有意义。它表明，当我们谈论转基因食品安

全性问题时，不仅要关注那些“危害性”问题，还应关注那些“风险性”问题。“风险”是现

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的，技术的人工力量所不断表露

出的危险和威胁，使得人类从“工业社会”进入了“风险社会”，伴随着这一过程，“财富生

产的逻辑逐渐地被避免风险和管理风险的逻辑所替代”。因此，对风险的认识及其风险

感知程度将直接影响到风险管理及其制度安排。这一点对我国尤为重要。

　　三、转基因食品的风险管理

伴随着转基因生物的开发及其商业化进程，应当采取怎样的管理政策及其制度安排

来最大限度地避免可能危害的发生，或者采取怎样的管理措施应对和降低各种负面的影

响或危害，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共管理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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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转基因作物开始进入产业化阶段，同时也正值欧共体（１９９３年

后为欧盟）一些国家的产业技术监管体系从“应对”向“预防”发生转变。所谓“预防原

则”，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是指“当人类活动有可能导致道德上无法接受，在科

学上虽不能确定但似乎可能的损害时，就应当采取行动以避免或减小这种损害。”预防原

则的应用标志着对技术风险的管理方式由事后控制转向了事前控制，也使得与技术演进

相关的社会伦理考量成为风险管理的内在维度。这种监管理念的转向，使得以预防原则

为基础的欧盟模式与以实质等同原则为基础的美国模式同时并存，在转基因技术的风险

治理机制上形成了两类风格迥异的框架体系。

多年来，我国政府逐步重视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目前我国有关转基因的相关规章

包括三类：一是我国参加的相关国际公约；二是我国现行法律中的相关规定；三是政府部

门制定的专门的政策法规、管理措施等。但是，我国相关法律级别低的问题应当引起关

注。我国迄今尚未出台针对转基因生物的专门法律文本，国家的法制管理主要依据政府

部门的政策法规，而这些法规一般只在本部门内有效。此外，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

监管体系建设方面仍然滞后。为提高政府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公信力，同前亟

待解决以下三大问题：

（１）确立我国转基因安全管理的基本原则，明确我国转基因安全的风险管理模式。

目前在风险管理上已形成了两种基本原则：欧盟的“预防原则竹”和美国的“实质等同性

原则”。欧盟和美国基于所确立的原则，分别建立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并被一些国家效仿

或采纳。而我国迄今尚未针对风险管理提出和确立其基本原则，这种基本理念的缺失也

导致了我国的风险管理模式的不清晰甚至混乱。

（２）明确我国转基因食品风险分配机制，形成平衡“风险—收益”的良好格局。风险

分配机制源于现代社会对风险的认知及现实感受。在实践层面上，它通过一些管理要素

来表达，例如设置进入转基因食品行业的“门槛”，对含有转基因成分食品的标志要求等，

以此达到权衡“风险—收益”之目的。但目前我国的风险分配机制仍然是不清晰的，很难

实现权衡“风险—收益”的效果。

（３）改进和完善监管体系，建立“权—责”挂钩的管理机制。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

管理基本处于“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状态。不同的主管部门采用单行的法律规章确立

自己的管理权限，对专门领域的转基因生物安全事务行使管理权。由于在整体上缺乏有

效的协调机制，在风险管理的实践上部门权限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由此缺乏“权—责”

挂钩的制定安排，在风险管理的实践上部门之间的推诿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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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生物技术新进展

孙闻庆（中国农业大学）　连正兴（中国农业大学）

张春义（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转基因技术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将人工分离、修饰的基因导入并整合到生物体的基

因组中，从而改善其原有性状或赋予其新性状。转基因技术被誉为有史以来应用速度最

快的技术。如今，它已经显示出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将在满足国家粮食与生态

安全、人民健康需求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将重点介绍近几年转基因技术领

域的一些国际重大进展、国内研发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一、国际重大进展

近些年，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农业生物技术发展十分迅猛。２０１１年，全球转基因作

物种植面积已达１．６亿公顷，转基因作物育种技术及其产业在分别经历了技术成熟期和产

业发展期之后，开始进入以抢占技术制高点与形成经济增长点为目标的战略机遇期。

（一）植物转基因技术

１．抗生物逆境

利用表达抗性基因提高植物抗病虫能力的经典转基因育种手段在植物的抗病、抗虫

等领域正不断被更新和优化。广泛挖掘并应用Ｂｔ资源已成为植物基因工程领域的热

点。此外，科学家从不同生物来源中鉴定出的对蚜虫、夜蛾、甲虫等具有抗虫活性的多种

抗生物素蛋白，被转入植物后有望提高转基因作物的广谱抗虫性。近年来兴起的核糖核

酸干扰（ＲＮＡｉ）技术在培育转基因抗病毒作物上表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科学家利用该

技术已培育出小麦、甜菜、水稻、木薯、香蕉、柑橘等抗病毒转基因植物。２０１０年，美国先

正达公司研发的抗秋黏虫、甘蔗食心虫等多种害虫的转基因玉米，已在美国、加拿大、巴

西、阿根廷等国获得批准，可用于商业化种植。

２．抗非生物逆境

目前这方面的工作集中在作物的渗透调节、抗氧化保护、分子伴侣等功能基因的挖

掘与鉴定，抗逆相关转录因子及其调控机制的研究，信号因子在胁迫条件下信号传导途

径的研究等方面。开展抗旱、耐盐碱、抗高温、抗冷害的研究，有助于获得性状优良的作

物新品种。美国孟山都公司计划于２０１３年在美国西部推广种植耐旱转基因玉米，于

２０１７年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推进其商业化种植。

３．提高产量

通过对光合作用、碳源分配、淀粉合成、植株株型等进行研究，作物产量性状的分子

机制已被逐步阐明。通过导入单基因来提高作物产量的研究也取得较大进展。有关研

究表明，转录因子ＷＲＫＹ２３蛋白可以改变植物根的生长状况，提高作物的产量。

４．改良品质

目前，内源蛋白质序列的修饰、同源优质蛋白基因的过量表达、异源优质蛋白基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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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和表达、人工合成新蛋白基因及增加游离的必需氨基酸的含量等改善作物蛋白质营

养价值的方法已被开发出来；富含叶酸的番茄和水稻，高蛋白含量的土豆和木薯，高维生

素Ｃ含量的番茄、草莓和土豆，高油酸大豆，高ω３油用大豆，高花青素番茄，高维生素Ｅ

含量的玉米、大豆、加拿大油菜等作物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５．养分高效利用

自水稻等植物的全序列基因结构被完全破译后，大量有关养分吸收、运输和利用的

基因被鉴定出来。近年来，磷积累、锰积累高效型，酸性磷酸酶缺失和硅吸收弱植物突变

体等遗传材料已被成功开发。这些研究成果对阐明植物高效吸收土壤固有养分和对养

分高效利用的分子机制，进而培育出养分高效利用的转基冈植物有重要作用。例如，孟

山都公司研发的氮高效玉米可实现在正常氮含量的条件下增产和在较低氮含量的条件

下稳产的目标，为农民增加了一种既节约成本又利于稳产高产的重要选择。

６．工业用／药用

利用转基因技术，以植物为表达系统生产药用抗体、酶、结构蛋白、抗原（疫苗）、生物

质（生物塑料）和药物等是国际生物技术研究的前沿。目前用于表达工业用／药用蛋白的

植物种类已达２０多种，表达的目标蛋白达上百种。国际上以孟山都公司为首的２０余家

公司开展了利用植物生物反应器生产生物医药产品的研究。美国ＰｒｏｄｉＧｅｎｅ公司已利

用玉米商业化生产了两种研究和诊断用的酶；星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用烟草生产的治疗

牙齿腐朽和流行性感冒的抗体在美国已进入临床实验。

（二）动物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研究涉及猪、牛、羊、鸡、鱼、家蚕、果蝇等动物，涉及的动物性状包括生长、繁

殖、抗病、饲料转化率、肉质、人源化器官、新型药物等。转基因动物能表现出优异的表

型，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１．动物遗传改良

（１）动物转基因抗病育种。疯牛病、禽流感、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ＳＡＲＳ，即“非

典”）、肠炎型沙门氏菌和布病等动物源性人畜共患病的多次、重复性爆发，引发了全球性

恐慌。由于治疗这些传染病的疫苗十分匮乏，因此，利用转基因技术开发的强抗病力的

新品种就成为预防这些疾病传播的全新手段与方法。例如，疯牛病相关基因（ＰＲＮＰ）双

位点敲除的牛，能够较好抵御疯牛病的传播；利用表达小分子ＲＮＡｉ技术，可育成抗禽流

感的转基因鸡、抗蓝耳病的转基因猪、对布氏杆菌具有强抗性的转基冈羊等。

（２）提高产量／改良品质。转抗寒基因的鲑鱼可在寒冷条件下表达生长激素基因，其

达到上市体重的时间比普通鲑鱼缩短了一半。利用基因敲除、转入功能基因或性状基因

等技术，培育产肉量、肉品质、产毛率及毛品质得到提高的家畜新品种的研究已取得重要

进展。通过乳腺表达获得人类所需的食用蛋白的研究也取得多项成果。表达转酪蛋白

基因、转硬脂酰辅酶Ａ基因，可以提高羊奶的营养价值。与普通牛相比，转β酪蛋白和ｋ

酪蛋白基因的牛所产的奶中β酪蛋白的含量提高了２０％，ｋ酪蛋白的含量增加了１倍。

２．生物反应器

目前，国际上主要的动物生物反应器包括山羊、奶牛、猪、兔、小鼠、家蚕等，主要利用

血液系统、动物膀胱、禽类的卵及哺乳动物的乳腺等来生产目标产物。利用转基因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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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系统生产的具有重要临床价值的药用蛋白已达１０多种，其中组织溶酶原激活因子、

α１胰蛋白酶及抗凝血酶Ⅲ、人血红蛋白、人乳铁蛋白已进入临床试验。利用转基因山羊

乳腺生产的重组人抗凝血酶Ⅲ已在欧洲和美国上市。转入溶菌酶基因的山羊所产的奶

可以用于预防婴幼儿腹泻，已在美国上市。目前，进入临床试验的利用动物生物反应器

生产的重组蛋白药物已达１００多种。

３．疾病研究中的转基因动物模型

利用转基因技术精确地失活或增强某些动物基因的表达，可以研究特定基因的功

能，制成研究各种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目前已经建立起了多种人类遗传病（包括阿尔

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关节炎、肌肉营养缺乏症等）的小鼠模型。小鼠的解剖学、生理学都

明显有别于人类，因而利用小鼠模型研究人类疾病有许多局限性。转基因狨猴是研究传

染病、免疫学和神经障碍性疾病的很好的模型。目前已制备了含有导致肌营养不良的突

变基因的转基因狨猴和含绿色荧光蛋白（ＧＦＰ）标记基因并可以遗传给后代的转基因狨

猴，这些狨猴模型有望用于研究帕金森病等疾病。

４．其他

转基因动物在人类器官移植、环境保护、工业品生产、稀有物种保护等方面也发挥着

重要作用。转基因动物是人类最好的器官库，能提供皮肤、角膜、心脏、肝脏、肾等人类所

需的器官。２０１２年，澳大利亚科学家成功去除了猪的半乳糖苷酶基因，为把动物器官移

植到人体铺平了道路。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有效提高了转基因动物的生

产效率，拓宽了动物克隆技术的应用领域。２００９年，西班牙科学家首次克隆出已灭绝的

布卡多野山羊。

　　二、国内研发现状

（一）植物转基因技术

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包括功能基因克隆、规模化遗传转化、品种选育、安全评价、产

品开发、应用推广等各环节在内的转基因育种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虽然研发的整

体实力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已拥有了抗病虫、抗除草剂、抗旱耐盐、营养品

质改良等重要基因的自主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在棉花、水稻、玉米等转基因作物的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１．抗生物逆境

抗虫棉的培育是我国独立开展转基因育种、打破跨国公司垄断、抢占国际生物技术

制高点的范例。转基因抗虫水稻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已获批准，转基因抗虫玉米的开发

也已进入环境释放阶段。在基础研究方面，科学家克隆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

性状基因，并进行了育种价值评估，为转基因作物新品种的培育储备了有利用价值的基

因资源。多家科研单位已利用鉴定的Ｂｔ基因分别转化了水稻、玉米、马铃薯等作物，获

得了农艺性状良好的抗水稻螟虫、玉米螟、马铃薯甲虫的转基因植株。利用ＲＮＡｉ技术

研发转基因抗虫、抗病毒作物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２．抗非生物逆境

近几年，科研人员克隆和分析出许多与植物抗非生物逆境相关的基因。把这些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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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植物中，可显著提高转基因植物的抗非生物逆境能力。目前已从小麦、水稻及耐逆

植物山菠菜中克隆的相关基因有：与耐逆性相关的干旱应答元件结合蛋白（ＤＲＥＢ）类调

控因子基因、甜菜碱脱氢酶基因、麦Ｎａ＋／Ｈ＋反向转运蛋白基因及山菠菜脯氨酸转运蛋

白基因等。在目前处在研发阶段的抗逆作物中，转基因耐旱玉米发展得最快，其中转

犃犅犘９基因玉米已经有多个品系进入中间实验阶段。

３．产量提高

近年来，我国围绕水稻、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开展了大量的研发工作，在与产量

相关的功能基因的挖掘方面取得了较出色的成绩。水稻基因组图谱的测序工作完成后，

越来越多的控制水稻农艺性状的功能基因被克隆出来，从而在分子水平上加深了对水稻

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理解。水稻分蘖调控新机制的发现，对水稻产量的进一步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

４．品质改良

国内有关营养品质改良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蛋白质与氨基酸的改良

方面，在作物、蔬菜、瓜果等各个领域中都有阶段性的创新成果。例如，在小麦中引入高

赖氨酸蛋白基因，可使种子中蛋白质及其赖氨酸的比例都提高１０％以上；利用转基因技

术，可使水稻籽粒中直链淀粉的含量大比例下降；在拟南芥和烟草中引入利什曼原虫的

蝶呤还原酶（ＰＲＴ１），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植物叶酸的含量。

５．养分的高效利用

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养分高效植物基因型的筛选及表型分析上。其

中有较大进展的研发主要集中在水稻上。科学家已克隆了在植物中具有提高磷效率的

转录因子ＯｓＰＴ′Ｆ１蛋白和对磷高亲和的转运体Ｐｈｔ１的家族成员ＯｓＰｈｔ１、２和ＯｓＰｈｔ１、

６；对水稻中氮高效转运蛋白ＮＲＴ２的家族成员的功能及其相互作用也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逐步了解上述基因的表达方式及其作用，有助于理解植物在氮磷养分缺乏条件下做

出的适应性反应，并为利用基因工程改良植物以提高其对土壤氮磷的利用效率奠定了

基础。

６．工业用／药用

近年来，我国在利用植物生产药用蛋白领域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目前，我国的抗

体、疫苗和药用蛋白已达２４种，包括人源抗狂犬病毒单克隆抗体、人凝血Ⅸ因子、降钙

素、乳铁蛋白等。生产这些药用蛋白所用的植物种类包括番茄、烟草、樱桃、马铃薯、紫花

苜蓿、水稻及生菜等７种。例如，人源抗狂犬病毒单克隆抗体在烟草中获得了表达，肠致

病性大肠杆菌的编码Ｆ４ａｃ菌毛亚单位蛋白在烟草叶绿体中获得了表达，利用水稻胚乳

细胞生产的人血清白蛋白产品已注册并在国内及欧美销售。

（二）动物转基因技术

１．动物遗传改良

（１）动物转基因抗病育种。我国近几年在动物转基因抗病育种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

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２００９年，利用ＲＮＡｉ技术和体细胞核移植技术获得了抗蓝

耳病的转基因猪，其蓝耳病的感染率明显下降；获得了转溶菌酶基因的转基因猪，实现了

仔猪抗腹泻。２０１１年，获得了表达犜犔犚４基因的转基因绵羊，这种绵羊对病原体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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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清除能力；获得了表达抗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ＩＢＶ）的小ＲＮＡ转基因鸡，这种鸡

表现出良好的抗ＩＢＶ病毒复制的能力。

（２）提高产量／品质改良。在产量方面，建立了具有快速生长效应且能稳定遗传的转

“全鱼”生长激素基因的黄河鲤家系，其第一代的平均体重即达到对照鱼的１．６倍；２０１０

年，获得了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敲除的转基因猪，提高了产肉率。在品质改良方面，培育

出剔除了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的转基因肉牛，提高了肉质；２０１０年，成功获得了富含ω３

不饱和脂肪酸的转基因牛，大幅提高了肌肉和脂肪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为提高人类

健康水平提供了新的动物产品；获得了转乙酰丝氨酸硫化氢酶等基因的绒山羊，提高了

产绒量和质量。

２．生物反应器产品

生物反应器产品的多样化逐年加强。目前已从牛的乳汁中生产出一些人类蛋白质

药物，这些药物包括抗凝血酶、纤维蛋白原、人血清白蛋白、胶原蛋白、乳铁蛋白、糖基转

移酶、蛋白Ｃ等。２００９年，获得富含人乳铁蛋白的转基因牛，牛奶中乳铁蛋白的含量达到

了目前国际报道的最高水平。２０１１年，初步纯化了山羊乳腺表达的人乙肝疫苗抗原，进

一步拓宽了动物乳腺生物反应器的应用范围。２０１２年，获得了含有转乳糖分解酶基冈的

克隆牛，有望给患有乳糖不耐症的人群提供“放心奶”。

３．疾病的转基因动物模型

人类神经系统疾病、肿瘤、心血管疾病、皮肤病、传染病等领域的转基因动物模型已

经被开发出来。在凝血因子Ⅸ基因剔除小鼠的基础上，在基因组中建立了整合有含特定

点突变的人凝血因子Ⅸ基因表达载体的转基冈小鼠家系，为血友病的研究提供了更接近

临床实际的动物模型。在人类疾病模型猪方面，成功获得了人类亨廷顿舞蹈症的转基因

猪模型和抗超急性免疫排斥的基因敲除猪；２０１１年，在世界上首次建立了对糖尿病和心

血管并发症的研究有重要应用价值的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ＰＰＡＲγ）基因敲

除猪模型。

４．其他

（１）动物遗传资源的保护。我国已经开展了体细胞克隆与胚胎工程等研发工作，先

后获得了体细胞克隆牛、克隆羊等动物，建立了大规模的较为完善的生产技术体系。利

用高技术进行动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也将在不久取得重大进展。

（２）为人体器官移植提供供体。２０１０年，我国成功研制出敲除α１，３半乳糖苷转移

酶基因（犌犌犜犃１）的近交系五指山小型猪，向创建器官移植猪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利用

转基因猪可以制备人体心脏、肝脏、肺、肾等各器官和组织，从而为人类源源不断地提供

可移植的异体器官。

　　三、趋势及展望

以“组学”和合成生物学为特征的转基因生物技术，将对社会和经济产生越来越广泛

的影响。重要功能基因资源的挖掘将表现出系统化、规模化和高通量的特点。在目标性

状上表现出产量与营养并重、兼顾健康和环保的特征。种质资源的性状将拥有多种功

能，以满足社会日益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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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加强重要功能基因资源的挖掘

从微生物、特殊生境植物等生物中挖掘抗旱、养分高效利用、营养改良等功能基因是

当前研究的重点。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技术等新技术、新方法的发展，为规模化、高通量基

因筛选提供了快捷的手段。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新兴学科的兴起为农业生物技术的

发展注入了新的推动力。

２．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研发力度不断加强

转基因植物将从同一功能基因应用于不同作物种类，向一种作物种类同时拥有不同

性状功能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是多方向、立体式的。未来的复合型转基因作物将兼具

抗虫、抗除草剂、抗干旱和增加特殊物质含量等多种特性。

３．输出性状转基因作物日益丰富

新一代转基因植物将围绕改良产品品质、增加营养、提高食品的医疗保健功能、或用

做工业原料、增加农副产品的附加值等“输出性状”进行开发，使消费者直接获益。与以

防治病虫草害为目标的第一代转基因作物相比，新一代转基因作物将具有更为广阔的市

场前景。

４．转基因动物将为人类医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随着单细胞测序、转录组测序等现代高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产奶、生长、抗病及繁殖

性状相关的基因将不断得到挖掘和应用。转基因动物既可作为基因功能活体的最佳模

型，也可用于药物筛选和开发新型药物。利用转基因动物模型已经发现了与长寿、细胞

衰老和组织再生等相关的重要功能基因，该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在人类增寿、重大疾病的

预防与治疗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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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迅猛发展的生命科学

许晓风（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一、生命科学所面临的问题

（一）生命科学所面临的理论问题

与任何一门自然科学一样，生命科学所面临的，既有它理论上的问题，又有它应用方

面的问题，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作为一门直接关系到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我们自身

的福祉的科学，它所面临的问题，在理论方面主要包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是怎样

起源的，生物是怎样进化的等三个主要问题。如果简要地说，生命科学最重要的问题是

什么？那就是生命的本质。关于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大家都能够接

受的定义，尽管你翻开大英百科全书或我们国家的辞海、辞典都对生命有一些定义，但都

是描述性的，没有真正揭开生命的本质，这也是为什么在生命科学领域里面，会有宗教，

不能把宗教那些上帝造物的思想排除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搞清楚生命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

紧随着生命的本质之后就是生命到底是怎么起源的，是由物质演化过来，还是上帝

创造的，这个问题也是困扰生命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现在有人在试管里面，

试图合成试管生命，我们从莫勒那个实验开始，只能合成有机小分子，在试管里面只能合

成蛋白质，合成核酸，但是我们还不能合成生命。所以生命究竟是怎样起源的？它３８亿

多年的历史怎样演化过来，我们还不是很清楚，这是我们生命科学所面临的第二个理论

问题。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如果生命是由物质演化过来的，最早存在原初母细胞，我们地球

上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生命，从微生物，植物，动物，到我们人类。如果是由最初的原初

母细胞演化过来的话，这个演化的最基本的内在动力和基本的规律是什么也不清楚。这

就是我们生命进化的问题，尽管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进化理论，包括大家清楚的达尔文的

自然选择学说、木村资生的中性进化学说等，但是还没有把进化的原动力究竟是怎样的

说清楚。所以我们生命科学所面临的理论问题至少有这三个根本的问题。

（二）生命科学所面临的应用问题

与任何一个自然科学，都是要解决我们人类自身发展的问题一样，我们生命科学所

要解决的所有的应用问题都是跟我们人类自身发展息息相关的。例如说人口问题。我

们人也是由生物分子组成的，我们自认为是高等动物，但是真的比别的生物高等吗？从

生物学这个本质来说大家是一样的，应该说天下生命，地球的生命是共同起源的，没有谁

比谁更高级一点这样的说法。但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进行生命科学的研究，就是

要解决我们人类生存发展中所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其中之一是人口问题，其次是粮食

问题，我国现在已经是解决温饱问题了，世界还有许多人处在饥饿中间，像非洲很多的老

百姓还在饥饿状态中，粮食问题也是世界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每个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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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关心的健康问题，我们众多的一些疾病，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突然发生的爆发性的疾

病的解决，包括我们人类自身很多遗传疾病的解决也都离不开我们生命科学的进展。离

不开我们生命科学长期艰苦卓绝的探索。像我们许多的疾病，从禽流感，到ＳＡＲＳ，到前

不久的德国大肠杆菌，肠道出血病，还有遗传疾病不说，经常爆发意想不到的流行病害，

曾经有一个报道，历史上有几次大的瘟疫，几乎可能使人类灭绝，最多造成几亿人死亡，

所以人类疾病问题特别受到关注。第四个要解决的应用问题是环境问题。如果我们经

常到野外去就不难发现，我们国家一级水源已经很少，随着我们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环

境问题日趋恶化，现代农业使很多物种灭绝。我最近做了有机农业怎么使环境改善和修

复的调研，发现我们曾经灭绝了３０年的物种，在有机田里蓬勃兴起，所以环境问题是我

们每个人都面对的问题，此外还有其他应用问题。例如，能源问题，最终解决途径也依赖

于我们生命科学的进展，因为在地球上所有的资源里面，惟有生物资源是可以再生的，其

他资源不可再生，包括煤炭、石油都是不可再生的。生物能源是可以再生的，是可以循环

往复地利用的，所以能源问题也有赖于我们生命科学的进展。

人类将来被毁灭的话，就是自身把自己的生存环境给毁灭了所造成的。所以环境已

经提到特别重要的地位，我们现在地球环境发生了急剧的，不利于人类和整个生物生存

的变化，包括我们的大气层里面臭氧出现波动，北极和南极冰川融化，这样大的气候环境

的改变，如果我们不从生命科学这个角度对这些问题给予深刻的认识和大量的研究，这

些问题都是很难解决的。

上面谈到的生态失衡问题，人口爆炸问题，所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我们生

命科学研究的进展，而且生命科学这么多年的发展，都是围绕这些理论问题和实际应用

问题的解决而取得进展的。任何一个从事生命科学教学的老师，及研究工作者都应该把

生命科学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包括对理论问题进行思考，对应用问题怎样付诸行动）铭记

于心，不使生命科学的教学或科研迷失方向。

　　二、生命科学的重大进展

由于基因组计划的开展，生命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整个生命科学研究的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以往只是对个别生命现象进行研究，现在则是整体系统地去开展

研究，研究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当初人类基因组计划是计划花十年时间，２０亿至３０

亿美元，把人类３０亿个基因测定完毕，现在的技术进步到了什么程度呢？测一个人类基

因组草图，估计一个礼拜时间、大概花１０万人民币就可以将草图拿到。这就是基因组计

划带来的技术进步，使整个生命科学研究的视野和研究的技术手段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一）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与表观遗传学

由于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在生命科学领域里面形成了新的分支，尤其以组学为代表

的，比如结构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比较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表型组学

和代谢组学、ＲＮＡ组学，还有药物基因组学等一系列新的学科同步兴起。这些领域里面

的成就真是日新月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从事生命科学的人，如果不熟悉生物数

据库，就很难跟上日益发展的生命科学研究的脚步。这是生命科学的第一个重大进展，

就是基因组学的兴起带动了一系列组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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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由于基因组学的发展使一门崭新的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将生物学

和信息技术与我们生物学知识融合起来一种崭新的学科崛起。这门学科叫生物信息学，

现在国内已有一些高校开设了生物信息学这样一个新的专业。而且在西方有一些发达

国家，有种说法是如果不懂生物技术，不懂信息技术就是科盲。要掌握生物技术首先就

得熟悉网上所有的生物信息资源，而这正是目前从大学到中学都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以后必须认真加以解决。在生物信息学这个领域，作为一般生物科学工作者不需要在生

物信息学领域里面做高深的研究，只需要我们把生物信息学给我们提供的平台加以有效

利用，有效地去利用挖掘提供的技术和提供的信息，这就是我们生物学工作者要做的事

情。生物信息学作为新兴学科，是引领整个生命学发展的一个动力源泉之一的学科。

生命科学第三个方面的进展，是发育生物学研究不断深入。对高等生物来说，不像

单细胞生物，只有细胞分裂没有发育现象。生长发育是高等生物重要的生命现象，高等

生物从受精卵细胞，发育到完整的个体，直至死亡，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重要的生命现

象，怎么样把这些生命现象里面的内在的生物学规律搞清楚，是我们发育生物学所关注

的问题。在发育生物学领域里面，是用很多一些模式生物作为研究对象的，比如研究人

的发育，不可能直接以人作为研究对象去研究。我们只有通过猿、猴等灵长类生物作为

模式对象进行研究，研究它们的发育规律，研究它们跟发育相关的所有的基因，它们是以

怎样的一种网络关系高度有序地持续表达的，怎么高效调控，使个体完成发育，使组织器

官产生出来的。这块也取得了很多的进展。

第四个方面也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热的一门领域，叫干细胞研究。干细胞是细胞生物

学重要的研究内容，干细胞是我们细胞生物学最有用的一种研究模式细胞，这种模式细

胞没有分化到末端细胞，可以分化成不同的组织器官。干细胞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它

为很多遗传性疾病的治疗、器官移植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干细胞研究是特别重

要、特别热门的一个领域，也是取得众多成就的一个领域。

第五个方面，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小分子ＲＮＡ，受到了特别热门的关注。小分子

ＲＮＡ之所以到最近几年才受到如此的重视并不是它以前不重要，而是以往研究ＲＮＡ难

度大，与蛋白质和ＤＮＡ比起来，它很不稳定，采用一般分离技术往往是不容易得到ＲＮＡ

的。实际上分子生物学研究，发现ＲＮＡ在生命的任何生命活动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究其根本原因是，生命的始作俑者就是ＲＮＡ，已经有一个关于生命起源也受到世

界广泛认同的假说，叫生命起源的ＲＮＡ世界假说。这个假说是目前最受广泛认同的一

个假说。以往关于生命起源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是先有ＤＮＡ，还是先有蛋白质，类似于是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因为ＤＮＡ复制需要蛋白质，才能够复制，而蛋白质又是ＤＮＡ

编码的，这两者到底谁先谁后，一直争论不休。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个逻辑悖

论，没有解决。但是自从提出ＲＮＡ世界假说以后，这个悖论问题就不存在了，ＲＮＡ既有

ＤＮＡ遗传物质的功能，储存遗传信息，自身又有蛋白质的功能，有催化活性，身兼两职。

只是后来它把它的两个功能分别交给ＤＮＡ和蛋白质，所有的生命活动调控都离不开

ＲＮＡ的参与。

生命科学第六个方面进展，就是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实际上人类特别想搞清

楚自身智力活动，就是我们思维活动的内在规律，聪明，智慧以及我们意识发生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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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个搞清楚，将来人类智商的物质基础就能够搞清楚，我们所有的行为活动，心理

活动的物质基础便可破译出来。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得益于高空间和高时间分辨率成

像系统和信息处理技术，这使我们对各种意识活动的神经传导特点，神经传导基础可以

进行定性定量的研究，所以在这个方面也取得很多的成就。

第七个方面是宏观生物学的进展。我们生命科学的关注范围十分宽广，从分子到细

胞到组织器官到个体，然后到群体到群落，乃至到整个生物圈到全球的变化。宏观生物

学也取得了很长足的进步。这么多年，宏观生物学放眼全球变化，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它

特别注重生态系统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就，对我们人

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全球变化问题，提供了很多对我们整个人类的决策有参考价值的理

论成果。

第八个方面的研究成就是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我国这方面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我国前两年启动了农业基因组计划，启动基金３００亿元，利用生物技术进行转

基因动物，转基因植物的培育，使基因在动物，植物、微生物三界生物间实现转移和重组，

创造出新的优质、高产、抗逆的新物种。这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带来了以农作物或者畜

牧业主要品种基因组计划的开展。我国目前至少有２０、３０种主要农作物品种，养殖的品

种在进行基因组的测序，棉花，烟草基因组计划在开展，很多蔬菜基因组计划在开展，水

稻基因组是我们中国人完成的，家蚕基因组是我们中国人完成的，最近还有地方猪两个

品种基因组计划在完成之中，只是相关数据还没有报道出来。

２１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这个说法不是凭空所说的，是有它的事实依据的。根据

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统计，全世界收集的学术刊物４５００余种，即我们通常讲的ＳＣＩ期刊，

发现其中生命科学占了一半还多，这个还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统计这４５００多种期刊里面

真正有影响的刊物，即有影响力的刊物。影响力通常是用一个叫影响因子的数据来表述

的，对一个杂志的学术影响力，如果影响因子大于１０，这样的期刊在世界上都是顶级期

刊，统计这个影响因子在１０以上的超一流学术刊物发现，８０％左右都是生命科学期刊。

影响因子在１０以上的超一流刊物中，既有涉及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总论类刊物，如

大家特别熟悉的“Ｓｃｉｅｎｃｅ”和“ｎａｔｕｒｅ”这样的杂志，它们是世界顶级的涵盖自然科学各个

领域的期刊，这两种期刊里面大概６０％以上的内容是跟生命科学相关的，也有涉及各专

门领域期刊。在各专门领域期刊里面，化学类期刊仅有两种，物理类５种，数学类１种，

生命科学类则多达３８种，由此可以看出，生命科学独占鳌头。说明这个学科是多么的兴

旺发达，如果没有那么多人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没有那么多科研成果，是不可能有这么

多高质量的期刊的，也不可能有这么多大篇幅地以生命科学作为主打的报道内容的。事

实证明，现在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人员最多，生命科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最多，生命科

学发表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也最大。

为什么说２１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这是有它内在的根源的。在我们地球上，甚

至在整个宇宙里面，只有三种现象，一种是物理现象，一种是化学现象，一种是生命现象，

除此找不出第四种现象。要有就是由于生物产生的所谓精神现象，而精神现象实际上是

由生物现象衍生和派生出来的现象。在这三种现象中间，只有生命现象包含了物理、化

学现象，而且所有的生命活动规律不违背物理规律和化学规律，但是拿所有的已知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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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律和化学规律不能完全揭示生命现象的内在规律，所以生命现象有它的特殊性。而

我们人类作为生物的一分子，所有跟生命现象相关的东西，都跟我们人类发展进步密切

相关，甚至跟我们生存都密切相关。所以说生命科学研究对象最神奇，最有魅力，因为它

们跟我们人类直接密切相关，而健康，人口，环境更是跟我们人类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此外，生命科学研究的领域最为广泛，可以研究生物物理，可以研究生物化学，可以研究

生物电学，可以研究生物的神经冲动，生动的意识产生机理，无所不包。研究领域最为广

泛，问题最为复杂，就最简单的细胞里面的社会管理，比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管理要高

级、精巧、复杂，其程度高得肯定不在一个数量级之下，肯定要复杂几个数量级。社会上

所有的东西在细胞里面都存在，而且都比人类发明的这些系统要精妙得多，因为细胞经

过了３８亿年时间的检验。它里面蕴藏的规律，表现出的精妙的调控机制是人类几乎无

法想象的。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特别广泛，问题也特别多，生命科学与人类的生老病死，健

康长寿，喜怒哀乐，及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都是密切相关的，没有哪一个人类活动能离开

生命科学的相关领域。

生命科学研究的进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现在我们每一个

人就是一般老百姓，甚至文盲都知道基因是一个什么概念，所以生命科学会极大改变我

们的观念，我们对科学生活的认识，对科学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观念，科学的生活方

式，都离不开生命科学的进展。

生命科学相关的生物技术，是我们新世纪的支柱产业。以美国为例，几乎每年以

５０％的速度递增。例如，胰岛素，现在用胰岛素很方便，但是在２０年前、３０年前，那个时

候用胰岛素，只有高干才能有机会用到。现在为什么能够普及，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

自己拿一个简易针给自己打一针就完事，３０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这就得益于我们的生

物技术，原来必须从人或者其他动物内脏提取胰岛素，提取量很少，现在把人的基因转到

微生物里面发酵，发酵罐一摇就产生很多胰岛素出来。现在还有人的生长抑素这种蛋白

十万头羊脑提取一毫克，你说那需要多少钱，但是把这个基因转化到微生物体内、通过发

酵，很快就可实现大批量生产。所以说生物技术是未来新兴产业，只要有好的生物制品

基因，通过生物技术，通过发酵技术，便可以形成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所以，２１世纪是生

命科学的世纪这绝不是空穴来风，是有它内在的动力和我们人类发展的强力驱动的，我

们正在使这种生产力一步步走向现实。

基因组计划完成以后，对我们生命科学和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人类基

因组计划的完成，使我们的生物学出现了基因组学这样的新兴学科，基因组学跟人类健

康有很重要的关系，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学科的发展进步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建立了

如计算生物学，理论生物学，生物技术学等这样的一些新兴的学科，所以人类基因组计划

完成以后，对整个人类社会，对生命科学，甚至于整个自然科学的领域产生革命性的影

响。这个计划的社会意义、科学意义是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的。

如果我们酵母菌的第３号染色体，只相当于有１４页厚的一本书，人类基因组有２００

本一千页厚的书，都是ＡＴＣＧ这样四个字母排列出来。这样一本天书，怎么把这个数据

读出来，就产生了一门新的集生物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于一身的新型学科，叫生物信

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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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小鼠的基因组、人类基因组相继测序出来，通过两种基因组比较发现，原来小鼠

和人在外观上面，在生活习性上面差异那么大，但是在它的基因组水平上面，人的基因组

和小鼠的基因组差异很小，只是排列方式不同而已。我们跟小鼠有８５％以上的基因是同

源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生物是一家，小鼠跟我们人差异那么大，但是它基因跟

我们差异很小，我们通常以小鼠作为模式生物研究人类生长发育各种疾病的一个模式生

物，是有它的遗传物质基础的。那么人类基因组计划测序完以后，人类基因组这个草图

提供了哪些基本信息呢？我们看出来，人类基因组总共有３１．６５亿个碱基组成的，大约

含有３到３．５万基因，现在进一步通过验证，大概在２．５万个基因左右，而这２．５万个基

因跟线虫的同源性达４３％，跟果蝇有６１％是同源，与蛋白质合成相关的基因，只占整个

基因组的２％，比例很小，这些基因跟酵母的同源性也高达４６％，所以这里更能看出来，

生物是从简单到复杂演化过来的，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天下生物有很多共同的基因

背景。

基因组序列测定出来了，有那么多生物数据，怎么把这些生物数据进行合理的分类

储存、挖掘，找出里面内在规律来，这样就产生了一门叫基因组学的新兴学科，研究基因

组结构的叫前基因组学，研究基因组功能的叫后基因组学。后基因组学主要研究的是蛋

白质组学、转录组学、代谢组学、药物基因组学等。基因组学主要研究ＤＮＡ水平上面的

基因组的结构，组成结构的内在规律的一个学科。转录组学研究ＲＮＡ的组成，不同细

胞、不同生物，所有ＲＮＡ的种类、数量、丰度、功能等。蛋白质组学研究生物体内功能分

子，蛋白质，它们的数量、种类、功能，或者说研究一个细胞内，一个组织器官内，或者一个

个体内所有的蛋白质的组成、结构、功能。蛋白质组学常用的技术就是用二维电泳和质

谱，打飞行质谱，这样来把一个组织、一个细胞、一个器官、一个个体不同发育阶段，不同

生理状态下蛋白质表达的数量、水平、丰度、功能进行系统研究。

现在特别强调的就是功能基因组学或者蛋白质组学。什么叫蛋白质组呢？蛋白质

组指的是一种基因所表达的全套蛋白质，蛋白质组学指的是在整体水平上研究组织、细

胞、器官、个体的蛋白质的种类、数量、功能的一门学科。蛋白质组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

括：蛋白质的分离和鉴定，以及很多蛋白质加工、修饰和成熟过程，还包括蛋白质功能的

确定。

转录组学主要是把所有的小ＲＮＡ克隆出来及分析，然后把小ＲＮＡ的种类数量搞

清楚以及功能搞清楚。这需要计算机分析，利用小ＲＮＡ的结构特征预测这些基因组里

面有哪些可能是小ＲＮＡ。还可采用基因克隆法，即根据小ＲＮＡ的特征，设计引物把它

克隆出来。还可根据小ＲＮＡ发挥作用往往要跟蛋白质结合在一起形成核蛋白复合体，

把这种复合体分离出来，然后把蛋白质和小ＲＮＡ分离，再把小ＲＮＡ克隆出来。

曾经有一位很有名的叫（艾勒布利斯贝）的生物信息学家，认为只需花半天时间在网

上看生物信息，把握生物信息的研究动态，便可以节省你在实验室里半个月以上的时间，

如果你不做生物信息的分析处理，你的研究往往是不会做到有的放矢的，不会做到有针

对性的，通过生物信息分析既能把握整个生命科学进展动态，又能给你研究提出指导性

的研究方向。

现在有全球共享的分子数据库，或者也叫三大主要的核酸序列数据库，这是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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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的，三大数据库分别是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ＥＭＢＬ，第二个是美国ＮＣＢＩ，美国

国立卫生院管理的，叫ＧｅｎＢａｎｋ，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国内有人把这个ＧｅｎＢａｎｋ

翻译成基因银行，就是把所有的生物数据储存到这里面，全世界人都可以调用。第三个

是在日本，日本管理的叫ＤＤＢＪ，三大数据库，数据结构不同，内容是基本相同的，它们是

不断进行信息交流的，大家是信息共享的，而且是全世界共享的。ＮＣＢＩ的ＧｅｎＢａｎｋ里

有很多子库，除了分子生物的信息在里面以外，还包括生物医学相关的文献等等，这个大

家一定要抽空去熟悉一下这个数据库。这就是ＮＣＢＩ，这个数据库的主页面。在这个设

施里面有很多子库，你要搜索什么东西，你可以搜索出来，比如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基因

组那个数据库，那个子库里面去找，各种生物基因组的数据，比如说人类疾病相关的基

因，可在人类相关疾病的基因子库里面去找。

还有很多的蛋白质的数据库，都是很有用的数据库，比如国际共享的数据库ＰＩＲ和

ＰＳＤ，是比较全的两大蛋白质数据库，大家可以根据网址，直接可以链接到网上，都是免费

的，还有第二个蛋白质数据库，里面的蛋白质都是通过实验验证的，它的功能都是验证

的。ＰＲＯＳＩＴＥ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收集的生物学有显著意义的蛋白质位点和序列模拟，

当有一个未知的蛋白质，你要找它可能的功能是什么，可以在这个数据库里面进行比对，

它可以提示你未知蛋白质是哪一类功能的蛋白质，这个数据库有这个好处。第四个是

ＰＤＰ蛋白质数据库，这是国际上唯一的生物大分子结构数据档案，这是蛋白质结构数据

库，蛋白质的二级结构三级结构，可以进行蛋白质高级结构模拟。

其他还有很多功能数据库。

下面再介绍一下我们理论生物学研究进展里面另外一块重要内容，叫表观遗传学和

表观基因组学。我们经典的遗传学研究的是我们基因及其基因的传递规律，基因的变异

规律，基因的表达和信息实现的规律。但是后来通过很多的研究发现，我们有一些性状，

它的基因并没有发生变化，基因序列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性状却发生了改变，而且这种改

变是可以遗传的，这种不是由于ＤＮＡ分子序列发生变化，而是由于碱基发生了修饰导致

表型发生的可以遗传的改变称为表观遗传。研究这种表观遗传现象的学科叫表观遗传

学，因此表观遗传学有时候也称它为实验遗传学。表观遗传学是指即非基因序列改变所

致的基因表达水平发生变化，而且导致外观发生可遗传的变化的这样一种遗传学科。基

因序列完全一样，但是发生ＤＮＡ的甲基化，或者染色质变成了易染色质，基因不能表达

了，是这样一类遗传的情况。对应的表观基因组学就是研究基因水平上面这些修饰的一

个整体情况的一个学科。表观遗传的分子机制已经阐明的包括这几个方面：第一是

ＤＮＡ的甲基化，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表观遗传修饰的方式；第二是由于第二方的分子来干

扰基因的表达，比如ＲＮＡ干扰，使得基因的表达水平发生变化。第三是通过组蛋白的修

饰，组蛋白修饰以后，使基因发生沉默。第五是染色质的改型或者染色质的重塑，使基因

的表达水平发生很明显的变化。在这四种机制中间，甲基化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在我

们转基因植物里有很多基因转进去了，一开始两三代，外源的基因表达水平还可以，到第

三第四代，外源基因的表达水平越来越低，甚至都不表达沉默了，后来发现是外源基因的

甲基化造成的，所以基因并没有从转基因植物的基因组里面切除下来，而是发生了修饰，

使它不能表达了，也是发生了表观遗传的变化。



●
Ⅳ．其　　他 １９５　　

●

一般来说，在基因组里面发生甲基化修饰，都使这个基因转录水平下降，甚至关闭。

所以甲基化是关闭基因，去甲基化是使这个基因复活，这都是在酶的作用下引起的。

ＲＮＡ干扰在实际工作中间也有很多的应用，比如研究基因功能，进行基因沉默，基

因转录后的沉默，很多病毒性疾病的治疗，还有遗传性疾病的治疗，还有一些肿瘤的治疗

等，应用都很广。

表观遗传学与进化学说。进化理论里面有一个被否定的拉马克用进废退学说，现在

看来拉马克的学说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自然选择的很多性状，包括我们人工选择的很多

性状，实际上它的基因水平没有差异，就是它表观遗传学水平上发生了可遗传的变化，可

以把它选下来是有效的，如果这个表观遗传没效的话，如果不是因为表观遗传现象的话，

我们很多人工选择育种，它的理论依据是不成立的。最近我们昆明动物所有一位教授，

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认为农作物或者包括家禽家畜，它的人工选择育种有效性，主要是

在表观遗传水平实现的，人工选择就是表观遗传层面的选择，很多自然选择也有在表观

遗传层面发挥作用，所以自然选择不仅仅是在经典遗传水平上面发挥作用，在表观遗传

水平上有会发生效用。

（二）生物技术、克隆技术与干细胞工程

在生物技术里面，有三个重要的技术：一个是转基因技术，一个是克隆技术，还有一

个是干细胞工程。

转基因技术是指将外源基因转移到某种特定生物体中，使其在生物性状或者机能发

生部分改变，使受体生物的遗传发生改造，使外源基因在受体生物体内整合到它的基因

组里面去，能够稳定遗传下去，而且还要表达。接受了外源基因的受体生物，如果是植

物，或者是动物，或者是微生物，都叫转基因生物。其中接受了外源基因的植物，并能稳

定遗传外源基因的植物，叫转基因植物；同样的道理，转基因动物就是接受了外源基因以

后，也能够稳定地遗传下去的动物就叫转基因动物。在分子水平上面通过人为的技术手

段，把外源基因重组，导入到受体生物体内，让它稳定地在受体生物体内遗传下去的遗传

技术，叫转基因技术。将细菌里面的ＢＴ基因，是一种对昆虫有毒的毒素基因，转入到棉

花里面，它就产生毒素蛋白，就对棉铃虫有杀害作用，有时候我们把这种转基因棉叫做抗

虫棉。

目前转基因技术的进展速度很快。例如，１９９７年全球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是

１１００万公顷，到２００２年已经达到５８７０万公顷。为什么要转基因呢？而且现在转基因

又给大家提出来一个不敢吃转基因食品，转基因大豆油的问题。转基因食品大家都不敢

吃，实际上不是那么可怕，我们吃的所有的食物里面，自然界中转过多少基因你根本不知

道，只是我们现在通过人为转了基因你觉得很可怕，但是在自然界里面，我们遗传物质，

遗传信息，有纵向传递，有横向传递的过程，不同生物之间进行过很多的基因交流的，包

括在我们人类基因组里面，有一个Ａｌｕ序列在我们人类基因组里就有几十万个拷贝，它

是怎么来的？在我们基因组里面复制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可怕。

目前全球已经拥有的转基因的植物有多少种呢？有１２０多种，其中以大豆、棉花、玉

米、油菜、西红柿为主，转基因作物开始大面积商品化生产，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是

转基因在作物上面的应用，大凡要转的目的基因，要么是提高品质，要么是提高产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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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提高抗逆性，这就是目前的转基因植物。

再看看转基因动物，现在转基因的动物里面。例如转基因牛，把人乳的基因转到牛

乳里面，让牛乳里面含有人乳的一些营养要素，改善牛奶的成分，或者品质。再就是把一

些生物药用蛋白基因转到奶牛，从牛奶里面把这个药用蛋白提取出来。第三个是增加产

奶量，使奶牛的产量得到提高。

再来看看转基因猪。目前转基因的猪主要集中在这四个方面：第一，选育成高产优

质品种，比如选超级猪，现在我们所有的农作物，或者家禽家畜都讲究提高产品，提高品

质，提高抗性，优质高产，这是我们生产实践中间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二，猪还可以用作

研究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因为猪的很多器官跟人体相应的器官大小相关，猪跟人的

（亲缘）性也很高，基因同源性８５％以上，所以用猪作为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第三，用猪

来生产人类的药用蛋白，作为生物反应器，例如生产人的血红蛋白，现在在我们医院里面

药物用的一些蛋白经常会短缺。在转基因猪里面可以生产人类血红蛋白等制品。第四，

利用转基因猪生产人体的器官。

再看一看转基因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它的乳腺作为生物反应器，生产药用蛋白

上面，在我国就有这样成功的报道，１９９８年初上海医学遗传学就获得了５只转基因山羊，

这种山羊能生产一种药用蛋白，人的凝血因子。还有转基因鱼，２００３年美国得到了一种

能够发红色（荧光）的转基因斑马鱼，这种鱼很漂亮，在家里养的宠物里面如果有这样一

种鱼，它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是很好的。所以转基因技术在我们动物植物上都取得

了很多成就。

介绍克隆技术。所谓克隆，最早把它翻译成无性繁殖或者无性繁殖系，就是由一个

原始的母细胞通过无性繁殖繁衍出来的后代所组成的一个系，叫无性繁殖系。克隆技术

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第一个发展时期是微生物的克隆。一个菌落实际上就是一个无性

繁殖系；第二个发展时期是生物技术的克隆，扦插就是典型的无性繁殖，很多果树到现在

还是采用了扦插、嫁接这样的一些无性繁殖的技术。植物细胞培养、原生质体的培养、花

粉培养、花药培养产生的后代，都是无性繁殖系。在植物上面最早是胡萝卜、烟草，证明

了植物细胞的全能性，每一个细胞都可以最后通过培养以后，变成一个个体，最早证明细

胞是全能的；第三个发展时期是动物克隆，在动物细胞里面，高度分化的动物细胞有没有

全能性呢，第一个高等动物克隆成功是多利羊，这个由英国科学家克隆出来的多利，是由

乳腺细胞克隆出来的，乳腺细胞的细胞核要放到代孕母体的卵细胞，把卵细胞核去掉，把

要克隆的细胞核置换到那个卵细胞里面去，借用卵细胞里面的细胞质里的细胞因子，在

代孕母体里面才能完成这个克隆过程。所谓的动物细胞克隆不是像植物完全在试管里

面完成，必须借助代孕母体。最早的多利成功以后，又克隆了一个转基因的克隆羊，它是

在供体羊的细胞核里面转了一个人乳的基因进去，转了基因以后，再把核植换到代孕母

体那个卵细胞里面去，在代孕母体里面完成胚胎发育、长成个体来。尽管都是克隆羊，但

是一个是典型的克隆羊，一个是转基因的克隆羊。我国完成了克隆牛，还有人完成了克

隆猴、克隆猪等。但是关于克隆人的问题，主要是受到了伦理学的限制，现在还没有哪一

个国家是允许克隆人的。

另外一项技术即干细胞与细胞工程。生物体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这是细胞学说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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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单细胞生物就是一个细胞，不存在分化，只存在分裂产生新一代细胞，产生新的

个体。对于多细胞的高等生物来说，是多细胞的，不同的细胞随着分化，执行不同的功

能，产生不同的组织器官，甚至最后要衰老，不能再分化，不能再分裂。高等生物都是由

不同细胞分化成不同的组织器官，然后分化出不同的个体出来，但是细胞在不同的组织

器官里面，它的细胞分化程度不一样，它们的再生能力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类细胞，它们

一直不分化，或者它们分化程度一直不高，这类细胞叫起源细胞，比如胚胎细胞，它是起

源细胞，这个细胞可向任何组织、任何细胞类型去分化，所以这种细胞叫全能细胞，也叫

干细胞。干细胞工程，就是利用干细胞来做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干细胞即

起源细胞，是在细胞的分化过程中间，没有分化到它的末端，保留了分化能力的细胞，生

物体在发育过程中，保留了一部分没有分化的原始细胞称为干细胞。干细胞按照它的分

化潜能可以分为全能干细胞，如胚胎干细胞，只要经过不同的诱导，它就可以分化成不同

类型的末端细胞出来；有的细胞只具有一定的分化能力，不是所有的细胞它都能分化过

去，它只能分化成部分细胞，这种叫多能干细胞；还有一类细胞，快接近终端细胞，这种细

胞只能分化到一类或者一两类细胞类型，具有这样一种分化能力的细胞，叫单能干细胞。

如果按照发育状态，来对干细胞进行划分，可以分成胚胎干细胞，这是全能干细胞，还有

成体干细胞，大多为多能或者单能干细胞。全能干细胞是指具有形成完整个体的分化潜

能的细胞，例如胚胎干细胞叫全能干细胞。多能干细胞具有分化出多种细胞组织的潜

能，例如造血干细胞，神经干细胞，都是多能干细胞。而单能干细胞只能向一种或者两种

密切相关的细胞类型分化，比如上皮组织的基底层的干细胞等只有很小的一种分化性

能，称为单能干细胞。胚胎干细胞是目前干细胞工程里面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它们具有

发育的全能性，所以能分化出成体动物的所有的组织和器官，包括生殖细胞。因此研究

和利用胚胎干细胞是当前生物工程领域或者干细胞工程领域的核心问题。在未来几年，

胚胎干细胞移植，和其他先进生物技术联合应用，很可能在移植医学领域里面引发革命

性的进步，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前景，尤其应用前景，对人类很多疾病的治疗前景，都是十

分的诱人。相对于胚胎干细胞，就是成体干细胞，比如说表皮和造血系统，具有修复和再

生的能力，成体干细胞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在特定的条件下面，成体干细胞，或者产

生新的干细胞，就按一定的程度分化，形成新的功能细胞，从而使组织和器官保持生长和

衰退的一种平衡状态，这是成体干细胞所起的作用，造血干细胞，是体内各种血细胞的唯

一来源，它主要存在骨髓、外周血和脐带血中间。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是治疗血液系统疾

病、先天性遗传疾病以及多发性转移性肿瘤疾病的有效方法。所以造血干细胞的细胞工

程，也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它与骨髓移植和外周血干细胞移植相比，汲取了干细胞移植

的长处，无来源的限制，对配型的要求也没前两者那么高，也不易受病毒和肿瘤的污染，

所以在骨髓移植和外周血干细胞工程当中，脐血干细胞的移植受到的重视更甚。

神经干细胞的研究尽管现在还是在一个比较初期的阶段，但是从理论上来分析，任

何一种中枢神经疾病，都可以归结于神经干细胞功能紊乱，比如说给帕金森综合征患者

的脑内移植带有多巴胺生成细胞的神经细胞，就可以治愈部分患者的症状，所以它的医

学应用潜能很大，很诱人。你想阿里拳王的帕金森综合征通过干细胞移植，就不那么颤

抖，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情，帕金森患者很多，如果取得成功的话，将来创造的社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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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那是无法估量的。

干细胞归纳起来，到底有多少用途呢？可以治疗遗传性疾病和恶性肿瘤，这是第一

个方面的应用。第二可以以干细胞为种子，培育成某些组织和器官，以这个为种子，通过

组织培养，然后诱导它分化成不同的组织和器官用于移植医学。这样，现在器官移植的

组织排异、找配型很难的问题便可通过自身干细胞培养、诱导，形成一个新的组织器官来

解决了，排异的问题也解决了，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这给需要器官移植的众

多的患者会带来一个很大的福音。第三个方面是抗衰老延年益寿。古代的皇帝喜欢长

命百岁、万寿无疆，甚至于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做不到，但是通过干细胞、干细胞工程，使

衰老的组织器官移植一些干细胞，达到抗衰老和延年益寿的目的。目前干细胞在治疗医

学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很多科学家都认为，干细胞可能成为一种拯救生命

的有效手段。现在取得成功的有用小剂量的造血干细胞使患者骨髓再生，避免了肿瘤病

人进行自体骨髓移植时所致的瘤细胞污染。再例如成熟的神经系统存在的干细胞，在某

些因素的诱导下，可以增殖和定向分化，给神经退行性疾病，骨髓损伤患者带来无限的希

望。干细胞工程也是目前生物医学研究领域里面一个十分热门的研究领域，不断有新的

令人振奋的成果报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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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中的“重要概念”

李朝晖（南京晓庄学院）

　　概念是对事物的抽象或者概括。具体地说，概念是共同具有某些特征或者属性的事

件、物体或者现象的一个抽象概括。换句话说，是由相近、相似的事件，想法、物体或者人

所组成的一个集合。在我们科学领域中的概念，主要描述一种相对复杂的体系。其复杂

性表现在不仅仅是对客观物体的简单分类，同时，它更是一个有逻辑性，并且具有相互关

联的综合体。

１．１　概念

作为一个概念，通常包括三个要素。第一，就是概念名词，或者我们称之为概念术

语。所谓概念名词，是对概念的一种指代。当人们对同样的术语有着相同的内涵认定

时，使用概念术语的交流，就使交流变得快捷和流畅。我们知道，术语在课堂教学中，我

们教师还是习惯这种传递方式来进行生物学包括其他自然科学的概念传递；概念第二个

要素，就是指概念的内涵。概念的内涵关键是在于其揭示了概念的本质属性及其特征，

而且是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概念的本质。我们知道，对于一个概念，其内涵把握，对概念

的理解是极其重要的。概念的第三个要素就是概念的外延。所谓外延是指具有概念所

反映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对象，通常也称之为概念的适用对象。

围绕概念三个要素举一个例。光合作用是生物学教学中频度很高的一个名词。

光合作用本就是一个概念名词，或者我们称之为概念术语。同时，光合作用可以表述

为，所谓光合作用是指绿色植物利用太阳能，也就是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储存了

能量的有机物，同时，释放氧气。这样一个陈述句的表述，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概念第二

个要素，就是概念的内涵。在这个概念中，可以看出，光合作用，这个概念的适用对象，

也就是概念的外延主要是绿色植物。绿色植物作为概念的外延，成为它的第三个

要素。

１．２　生物学重要概念

所谓生物学的重要概念，对于生物学科来讲，它是我们生物学课程内容的一个基本

组成。生物学的重要概念，特别强调这样一批概念处于生物学科的中心位置。它包括对

生命的基本现象、基本规律、基本理论的理解和解释。重要概念对于我们的学生学习生

物学以及相关的学科，是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大家可以从这段表述中看出，强调的重

要概念和一般概念的比较，主要是在于它在学科中的地位。

学好生物学的重要概念的意义，可以从本次课标修订看出。此次课标修订的一个重

大的核心，就是在于凸显重要概念的传递。为此，在课标中围绕生物学１０个一级主题，

突出了适合七八年级学生学习和理解的５０个生物学重要概念。其字词接近２０００多。

可以看出，重要概念是此次课标修订的一个重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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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概念理解的误区

目前，在教师中对于概念的理解存在着一些误区。在这里主要总结成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误区就是将概念等同于术语，或者是前面讲的概念名词。第二种误区是将概念理

解成为定义。第三种误区，将一些事实性的表述等同于概念。这些误区会造成对概念的

理解出现偏差以致影响教师在教学中概念理解把握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对跟概

念相近的这些词之间的这种差别，做一些比较。

概念与术语

先来看一看概念和术语的区别。所谓术语，其实就是一个词，词并不是一个概念。

作为一个词本身，只是代表或者标记概念的一个符号而已。而且作为同一个词，不同的

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当理解不同时，尽管运用同一术语，但相互之间传递时，信息是不

对称的。由于术语比较简练，所以是概念一个重要传递形式之一。在使用概念传递进行

交流时，术语的交流是非常有利的。术语交流是非常有利于新概念的学习。有一个重要

的前提，就是参与交流的人，必须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术语的背景信息，这样才使得他们之

间的交流是对称的，而且更有利于新概念的学习。作为科学教育本身来讲，实际上只有

理解了术语而最终理解概念，这才是我们作为科学教育一个本质目的。

另外，请老师要注意的是，你所教学生，他知道这个术语，但是其实，他对这个术语的

理解，特别是这个术语所代表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把握不准确的。所以知道术语，不

等于学生就理解这个术语所代表的概念的本身的含义。另外作为教师本身，如果将术语

和概念之间画等号，有可能认为的理解概念，就是让学生熟练地掌握术语。科学教育本

身有很多科学概念，实际上就是被老师描述成若干字词字眼，而实际上，对于这些字词字

眼，当其概念内涵和外延没有界定清楚时，实际上是无法提出或者是解答的实际问题，这

些是概念和术语的区别。

概念与定义

误区二，概念和定义之间的区别。概念和定义的表述有十分相近的地方。在一些考

试题型中，经常会出现名词解释。那么一个名词解释，似乎就是给这个名词下定义。其

实作为概念和定义两者之间，又不是完全相同的。例如，定义的表述方式是以“某某是什

么什么”来表示。通常这样的口吻是十分肯定。但是作为概念描述，由于概念主要是确

定一类事物的本质，所以有时概念表述是不用“是什么”来表示的。第三个，一个定义确

定之后，往往会随着学生年龄增长、所学知识的增加，同样一个定义，会不断地发生变化，

定义不断地加深，不断地深入，一旦把定义完全等同于概念，就会导致学生对后续学习产

生一种困惑。同样是光合作用。从初中讲光合作用。到高中再学光合作用。甚至于到

了大学，作为生物专业再来谈光合作用，同样一个概念，包含的含义是逐渐地加深的。第

四，部分的概念，我们是可以确认它是具有定义的属性。这个时候，也就是说，这批概念

是可以通过事物的关键特征，或者说通过给它下定义，来识别具体的例子。但是，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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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无法依靠定义属性去确定。特别我们前面讲到，在我们自然科学中，许多的概念

是一些相关事物的综合题，本身具有复杂性和抽象性。这样的一些概念，所包含的含义，

是无法用一句去准确表达的。

举个例子。在初中课程标准中，第一个一级主题就是科学探究。对于这个主题的描

述，此次标准中一共有５个陈述。第一个陈述，表述为“科学探究是人们获取科学知识、

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这个句式表达方式是“科学探究是什么什么的重要途径”。显

然，它是带有定义的性质，具有一定的概括性。相对来说它是更加重要也是比较抽象的。

从这句话中，无法了解科学探究中的一些细节。第二句陈述是“提出问题是科学探究问

题的前提。解决科学问题常常需要作出假设。”从这句可以看出，作为探究的第一步就

是，学会提问，学会作出假设。第三句陈述，“科学探究需要通过观察和实验等多种途径，

来获得事实和证据，一项观察和实验重复的次数越多，获得准确结果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又教给我们，科学探究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必须通过观察与实验。第四个陈述句，强

调科学探究，在需要观察与实验的同时，又需要对证据和数据进行分析与判断。第五个

陈述句，强调学生在科学探究中，要体会到学会利用多种方式去呈现证据和数据。例如，

采用文字图表等方式来表述所得出的结果，而且特别强调，在表述过程中，需要与他人交

流与合作。这几个陈述句分别强调了科学探究的不同要素，通过对这些要素的理解，可

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去理解第一个陈述句，也就是概括性很强，而又更重要、更抽象的概

念。这样，这五个陈述句之间的关系，其位次不是一个平等的位次。通过理解后面四句，

才能真正理解第一句的上位的抽象概念。

在本次课标学习中围绕各个一级主题中，去仔细分析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看

出很多概念之间都存在着一个上位和下位的关系。另外，在生物教学中，许多的定义并

不是概念内涵的全部，光靠一个定义是没办法把一个概念的全部内涵包括进去的。在这

种情况下，如何帮助学生建立相关概念的完整内涵。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科学

探究的五个概念陈述句表述一样。首先去教会学生若干个必需的作为下位的概念。当

学生理解了这些概念，实际上就为真正理解这个概念的全面含义特别是一些抽象含义，

建立了必要的概念支撑。建议作为教师，不必过早地去满足于一个学生定义的记忆和背

诵。在平时的生物学教学中，许多的老师和学生都觉得，似乎生物学是以记忆背诵为主

的。但实际上，强调把定义背诵下来，也未必代表对这个概念的内涵有了真正的完整的

理解。

如果在平时教学将概念简单地等同于名词、术语或者是定义，会造成很多不利的影

响。作为教师来讲，对重要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模糊性和片面性，在教学中，由于过去的这

种思维定势以及前面讲的误区，往往把概念简单地等同于名词术语或者是定义，那么在

这种情况下，在他的教学中往往会出现过于关注零散的信息，因为前面讲的一个定义是

无法包含一个概念的全部内涵，在这种零散信息的关注中，会导致他忽视概念之间的关

联性以及特别是运用概念之间的联系与情境运用，在他的教学中，会出现去鼓励学生把

概念作为名词解释去记忆概念。从学生角度来讲，将概念简单地等同于名词或者术语或

者是定义，会导致学生在不加理解的基础上死记硬背，这样的学习既痛苦又没有意义，而

且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其实获得的是一个无效的言语训练而已，在这样的无效学习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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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学习中，学生是无法去构建一个良好的知识结构体系，而且，由于他的理解不深

入，他的记忆更多的是死记硬背，会导致对这些概念特别容易忘记，更重要的是在学生进

行知识运用和迁移时会感到十分的困难。

最后要强调，作为教师，如果试图仅仅去用某一个精确的定义把概念全部确定下来，

完全限制了概念本身的含义，会导致将概念置于一个教条、静止的状态，违反了概念的时

代发展性，同时也剥离了概念之间的关联性。

概念与事实

第三个误区，就是一些老师将事实性的陈述与概念混为一谈，在我国的教学传统来

看，实际上我们的一线教师，从他的个人态度来讲，是高度重视知识的教学，这种所谓的

重视，并没有达到重视概念教学本身的层次，在多年的基础教育中，在我们的话语体系

中，通常老师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术语，就是强调知识点，在反复强调知识点的同时，

相当一批老师，实际上没有很好的分析自己不同的知识点，包括一些事实和概念之间一

些差异性。其实，在作为教学内容的知识点中，有一些知识点是侧重于事实方面的知识，

另外一些知识点更加侧重于概念方面的知识，作为事实性的知识，主要任务是用来帮助

学生去建立概念，去理解概念，但是如果老师将事实等同于概念，他就会将提供事实或者

对学生提的要求停留在事实记忆的要求水平上，他是无法做到帮助学生去真正建立这样

一个概念，去理解这样的概念。

举一个例子，请老师看这样两个陈述句。第一句，昆虫是一类高度适应的动物类群，

第二句，昆虫有六条腿。第一句陈述句，昆虫是一类高度适应的动物类群，来得比较抽

象，比较概括，更加接近于概念性的知识。第二句，昆虫有六条腿，是一种接近于事实性

的知识。从这两句的比较，大家可以看出来，概念性的知识对于学生提的要求是比较高

的，而事实性知识更多是辅助于概念的理解。最后，事实也好，概念也好，都是生物学的

知识构成，但是问题是，两者对学生的学习的作用和贡献是不同的。作为概念性知识，在

人的知识构成中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讨论知识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区别哪些知识点

是属于事实性的知识，哪些知识点是属于概念性的知识，并且，在区分的同时，将一些概

念性的知识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教学中要下大功夫去解决这些概念性的知识。

１．４　概念的传递方式

作为生物学概念的传递方式，在课堂教学中有两种传递概念的方式。第一种，也是

老师在平常的课堂教学中常用的方式，就是使用术语来传递生物学概念。例如，光合作

用作为这样一个术语代表生物学的概念。第二种传递方式，相对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也

就是说，要通过一个完整的陈述句，主要是描述概念的内涵，以这样一个完整陈述句的方

式，去传递概念。例如，假设我们要采取第二种概念传递方式学习光合作用，我们通常会

告诉学生，光合作用实际上是指绿色植物去利用光能，将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组成了能量

的一种情况，同时释放氧气。在课堂标准中这两种方式是同时使用的。

先来看一看第一种概念传递形式，就是术语传递。术语传递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如

果要使用术语去传递概念，就不必反复重复相关概念的内涵和陈述，在这种简略方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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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大大提高信息交流的效率，如果恰当地使用术语去准确传递概念，有利于尽快进入

新概念的学习，这个是术语传递的便利之处，术语传递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求参加

这种传递的人，必须要熟知这个概念的准确内涵，或者说，必须要有相应的专业背景。例

如，当航天专家一起坐在中心控制室讨论天宫一号的变轨时，运用“变轨”这样一个术语

进行概念传递，就来得十分的便捷，为什么？因为这批航天专家是非常了解变轨概念的

内涵，也就具有相同深刻的专业背景，此时使用术语传递是非常快捷的。但是倒过来讲，

当一个记者去采访航天专家时，往往航天专家在使用术语表述时，记者就不一定很清楚。

在使用术语去传递概念时，也存在着一些风险。首先，每个人对于术语的理解是不

尽相同的，毕竟参加概念交流的人不可能每个人都是本领域的专家，当相互之间对于术

语的理解不完全一致，往往有可能会导致“词不达意”，因而造成的是“看似高效，实则无

效”的实际情况。

第二个风险，即使是某一个人能熟练地使用术语，不等于他就理解了这样的概念，为

什么？因为术语本身带给我们对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术语本身是一个非常简洁

明了的词。当有一批学生在接受了老师的教学以后，他能够比较熟练地去使用术语，甚

至可以去背诵术语的定义，但是不等于他真正了解这样的概念。他对这样一个概念很有

可能会出现既有正确的理解，同时也有一些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认识。其实在组织学生

学习新概念的初级阶段，如果教师仓促地采用术语传递方式，往往会导致学生对所学概

念的内涵和外延理解的不全面或者不准确，吃了这样的“夹生饭”，最后会影响更多新概

念的学习。

再来看看第二种传递形式，就是以一个完整陈述句去表述概念内涵的方式。在目前

全球教育发达的一些国家，他们的基础教育阶段的理科课程中，越来越多的课程标准，都

在采用第二种传递形式去传递概念，也就是说以一个完整的陈述句或者命题的形式陈述

一个概念的内涵。采用描述概念内涵的方式去传递一个概念，可以更好地针对学生，特

别是初中七八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去确定概念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易于确

认需要学生理解和掌握的概念的内容及其意义，有利于学生建立概念之间的联系，最终

能够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同时也为后续的学习打下基础。

第二点意义，在使用陈述句表述内涵传递概念时，由于这个概念在所学知识不断加

深时，其内涵可以进行不断的补充，这样通过这种传递形式。其实是实现了对一些重要

概念的螺旋式的发展。

第三条，老师和学生不要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概念所代表的词汇上，更多的应当去

理解概念。在我们初中的生物学概念教学中，既要强调在教学中要揭示概念的本质，它

的实质、它的内涵、它的外延，同时在概念教学中，必须要强调教学方式，要符合学生的接

受能力，可以看得出来，在新概念学习中，通过将概念的内涵表述清楚，以这种形式去引

导学生理解概念，加深对概念的运用，这是非常有益的。

概念学习怎样才能做到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希望首先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是通过

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理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通过不同形式的教学活动，通过对

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帮助学生真正建立这样一个概念，而且是准确的概念，在学习新

概念的初级阶段，我们希望老师能够运用描述概念内涵的方式，去传递生物学概念。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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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这个概念有了一定的认识，他的理解比较准确了，他的内涵和外延把握得比较到

位了，老师可以鼓励学生使用术语传递相应的概念，就是通过术语进行交流，一旦当学生

建立了对概念准确认识这样一个前提的情况下，学生积极地使用术语进行概念传递，可

以提高概念学习的效率。

课标的１０个一级主题下，都陈列了若干的重要概念，这些重要概念之间也存在着关

联性。例如科学探究主题，是以一个总论式的陈述句，带着下面四个分述句，强调科学探

究要素的陈述句来组成的。另外，在有一些一级主题下的若干重要概念之间，多角度、并

列式来呈现相互之间的关系。重要概念和二级主题之间的关系有这么几种形式，有时是

一个重要概念对应着多个二级主题，有的时候是多个重要概念针对一个二级主题，也有

的会出现一个重要概念直接对应着一个二级主题。在平时教学操作中，更加关心的是具

体内容，对具体内容，甚至具体内容的目标动词是非常的敏感的，重要概念和二级主题下

的各个具体内容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呈现于一个重要概念，它辐射多个具体内容，要把握

重要概念的深度难度，如果要实现帮助学生去形成这些重要概念目的，必须要把具体内

容的教学扎扎实实地做好。

１．５　教师应对策略

面对此次课标提出的“凸显重要概念的传递”的大背景，我们的一线教师要做出什么

样的应对措施。

第一，一线教师必须在备课时，充分挖掘重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仅要知其然，而

且要知其所以然。标准中呈现的５０个重要概念，其实是构建了初中生物学三维体系的

一个基本构架，对于重要概念的学习来讲，越是低年级越难学，老师的教学困难度也越

大，所以我们说是初中难于高中，高中难于大学，其中的原因在于什么？因为在老师进行

重要概念教学时，既要考虑到概念表述的科学性，即概念的表述是否准确，是否规范，是

否没有科学错误，同时，也要兼顾到教学对象的认知能力，因此我们老师只有充分把握每

个重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才能在教学中，运用符合学生认知能力要求的不同的教学方

式，帮助学生去形成标准中提出的这些重要概念。

第二，强调为了学生的“一碗水”，教师必须要有“一桶水”，如何理解学生的“一碗

水”？学生的“一碗水”是学生需要掌握的相应的重要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是根据课标要

求，根据符合学生认知能力水平的要求提出的，所以它仅仅是“一碗水”。但是对于我们

教师来讲，要求则不同。作为教师，面对初中生的教学，在教师的教学中，为了确保重要

概念的准确的科学传递，教师必须要深入挖掘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且能够联系生

产实际的案例，能够讲懂讲透，教师在备课中，你自己要有“一桶水”，才能够解决学生的

“一碗水”。同时，我们要避免出现两种错误倾向：第一种，我们部分的老师，在长期教学

中，由于在备课挖掘概念内涵时做得不够，最后造成“一碗水”教“一碗水”，这样的教师常

常会越教自己的水平越差。当然，这样的教学是无法实现重要概念的准确的科学传递

的。第二种，就是老师自己形成了“一桶水”，结果，他把整个“一桶水”全部灌给学生，变

成了“一桶水”教“一桶水”。由于超越学生的认知能力，超过了课标的要求，也是没有意

义的。

具体的建议希望老师首先认真学习标准，充分把握重要概念与具体内容之间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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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关系；第二，能够认真阅读教学参考书，加深对相关重要概念的理解；第三，围绕重要

概念去查阅相关资料，包括高校的一些专业书籍；第四，围绕重要概念，可以利用各种各

样的手段。这对老师“一桶水”的形成意义非常大。一个真正合格的初中生物教师，应该

能认识常见的动植物；能制作常见的动植物标本；掌握常用的种植、养殖方法；能亲自动

手演示实验与设计实验；能有计划地搜集生物学的相关进展资料；能查阅高校生物类专

业书籍指导教学。只有如此，才能让课堂上热爱生物的孩子们真正去崇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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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力评估

（满分１００分　时间９０分钟）

班级　　　　姓名　　　　得分　　　　

　　经过两年的探究性学习，同学们对生物知识一定了解了很多。回顾所学知识，拿出

自信，把自己的能力充分展示出来！

一、我来决策（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最符合题意；每小题１分，共２０分）

　　１．生物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是 （　　）

　　　　　　　　 　　　 　　　　　　　　　　　 　　Ａ．细胞 Ｂ．组织 Ｃ．器官 Ｄ．系统

２．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过程中气体进出的通道是 （　　）

Ａ．导管 Ｂ．筛管 Ｃ．气孔 Ｄ．表皮细胞

３．呼吸作用的意义是 （　　）

Ａ．降低叶片的温度 Ｂ．贮藏能量，供生物需要

Ｃ．合成有机物 Ｄ．释放能量，供生命活动需要

４．人的生长发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　　）

Ａ．精子 Ｂ．卵细胞 Ｃ．受精卵 Ｄ．婴儿出生

５．人体血液里红细胞的主要功能是 （　　）

Ａ．吞噬细菌 Ｂ．运输氧气

Ｃ．促进止血 Ｄ．运输养料和废物

６．人的基本生命活动的中枢是在 （　　）

Ａ．大脑 Ｂ．小脑 Ｃ．脊髓 Ｄ．脑干

７．鸡的受精卵在母鸡体内已经开始发育，而鸡蛋产出后就暂时停止发育，原因是

（　　）

Ａ．缺少空气 Ｂ．缺少水分 Ｃ．温度太高 Ｄ．温度较低

８．生物体主要的遗传物质是 （　　）

Ａ．ＤＮＡ Ｂ．染色体 Ｃ．蛋白质 Ｄ．细胞核

９．小明和妈妈都是单眼皮（ａａ），父亲是双眼皮，那么，父亲的眼皮基因是 （　　）

Ａ．ａａ Ｂ．Ａａ Ｃ．ＡＡ Ｄ．ＡＡａ

１０．法律上禁止近亲结婚，主要的科学根据是近亲结婚所生的后代 （　　）

Ａ．易得遗传病 Ｂ．易得传染病

Ｃ．易得艾滋病 Ｄ．易早逝

１１．我们在进行体育活动时所需要能量的直接来源是 （　　）

Ａ．太阳能 Ｂ．热能 Ｃ．ＡＴＰ 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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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目前治疗白血病比较有效的方法是 （　　）

Ａ．化疗 Ｂ．骨髓移植

Ｃ．中医治疗 Ｄ．基因治疗

１３．克隆出来的多利羊长得像 （　　）

Ａ．提供细胞核的母羊 Ｂ．提供无核卵细胞的母羊

Ｃ．代孕母羊 Ｄ．Ａ、Ｂ、Ｃ三种羊的一部分

１４．脊椎动物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身体背部有 （　　）

Ａ．脊索支撑 Ｂ．脊柱支撑

Ｃ．脊椎支撑 Ｄ．脊髓支撑

１５．蝙蝠在黑暗的环境中，能准确地捕食昆虫，主要是靠 （　　）

Ａ．头部的发光器 Ｂ．锐利的眼睛

Ｃ．超声波定位 Ｄ．头部的触角

１６．原始大气中没有下列哪种气体 （　　）

Ａ．二氧化碳 Ｂ．氨气 Ｃ．甲烷 Ｄ．氧气

１７．在人类进化发展过程中，人的什么的容量变化是最显著的 （　　）

Ａ．心脏 Ｂ．肺 Ｃ．脑 Ｄ．胃

１８．科学家预测，２１世纪发展最快的学科是 （　　）

Ａ．生物技术 Ｂ．汽车技术

Ｃ．电子技术 Ｄ．航天技术

１９．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态平衡和稳定环境具有 （　　）

Ａ．关键性的作用 Ｂ．一点点作用

Ｃ．可有可无的作用 Ｄ．反作用

２０．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 （　　）

Ａ．有限的 Ｂ．无限的 Ｃ．绝对的 Ｄ．不变的

二、能力展示（共２０分；２１～２５题每空１分）

２１．使用标有“１０×”字样的目镜和标有“４０×”字样的物镜的显微镜观察物体时，观

察到的放大物像是原来的　　倍。制作临时玻片标本时，让盖玻片一侧先接触载玻片，

再慢慢放下，可避免　　　　的产生。

２２．在“观察人的口腔上皮细胞”的实验中，你一定看见过如右

图所示的细胞图。

（１）请你指出其结构名称：

① 　　　　；

② 　　　　。

（２）在细胞中，与呼吸作用有直接关系的结构是　　　　。

（３）与植物细胞相比较，此细胞没有　　　　。

２３．通过嫁接实习，我们体会到：无论是芽接还是枝接，要使嫁接的植物体成活，操作

的关键是要使接穗和砧木的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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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假设有一病人出现紧急情况需要立刻输血，应该输给他什么血型的血？请你根

据“模拟血型鉴定”的实验，帮助指出：

病　人　血　型 可以接受的血型 不能接受的血型

Ｂ

　　２５．从探究实验中，了解到霉菌生长所需要的环境条件是：　　　　而　　　　。

２６．请根据“果实和种子适应传播的结构”的探究结果，画出一种果实（种子）的简图，

要求体现它们适应传播的外形或结构特征，并说明其传播的方式。（３分）

２７．科学探究是探索生命的重要方法。（６分）

（１）科学探究通常包括　　　、作出假设、实验、　　　和表达交流等方面。

（２）生活中常常用到加酶洗衣粉。请你就“加酶洗衣粉与无酶洗衣粉的清洁作用比

较”这一问题，作出假设：　　　　　　　　　　　。

（３）在科学探究中，要坚持　　　　的科学态度。

（４）通过科学探究活动，你在能力上有什么收获？请简单谈一谈。

三、生活常识展示（共１５分）

２８．请给下列生活中常见的动物的行为分类：（用连线方式　４分）

孔雀开屏　　　　　　　　　　　　　　 防御行为

壁虎避敌断尾 觅食行为

秋天雁南飞 生殖行为

猫头鹰抓田鼠 迁徙行为

２９．食品保存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下列食品主要是用什么方法保存

的？相信经过学习和探究实践，你一定知道。（用连线方式　４分）

方便面里的蔬菜包 盐渍

榨菜 脱水

冰淇淋 罐装

沙丁鱼罐头 冷冻

３０．你生活的地区（省、市、县等）生物一定很有特色，介绍一些与大家共享：（７分）

（１）经过调查、观察，你认为你家乡最常见、最有特色的植物是　　　　等；珍贵的物

种有　　　　等。

（２）你生活的地区（省、市、县等）有无“市花”、“市树”？如有请写出。如无“市花”、

“市树”，请写出当地的“爱鸟周”时间。

（３）你所在的学校环境一定很美！请介绍一下自己校园里最有特色的植物。

物　种　名　称 属何植物类群 主　要　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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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想想填填（每空１分，共２０分）

３１．人体组成的结构层次是　　组织　　系统　　个体。

３２．光合作用的基本过程可用反应式表示。请将下列反应式补充完整：

　　　　＋水
光
→

叶绿体 　　　　＋　　　　

３３．性器官发育和第二性征的发育是人的　　　　期性发育的突出特征。

３４．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内向前流动时，对　　　　管壁造成的侧压力。

３５．遗传物质中决定性状的小单位，叫做　　　　。

３６．当某种病原体侵入人体时，淋巴细胞受到刺激就会产生一种抵抗这种病原体的

特殊蛋白质，叫做　　　　。

３７．从我国的统计情况来看，血液传播和　　　　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３８．香烟燃烧产生的烟雾中，含有的有害致癌物质主要是　　　　等。

３９．食品腐败变质常常是由　　　　的生长、繁殖活动引起的。

４０．苔藓植物和蕨类植物的生殖都离不开　　　　。

４１．鸟类适合飞翔的特征有：身体多呈流线型，前肢变成　　　　，体表覆有　　　　。

４２．哺乳动物的　　　　发达，是生物界中最高等的类群。

４３．细菌的结构特点：有细胞结构，但无　　　　。

４４．达尔文把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过程，称为　　　　。

４５．在生物工程中，被导入外源基因的动植物称为　　　　动植物。

４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点包括人口、生产和　　　　三方面的多项政策和行动

计划。

五、思维延长线（共２５分）

４７．２００３年上半年，我国一些地区发生了ＳＡＲＳ（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６分）

（１）ＳＡＲＳ是传染病。传染病的特点是具有　　　　性和　　　　性。

（２）ＳＡＲＳ由冠状病毒引起。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病毒的结构特点。

（３）再说说病毒的营养方式。

（４）如何预防“ＳＡＲＳ”？根据你的知识和人们在抗击“ＳＡＲＳ”关键时期的做法，指出

两点以上。

４８．谈谈你对青蛙的认识。（６分）

（１）青蛙属于　　　　类动物。

（２）青蛙的发育经历了四个时期：

　　 　胚胎幼体（蝌蚪）成蛙。这种发育称为　　 　。

（３）幼体（蝌蚪）用　　　　呼吸。成蛙用肺和皮肤呼吸。

（４）你一定体验过“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情景。

青蛙的高昂鸣叫是属于　　　　行为。

（５）说说青蛙与人类的关系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们。



《生物学》培训手册
●

２１０　　

●

４９．吸毒已成为全球性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请谈谈你对毒品的认识：（５分）

（１）目前我国重点监控、查禁的毒品是　　　　。

（２）吸毒的危害有（写出两点以上）：　　　　。

（３）青少年应该如何提高警惕、拒绝毒品？

５０．生物圈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共同家园。保护鸟类，保护生物多样性，人人有责。

作为中学生，应积极加入到各种保护活动中去。（６分）

（１）说鸟类是人类的好朋友，是因为９０％以上的鸟儿以　　　　为食，对维持生态

平衡起了重要的作用。

（２）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主要体现在物种灭绝的速度加快。你认为造成这种现象

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３）你生活的社区有什么环境问题或有什么不利于保护生物圈的事？请指出一例。

（４）设计一条保护生物的标语口号，为生物保护活动作出贡献。

（５）你打算如何以实际行动参与各种保护活动？说出你的计划。

５１．学习了两年的生物学，你一定对生物很感兴趣了吧！也许你已经决定将来做一

名生物科学工作者。假如你是一位从事生物技术研究的专家，你最想利用生物技术做些

什么？请说说你的设想。（２分）

你学到的生物知识和探究的能力在今后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一定会有重要的作

用。祝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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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苏教版《初中生物学试卷》的通知

各实验区：

２００１年以来，在广大实验区老师们的精心呵护下，苏教版《生物学》教科书正在茁壮

成长。为了进一步完善苏教版《生物学》教科书的实验体系，有利于各实验区老师们的交

流和不同地区对课程资源的共享，现向全国广大实验区征集试卷。

试卷涵盖的内容：

以一学期或两学年为准，即试卷分别是七年级上册期末评估试卷、七年级下册期末

评估试卷、八年级上册期末评估试卷、八年级下册期末评估试卷、四册教科书综合评估试

卷、生物中考试卷。

各实验区以教研室为组织单位，组织优秀的试卷。使用苏教版生物教科书二轮和一

轮即将完毕的实验区，提交的试卷中应包括四册教科书综合评估试卷，鼓励多份。同一

学期可以提交多份优秀的试卷。

试卷提交的形式：

试卷的幅面可以是８Ｋ（即正常的试卷幅面），也可以是Ａ４的。原则上要求电脑打

印，手写时文字一定要清晰。试卷中的图、图中的标注等一定要清楚。

各实验区提交的试卷除文字外，最好同时提交电子版（Ｗｏｒｄ格式），材料请寄：

汪忠　南京鼓楼区陶谷新村１８号２０１室　邮编２１０００８



《生物学》培训手册
●

２１２　　

●

苏教版《生物学》使用意见反馈表

各位老师：
您好！

感谢您对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生物教科书一贯的支持，苏教版教科书的成长与完

善离不开您的关心。当然这套教科书也有一些疏漏和不足之处，还望能及时得到您的反

馈信息。希望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填写下面的反馈表，我们将不胜感激。

书目 总体评价
您发现的错误和您的疑问

（请指明在书中具体的位置）
你的意见与建议

　　除此以外，您还有哪些思想和观点想和我们交流的？请和我们联系。

我们的联系方式：南京市湖南路１号Ａ座２２楼南区　江苏教育出版社　殷宁　２１００９

０２５８３６５８７３３　ｙｉｎｎｉｎｇ２１＠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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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采访朱慕菊和刘坚的报道

我们了解到，有一位参与教材编写的教师说参加新教材的编写，是一个既痛苦又

喜悦的过程，那么，你们两位都是主管这次教育课程改革的官员，你们的体会是什

么呢？

朱慕菊：他讲的“既痛苦又喜悦”是非常确切的，为什么呢？痛苦是他要对自己旧

有的经验、旧有的价值观进行挑战，他要否定自己，他要接受新事物；喜悦是因为他经

过了这些痛苦的抉择以后，他所选择的一个观念，选择的对教材的呈现方式，他觉得学

生会喜欢，他会有成功的感觉……我觉得新教材最重要的改革在于它的功能发生了很

重要的变化。以前我们的教材关注的是学科体系的完整，它的逻辑，它的知识覆盖面，

总而言之一句话，它的中心追求是学科本身，而不是学生的发展。这一次新教材的改

革，最重要的是我们教材追求的中心价值发生了转移，它追求学生怎么样来用这个教

材。我以为，教材在引导学生发展的时候，应该发挥三方面的功能。第一个，作为基础

教育，应该给学生传授他终身发展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另外一方面，教材还要引导

学生学会学习，教材不应该就是一个告诉式和呈现式，比如说农民起义失败了，有哪些

经验教训，这边刚讲完，那边教科书就有一个方框子，一、二、三、四、五都告诉你，学生

没有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的空间。这次的教材，我们认为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

教他们如何学会学习。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追求，就是教材上面所呈现的这些知识，不

再强调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客观的知识，而是赋予这些知识很多价值观的教育，比如说

我们的自然地理课，我们不仅讲哪有山、哪有水、哪有矿藏，我们还要讲关于环境、关于

生态伦理的教育，关于我们人类对地球的责任，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就是说知识

本身富有价值观教育的这种功能。

主持人：刘先生，你是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的负责人，那么，这次新教材出版以后，很多

课程试验区都已经用上了。从您了解的情况，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刘坚：在全国３８个实验区，教师们这个暑假基本上都一直在忙碌，没有人休息，因为

大家要研究新课程，要进行教师的培训，这一点对于课程改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老师拿到新教材之后，大家都爱不释手，都有一种非常喜悦的心情。确实也很辛

苦，但是大家看到了一种希望，因为新教材更多地关注我们的儿童，关注我们使用教材的

对象。我们的教材，以往可以说都是按给成年人看的方式编著的；而现在，我们的教材可

以告诉小读者，这本书是专门为你们而编的，我们在这本书中将会一起来探讨什么……

应该说这是非常大的变化。

朱慕菊：有一些专家说，新教科书再也不仅仅是教师拿来教学生的一个依据，它应该

成为教师和学生对话的文本。

主持人：从新教材内容上来看，可以说是更贴近学生了，学生的学习空间、能力的空

间都大了，对教师来说也是这样吗？

朱慕菊：我们教师有一些问题，过多地依赖于教材，依赖于教学参考书，有些教师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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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完全按照教材上写的那些教案，一字不差地在说。这样，他就放弃了他职业创造的

机会，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提倡他们去创造，让教师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职业，而不是一个

教书匠。

引自中央电视台《中国报道》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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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２：现代生物学教学方法

根据教学中学生学习的模式和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否以现成的形式呈现给学生为依

据，可把教学方法划分为语言讲授有意义学习教学法和以发现式为主的教学法两大类。

　　一、语言讲授和有意义学习教学法

语言讲授和有意义学习教学法是由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奥苏伯尔等人提出的。语言

讲授和有意义学习教学法是指学习者将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经验时的学习，所学习的

内容是以某种定论或确定的形式通过传授者传授的，不需要自己任何方式的独立发现。

学习者将传授者讲授的材料加以内化和组织，以便在必要时给予再现和利用。语言讲授

和有意义学习过程是一个新旧知识相互作用的过程，即新知识为“认知—知识结构”所同

化的过程，是学习者主动理解新知识和使原有认知—知识结构获得改造和重组的过程。

有意义的学习强调教学对间接知识的掌握，突出讲授与接受。有意义的讲授对智力技

能，如概念、原理、问题解决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

都非常有效。

语言讲授和有意义学习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是心理学理论和学习理论。奥苏伯尔认

为，语言讲授和有意义学习教学法中的有意义学习指的是“把新获得的信息与原有的知

识相联系，从而习得观点，概念和原理的学习。只有当新的材料与长时记忆中的相关概

念形成系统的联系，学习才有意义。”通过讲授教学法，教师给学生提供经过仔细考虑的、

有组织的、有序列的、完整的、有用的材料，帮助学生在先前的经验之上，建立起能与新教

材联系的有关观念，找到学习和记忆新材料所必需的固定点。有意义学习与机械学习的

区分不在于是接受或者发现，而在于新旧观念和知识的关联与同化所建立的联系的本

质。学习材料是否有意义，依赖于个人因素以及新材料和原有知识与认知结构的关系。

奥苏伯尔根据自己的同化理论将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分为习得、保持、再现三个阶

段。习得阶段主要是新知识或观念被旧知识或观念同化，将旧知识纳入原有认知结构中

的适当部位，或者重构原有的认知结构，获得相应的意义。再现就是将新知识或观念从

认知结构中提取出来，把已经获得意义的概念或命题运用到新情境中去。通过有意义的

讲授能够促进学生塑造良好的认知结构，使之不断地内化新知识和新观念，并在恰当的

时候重构认知结构，促使学生知识的迁移与创造性学习。

生物教学的本质是通过传递人类探索生命世界的社会经验，构建学生一定的生物学

认知结构，培养能力，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学生的学习是在教师的指导之下，有目的、

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以学习人类间接经验为主的活动，生物认知结构只有在主客体

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主体的能动反映即主动构建才能完成。中学生物学中的很多教

学内容，特别是一些理论性材料可以通过语言讲授方式学习获得。语言讲授方式学习从

形式上看好像是机械的，但其实质不一定是机械的，其意义性受制于学生的认知发展水

平。奥苏伯尔认为，接受式学习中的弊端，主要体现在过早地运用纯语言讲授，去教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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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尚未达到所需水平的学生；孤立地呈现一些事实而没有把学习材料与已有经验统一

起来；在检查时要求学生逐字逐句再现教材，强化了学生的死记硬背等。这是不符合有

意义学习条件的做法，而不是讲授式学习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

１．讲授式教学法

讲授式教学方法（讲授法）是生物教学领域中一种应用最为广泛的教学方法，是指教

师通过口头语言，辅以板书等系统地向学生传授生物科学知识，传播思想观念，发展学生

的智力和思维能力的教学方法。它从教师“教”的角度来说，是一种传授知识的方法；从

学生“学”的角度来说，则是一种接受性的学习方法。它的特点是教师将学习的内容精心

组织后，按照严密的学科知识体系传授给学生，学生则将教师所提供的材料经过整合，贮

存到自己的头脑中。在以讲授法为主要教学活动中，有利于学生高效快捷的掌握认识

要点。

在生物教学活动中，讲授法的具体实施形式有讲解教学方法、谈话教学方法、讨论教

学方法、讲读教学方法、讲演教学方法等。讲授教学法特别适用于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

它既可以运用于新知识的教学，也可以运用于巩固新知识的教学，讲授法的最大价值在

于学生可以通过接受前人与他人的认识成果而加速个体的认识发展过程。其他教学方

法也往往需要讲授法的配合。

讲授法是教师通过口头语言，辅以板书等教学手段向学生传递信息，是一种教师讲、

学生听的学习方式。教师控制着教学过程，根据学生认知活动规律，通过教师的传授使

学生对所学习的内容由感知到理解，达到领会，通过组织学生讨论，巩固运用所学的内

容，强化学习的效果。讲授法最大的优点是能在短时间内让学生获得大量系统的科学

知识。

但是讲授法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例如，重课堂学习，重知识讲授，如果运用不当，

容易忽视学生智能的开发和培养；重教师的活动和作用，容易妨碍和压抑学生的智力活

动，使学生的思维发展缓慢；缺乏学习方法和形成能力的指导，容易忽视学生的探索求知

欲望和精神；学生比较被动，师生都难以及时获得反馈信息，个别差异也很难全面照顾。

在讲授式学习活动中，学生客观上处于接受教师提供信息的地位，不利于他们的学习主

动性的发挥，这也是讲授法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自责的主要因素。然而，正如奥苏

贝尔指出的那样，讲授与接受不一定都是机械被动的，关键是教师讲授的内容是否具有

潜在意义的语词材料，能否与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建立实质性的联系，教师能否激发学

生积极主动地从自己原有的知识体系中提取最有关联的旧知识来巩固或类属新知识。

如果能做到这两点，讲授法教学在掌握知识和技能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则是无法否

定的。

在教学实践活动中选择和运用讲授法，教师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１）科学地组织教学内容

有效地运用讲授法，要求教师要熟悉和把握中学生物学教学的目标要求，熟悉教学

内容，了解学生的知识与经验基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科学的加工、组合，将教学内容组

织成为合理的教学结构；要结合实际激活和活化知识，把教材中处于静态的知识，变成具

有生命活力的动态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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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教师的教学语言设计要清晰、精练、准确、生动

运用讲授法，要求教师的语言条理清楚、通俗易懂，音量、音速要适度，并恰当地配以

身体语言。在讲解过程中能够为学生留下思维的时间与空间；有着丰富的启发性、强烈

的感染力，能引导学生不断深入地领会和掌握教学内容。

（３）善于设问解疑，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积极的思维活动

在实施讲授法的过程中，为了使学生能够积极地参与，讲授时应注意启发，给学生创

设思考的机会，引导学生在求知欲望的促使下开展积极的思维活动，使学生在教师的讲

解过程中，边听讲、边思考、边探究，主动地获得知识技能。此外，还要考虑讲授的整体性

策略。在讲新教材时，应尽可能简练、清楚、明白；在理解新教材、进行发散性思考及联想

时，应尽可能进行无拘束的、从容不迫的对话；在归纳小结时，应尽可能用概括的语言。

（４）要和其他教学方法结合使用

《标准》强调，教师在组织教学过程中要通过改变学习内容的呈现方式，确立学生的

主体地位，促进学生主动地学习。倡导将学习过程转变为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探

索过程，并针对不同的内容选择接受、探究、体验、模仿等丰富多样的学习方式。从学习

理论分析讲授和有意义接受学习的实质，或从学生认识活动的特征来看讲授接受式学

习，讲授接受式学习是有意义的接受学习。心理学家认为，学习的四个基本要素是内驱

力、线索、反应和强化。这四个基本要素是学生学习的动力系统，决定着学习的性质。教

师运用讲授法教学要根据这一规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使其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

态度，从而积极发生求知反应，并做到及时强化和反馈，要将有潜在意义的学习材料同学

生已有的认知结构联系起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并通过各个教学环节不断

深化。

２．谈话式教学法

谈话式教学法（谈话法）又称问答法，是指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已有的知识基

础，有计划、有目的地提出问题，引导学生通过思考和师生间相互交流，从而获得知识、发

展能力的方法。在谈话法教学过程中，学生掌握的知识主要不是由教师直接提供的，而

是教师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思维活动使它和原有的认识融合起来而获得的。谈话法有

助于激发学生进行思考，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且，教师能够对教学活动得到及时反馈，

调整教学活动，使学生得到最佳的发展，特别是反应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认知结构水平，借助现代化技术手段，将教学内容以问

题形式呈现给学生，尽管问题由教师提出，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了

学生有意义的主动学习。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参与学习资料的准备，有机会发表自己观

点，最终达到获得生物学知识，培养热爱生物科学、积极学习生物科学的情感态度的教学

目标。

教师在运用谈话法教学时需要注意：

（１）做好谈话设计。即要事先设计好所要问的问题和谈话步骤，在设计问题时，一般

根据教学目标，围绕教材的重点和难点来选择谈话的中心，提出一个包括有主要问题和

严格逻辑顺序的谈话提纲，做到重点突出，解决问题明确。包括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等

不同认知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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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要面向全体学生，使人人都有回答、参与的机会。避免仅提问成绩好的学生的

倾向。

（３）善于提问，善于启发诱导。向学生提的问题要具体明确、有趣味、有启发性，能引

起学生思考，给予恰当的诱导，使学生一步一步地去获取知识。

（４）做好归纳小结。当问题解决后，教师应及时做好归纳总结，使大家明确正确结

论，使学生的知识系统化、科学化。

（５）将谈话法和其他方法结合使用。

３．讨论式教学法

讨论式教学法（讨论法）是指在问题导引下，在教师主导下的以生生、师生讨论为主

要教学推进手段的教学方法。运用讨论法教学能促使学生主动地参与学习过程，调动学

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在讨论中各抒己见，相互交流以形成信息的多面传递，充分发

挥思维的碰撞，能够相互促进，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讨论法是以学生具有一

定的基础知识及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为前提的。可单独使用，也可同其他教学方法相配

合运用。

中学生物学联系生活、生产、科学技术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应用的生物学知识

非常广泛，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些优质资源，把生态观教育、自然观教育、责任意识教育、

科学态度教育等自然地融入平时的教学中，组织学生通过讨论，使学生“积极参与生物

科学知识的传播，促进生物科学知识进入个人和社会生活”的课程目标从理想成为

现实。

在讨论中，教师作为组织者，在讨论前的准备和讨论中担任的角色等方面都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教师可以从以下方面组织学生讨论。

（１）充分准备。讨论前师生要做好充分准备。教师要根据教学目的要求确定讨论问

题，问题要有吸引力，有深入钻研的价值。学生要明确讨论中心、讨论题目及要求，搜集

和阅读有关资料，准备发言提纲。

（２）讨论时要对学生启发引导。教师要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引

导学生围绕讨论主题，深入探讨，最终解决问题。

（３）及时给予评价。讨论过程中，教师要及时评价，使学生明确结论及依据；对争论

的问题要发表见解；及时纠正错误、模糊、片面认识。

　　二、以引导发现为主的方法

１．发现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发现教学法是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根据他的“认知—发现”的学习理论提出来的。

布鲁纳倡导的学科结构运动，强调以学科的主要原理来建构课程，同时又十分注重让学

生通过自身的体验去认识和发现学科的原理，促进学习动机，提高认知水平。布鲁纳认

为，所谓知识，是过程，不是结果。科学知识，不是以灌输作为结果的知识，而是指导学生

参与形成知识的过程。布鲁纳在《教育过程》一书中指出：教育不仅要培养成绩优异的学

生，而且还要帮助每个学生获得最好的智力发展；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观察

技能、想象技能以及符号运用技能；教师的角色在于创设可让学生自己学习的情境，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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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供预先准备齐全的知识；教学不仅要选择适当的知识结构，还要选择适合于学生的

认知结构的方式，才能促进学习。教师应该认识到教学内容与学生已有知识之间的关

系，知识结构应与学生的认知结构相匹配。

根据发现法的理论可知，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学生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积极

的信息加工者，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要不断地应对新的问题，它需要运用分析、综合、归纳、

演绎等高级的心理活动过程。发现法强调培养形成对科学本身的爱好和兴趣，教师引导

学生主动去概括出原理法则，他们就会以自己发现得到的满足作为学习动机，这样的学

习就具有强大的动力，得到知识能应用于实践，有助于智力的发展。布鲁纳认为，人们在

参加知识获得的过程中，不论是认识一个事物，掌握一个概念，解决一个问题，发现一个

原理，都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２．发现教学法的基本程序

教师指导下的发现学习是中学生物学教学较为常用的教学方法。运用发现法进行

教学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可以遵循，通常可按以下程序进行：提出问

题，作出假设，设计方案，验证假设，总结交流。

（１）提出问题

教师在创设教学条件和环境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创设问题情境，提出问

题。问题可以是生物课程本身所引出，也可以是从某个学习主题引出，还可以是从社会

生活中引出。但是问题本身要适合生物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认识水平，具有典型意义。

这是唤起学生注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过程。针对提出问题，收集资料、观察实验、阅

读教材等方式进行带着问题观察事实。问题提出时，教师可以用多样化的手法，包括讲

解、演示实验或出示图例，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引起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激发发现的动

机和热情。

（２）作出假设

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对问题进行讨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根据已有的知识研究和

观察到的特征提出一个或者几个假设。教师要在诱发性的问题情境中引导学生通过分

析、综合、比较、类推等方法，产生假设，并围绕假设进行推理，从中发现必然的联系，逐步

形成比较正确的概念。在提出假设的时候要注意允许各种猜测想象，但要指导学生明确

因果关系，遵循逻辑推理，而不胡思乱想。

（３）设计方案、验证假设

发现学习最终是要使学生通过发现获得生物学知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结

构，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认知结构。因此在对假设进行分析、验证的过程中，设计研究

方案、实施发现，并对假设内部的不完整性和矛盾进行加工，用准确的语言进行表达，最

终得出精确的概念或定理、定义。也可以用其他类似的事例来对照检验已获得的概念的

正误，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形成比较明确的判断。

（４）总结交流

引导学生对认识的性质及其发展的过程作出总结，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把已经

形成的概念或原理应用到新的情境中去解释新的现象，解决新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加

深对概念、原理的理解、记忆、培养应用概念、原理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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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发现教学法的优点

发现教学法使学生的传统认知程序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感知—理解—巩固—应用”

变为“问题—发现—归纳—迁移”，发现教学模式有利于学习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布鲁纳

归纳了发现教学法的四大优点：

一是有利于激发智慧潜力，掌握学习方法。布鲁纳认为：“学习中的发现确实影响着

学生，使之成为一个‘构造主义者’。学生对遇到事物进行组织时所抱的态度，不仅力图

发现规律性和联系性，而且还想使信息不至于陷于自流状态，以保证信息随时发挥其可

能发挥的作用。”发现本身包含着已知观念内部改组，这种改组使那些观念和学习者面临

的新知识更好联系起来，因此，发现法有提高智慧潜力的作用，有助于发展学生的智力，

例如观察能力、推理能力、直觉思维能力等。

二是有利于启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增强其自信心。学生对学习材料本身具有内在的

兴趣，是最好的学习动机。通过发现学习可使学生将外来的动机作用（如高分数，父母、

教师的赞许等）向内在动机（如兴趣发展，视野开阔等）转化，具有借助发现本身所提供的

奖赏即自我奖赏的推动进行学习活动，当学生自己有所发现的时候，会产生兴奋感、自豪

感，会体验到成功的快乐，这对学生是一种极大的鼓励，能够提高学生对学习和发现的信

心，增加对学习的持久动力。

三是有利于培养学生发现与创造态度探究的思维定势。布鲁纳说：“人们只有通过

练习解决问题和努力于发现，方能学会发现的探索方法。一个人越有这方面的实践经

验，就越能把学习所得转化成一种解决问题或调查研究的作风，而这种作风对他可能遇

到的任何工作都有用处。”学生只有通过解决问题的练习和努力于发现，才能学会发现的

技巧。越是在这方面进行实践，就越能把学习归纳成一种探究的方式，才能形成探究的

态度，坚信自己有发现的能力。

四是有利于知识、技能的巩固和迁移。人类的记忆主要是检索而不是储存，检索的

关键在于组织，即知道到哪里寻找信息和怎样去获取信息。发现法学到的知识记得比较

牢固，这是由于信息嵌进了一个人已有的认知结构中，致使那类知识较易“检索”与“提

取”，从而能够提高记忆效果。

使用发现教学法进行生物学教学，其目的在于不断地促进学生掌握生物科学知识的

学习方法，学会如何学习，如何发现问题和如何进行信息加工，对提出的假设如何推理和

验证。发现法能够促进学生采用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所进行学习，有利于培养和发展学

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和科学严谨的思维方式。发现法在中学生物学教学中的作用是非常

重要的，它适应了生物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人类传授知识和掌握知识所提出的新要

求，满足了发展学生创新精神与能力的时代要求。

发现法教学存在花费的时间较长，不利于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缺乏经验的教师难

以随机应变解决学生所发生的问题等矛盾，正确使用发现法的基本要求如下：

１．慎重选择研究需要发现解决的问题

选题要难易适中，不宜过大。教师要依据学科教学目标的要求，依据具体教学内容

的特点，依据学生实际已有的和可能的发展水平，选择和确定探究发现的问题与过程。

使学生对所要学习的知识产生兴趣，树立解决问题的信心，积极尝试运用已有的知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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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新问题。

２．创设一个有利于学生进行探究发现的良好的教学情境

学生各方面素质的生成、发展与完善根本上来自于学生自身的自主活动。教师设计

教学活动时，要考虑全体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活动的要求，了解学生在发展中的需要，根据

不同学生特点调整教材内容，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使教学内容多样化。在教学过程中要

灵活多变，为不同水平的学生提供不同的帮助，让不同程度的学生都有机会、有信心、有

兴趣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要善于鼓励学生，激发学生的内部动机，调动学生积极性和

学习兴趣，使每个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主动地钻研、探索，启发学生运用观察、

分析、比较、综合、概括等思维活动，提出猜想，进行论证。注重独立思维、直觉思维、洞察

力的养成。教师要提供必要的材料、设备、环境，组织好提问和讨论。

３．要强调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一重要思维环节

科学发现过程中第一重要的环节就是发现问题，教师要善于运用发现的技巧，帮助

学生掌握知识结构。发现的技巧和方法有：渐次限定条件、缩小范围；将复杂的关系还原

为简单的关系；利用类推由一事物推及另一事物；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相似关系，寻找共同

规律；培育直觉思维，抓住智慧与思想的火花并将之扩大。

４．要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创造课堂教学的自由气氛

生物学是自然科学，中学生物学的教学方式必须体现自然科学的这一特点。但是，

中学生物学发现学习又要满足学生能够在短时间的学习活动中学到生物学科的基本知

识和了解生物学的探究过程。在实施发现教学法的过程中一般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设

计。发现法虽有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智力、发展学生多方面才能等优点，但发

现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费时较多、缺乏系统科学知识的讲授等。因此，发现法不是

唯一的教学方法，在具体教学实践中，要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特点、学生的实际、教师

本人的特点和长处、学校的教学条件等，灵活地运用包括发现法在内的各种教学方法。

　　三、程序教学法

１．程序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程序教学法最初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斯金纳（Ｂ．Ｆ．Ｓｋｉｎｎｅｒ）

提出来的。斯金纳认为，人类行为是一个有序的过程，学习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可

以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通过有序地选择教学信息，改善学生的学习活动，有

效地控制学生学习的过程，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即照自己的学习速度

和能力自定步调进行学习。斯金纳认为课堂上采用教学机器进行程序教学有许多优点。

一是能够提高学习效率。程序教学以练习题形式向学生呈现知识，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能够主动地作出积极反应，从而提高学习效率。斯金纳认为，传统的课堂教学是教师

讲，学生听。学生充当消极的听众角色，没有机会普遍地、经常地作出积极反应。

二是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信心。程序教学的基本过程是：显示问题（第一小步），

学生解答，对回答给予确认，进展到第二小步……如此循序渐进直至完成一个程序。由

于知识是逐步呈现的，学生容易理解，因此在整个学习进程中能够自始至终充满信心。

三是反馈即时。斯金纳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应对学生的每个反应立即作出反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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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即时强化是控制行为的最好方法，能使该行为牢固建立。对学生的反应作出的反

馈越快，强化效果就越大。最常用的强化方式是及时知道结果和从一个问题进入下一个

问题的活动。这种强化方式能有效地帮助学生提高学习信心。

四是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传统教学通常是按统一进度进行，很难照顾到学生的个

别差异，影响了学生的自由发展。程序教学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学生按最适宜于自己的

速度学习并通过不断强化获得稳步前进的诱因。

五是降低学习中的错误率。教师在编制程序时可根据学生实际水平设计程序，使之

更适合学生的程度。由于程序练习是按由浅入深、由已知到未知的顺序编制的，学生基

本能够作出较为正确的反应，从而把错误率降到最低限度。

程序教学法的基本思想是把学生掌握知识、技能与技巧的过程程序化，使学生按程

序进行独立的、个别化的学习。程序教学法不要求所有的学生同步，只要求最终达到同

一个目标。这种教学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个别化教学，有利于照顾个别差异，做到因材施

教；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２．程序教学法教学程序

程序教学法是科学的教学法系统，其教学程序一般是，新课导入、出示程序练习题、

指导自学、教师讲解、质疑释疑、提出进一步学习要求等。

光合作用的发现过程的教学内容是回顾光合作用的科学发展史。利用程序教学法，

根据光合作用发现史的进程，结合史料根据一定的程序设计几组问题，在完成前一组问

题的基础上，进入下一个学习程序。通过对光合作用科学发现史的了解，理解科学概念

发展变化的过程，从而丰富学生对科学探究本质的理解。教学目标是让学生通过光合作

用概念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发现，从中体会实验在生物科学中的意义。通过程序教学法

的教学过程，启发学生逐步意识到科学概念的形成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程序教学

活动中还能够帮助学生不断深化对学概念的理解，逐步学会探究学习，学会像科学家一

样的思考。

利用互联网络进行程序教学，学生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一种自主学习，也就

是学生的学习是在自我调控下的自觉行为。学生在互联网络环境下的自主性，首先表现

在他具有独立的主体意识，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自觉的积极的学习态度，能够在教师的

指导下独立地感知教科书、学习教科书，并通过互联网络进一步学习和交流讨论，把教科

书和互联网络上的科学知识运用于实践；并能够对学习活动进行自我支配、自我调控，充

分发挥自身潜力，主动地认识、学习新知识。利用互联网络环境，教师给学生提出学习任

务，通过人机交互，学生不断克服困难，完成学习任务，达到自主学习的预期。

程序教学法改变了师生授受知识的关系，通过丰富、形式多样的程序作业，指导学生

自学。学生活动多，教师讲得少而精，从而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思维能力。精心设计的程序作业有的能够在课本上发现答案，有

的要经过学生的独立思考判断、分析、综合或要设计实验加以证明。通过主动的、探究式

学习，学生的观察、思考、想象、判断能力得到了锻炼，从而提高了分析问题的能力。程序

教学法和传统的注入式方法有较大区别，教师在如何编写程序作业，如何指导学生自学，

如何运用科学理论掌握教学评价等方面，都需要认真钻研，通过这样实践能够提高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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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法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

３．应用程序教学法的基本要求

（１）精心编制程序作业。程序教学法设计的系列程序练习题，本质是一种教学方法

的体现，程序作业旨在促使学生从自学中获得知识和技能，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发展他们的智力，在运用程序法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编制较多的程序练习题，除

了需要教师充分的准备，还要与学生的认知结构水平衔接，要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不仅要使学生掌握基本知识，还要注重学习的过程和方法，注重情感态度价

值观的发展。教师编制的程序作业恰当合理，不仅能够指导学生完成学习任务，还可以

有助于学生直接体验到成功感，增强自信心。

（２）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在运用程序法教学过程中要重视指导学生自学教材，重

视研究每一堂课指导自学的方法。就一般而言，教材中的概念、术语、插图、表格、重点知

识等，要指导学生用心观察，善于分析，这是指导学生自学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通过自

学教材以后，可以展开讨论作业，或者在学生自学的过程中，边自学边讨论。要求学生自

己在认真自学后多加观察和思考，通过思考后再相互讨论，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地参加到

教学过程中来，加强师生之间双边活动。根据反馈信息的联系，在讨论作业中，要努力提

高反馈信息和评价信息的频率，以便达到强化的要求。

（３）提供及时的讲授和演示。在程序法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程序作业内容中的重点

和学生在讨论作业中存在的问题适时提供解决的办法，做出必要的解答和指导，但是这

种讲授不同于注入式教学法的一讲到底，而是根据反馈信息作出适当的讲授。为了培养

学生的探索、发现、求异思维等能力，教师可以用质疑的方法，引导学生讨论交流，自己探

索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

（４）要适时提出明确的学习要求。应用程序教学法教学，在基本上完成课教学任务

的情况下，教师要向学生提出下一程序学习的具体要求，要让学生及时明确后面的学习

任务，利用提供的学习材料，主动地继续带着问题自学。

（５）及时反馈。在程序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自学讨论和完成程

序问题的情况，及时出示对照答案，并根据教材内容的内在联系，将所学知识系统化、条

理化。

斯金纳程序教学为计算机辅助教学在生物教学中的运用提供了示范。但程序教学

法在教学策略上过于注重对教材的分析和知识的学习，对能力和情感态度的培养较弱，

在使用程序教学法的过程中如能根据实际情况，配合其他教学方法共同使用，效果将会

更好。

　　四、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教学方法

现代信息技术的教学功能主要的方面体现在４个方面：一是再现功能。运用现代教

学媒体，可以不受时间、空间、宏观、微观的限制，将教学内容与教学情境结合起来实现多

种转化，重现事物、现象、过程的真实面貌；可以自由地遨游于太空和海底、远古和现代、

自然和社会、异国和本土，使学生获得逼真的替代经验。二是集成功能。运用现代教学

媒体，可以把音频的、视频的、多维教学信息材料融合集成在一起，向学生提供多重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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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使学生获得来自多种感觉通道的信息，激发和调动学生的多种感觉器官参与学习

活动，从而大大提高教学的效率。三是交互功能。运用计算机和网络等教学媒体，可以

真正实现人—机、人—机—人（同伴和老师）、人—机—教学资源之间的沟通与交互作用，

在教学资源充分扩充和丰富的背景下，实现交互学习、开放式学习。四是虚拟功能。运

用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实现传统教学技术所难以做到的许多问题，可以创造一种

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觉，使得学生不仅能感知而且能够操作虚拟世界中的现象或过程。

１．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方法

计算机辅助教学（ＣＡＩ）是当前盛行的建构主义理论教学模式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在儿童认知发展基础上产生的建构主义不仅形成了全新的学习理论，而且也正在形成全

新的教学理论。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教学过程不仅要考虑教学目标分析、学习者特

征分析以及媒体的选择与利用，还要考虑有利于学生建构意义的情境的创设问题，并把

情境创设问题看作是教学设计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多媒体技术的引入，使教学情境的创

建更有利于学生知识的建构，利用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创设接近实际的情境进行学习，利

用生动、直观的形象有效地激发联想，唤醒长期记忆中的有关知识、经验和表象，从而使

学习者能利用自己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有关知识与经验去同化当前学习到的新知识，赋予

新知识以某种意义。计算机辅助教学使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计算机辅助教学是在斯金纳程序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斯金纳认为学习过

程的有效进行有赖于三个条件：小步骤呈现学习材料；对学习者的任何反应立即予以反

馈；学习者自定步调学习。斯金纳认为沿用已久的讲授模式虽是最普遍的教学方法，但

却违背上述的三种条件，以行为取向的程序教学法是基于行为控制而设计的，其宗旨就

是完善人的学习行为。程序教学的内容。用教学仪器或计算机呈现，称为“计算机辅助

教学（ＣＡＩ）”。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基本程序如下：

创设问题情境（情景导入），自主学习（自主探究），协作学习（讨论、网上交流），归纳

总结（解决问题），练习评价。

创设问题情境是指创设与主体相关的、尽可能真实的情境。建构主义认为，学生的

学习与一定的“情境”相关联，通过创设情境可以有利于学生对新知识的意义构建。因而

在教学中要尽可能利用教学媒体为学生创设接近实际的学习情境。

情境创设包含信息资源的创设，信息资源的创设是指确定学习主题所需要的信息资

源种类和各种资源在学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包括应该从何处获得以及如何有效

地利用这些资源。

自主学习是指在以学为主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中，常用的教学方法有“支架式教学

法”、“抛锚式教学法”、“随机进入式教学法”等。根据所选教学方法的不同，对学生的自

主学习作出相应的教学设计。如果是支架式教学，一般是围绕主题建立相关的概念框

架，框架的建立遵循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因人而异进行设计；如果是抛锚式教

学，一般根据主题在相关的实际情境中确定某个真实问题，然后围绕该问题展开进一步

学习，提出假设，查找资料论证假设，根据论证的结果制定解决问题的行动计划，在实施

计划过程中补充和完善原有知识。如果是随机进入式教学，则从不同角度设计情境，让

学生在自主探究过程中能够进入其中任何一种情境中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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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学媒体的角度看信息技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要充分考虑它

的多方面的教学功能，其中主要体现在：在设计应用信息技术的教学环境中，教师要注意

到自己在教学活动中的角色和教学方法、方式的变化。首先，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导

者和伙伴。教师的主要职能从以“教”为中心变为以“导”为中心。其次，在信息化教学环

境中，教师仍然是教学活动的直接组织者，担负着设计教学和组织教学主要责任。但是

信息化的教学对教师的教学设计和教学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方法正日趋成熟，运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教学能培养学生的

自主学习和创造性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信息科学素养，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积极创造

网络教学的条件，不断提高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方法进行生物学教学。现代教学技术虽然

有它自身的特殊功能和优越性，但不能因此而取代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在运用各种现

代化教学技术时应和各种传统的教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处理好电子教材与课本教材

的关系，做到相互补充，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南京晓庄学院李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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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３：现代生物学教学方法的优选

每种教学形式和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有自己的适用范围。教学方法还具有

辩证统一性，各种方法互相渗透，师生从各方面相互作用，因此教师应根据相应教学阶段

的任务、教材内容的特点、学生学习的特点以及教师运用各种方法的可能性来选择教学

方法，并对教学方法进行最优组合，配合运用。

教学方法的选择和组合，作为一种手段或策略，其目的都是为了寻找一种或几种更

合适的教学方法，最佳地完成指定内容的教学任务，这就是教学方法的优化。巴班斯基

在《中学教学方法的选择》一书中列出六条选择教学方法的原则：教学的规律性及由此引

申出的教学原则；教学的目的和任务；这门学科的一般内容和方法和该学科尤其是本课

题的内容和方法；学生的学习可能性；外部条件的特征；教师本身的可能性。

生物学教学方法种类多样，在选用时要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情境而区别对待，因人

而异。选用适当的教学方法，要遵循教学的规律，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根据教学的情

境、内容、目标和特点而灵活地应用，这样，才能够提高教学的效果，培养学生的学习能

力。在教学活动中，科学、合理地选择和有效地优化组合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现代教学

理论的指导下，熟练地把握各类教学方法的特性，能综合地考虑各种教学方法的各种要

素，合理地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并能进行优化组合。

　　一、生物学教学方法优选的重要性

教学要让学生的学习成为一种把逻辑与直觉、理智与情感、概念与经验、观念与意义

等结合起来的有意义的学习，这和教学方法有着直接的联系。任何一种教学方法的核心

的作用，就是为实现教学目标和完成教学任务服务。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的实质，就是

把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和教材的内容有效地连接起来，使教学的基本要素能够在教

学活动中充分地发挥它们各自的功能与作用，从而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达成预期的教

学效果。

１．合适的教学方法是实现教学目标的手段

任何教学任务和目标都要通过富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来完成，教学的成功与否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能否妥当地选择或得当地运用教学方法。知识的明确性、具体性、根

据性、有效性要通过合适的教学方法呈现；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能力，也要通过

优选的教学方法来进行。

２．优选教学方法对提高教学效果有着重要作用

同一教学内容，选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能够达到不同的教学效果。在生物教学活

动中，涉及生命的特征和过程的知识内容，教师采用直观的、联系学生实际的、让学生

动手实践的方法，教学效果一定比教师讲授的，学生阅读的教学方法的教学效果要好。

因此，教师要不断地开展教学研究，结合教学实践选用合适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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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优选教学方法对培养学生的能力十分重要

新课程注重学生掌握知识技能、培养能力，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优选

合适的教学方法，创造条件让学生通过主动的、探究的、合作的学习，不仅可以使学生掌

握生物科学知识和技能，还能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有良好的团队

合作习惯。

　　二、生物学教学方法优选与组合

（一）教学方法优选与组合的内涵

１．教学方法优选与组合的目的是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教学方法优选

与组合是运用整体性的观点来选择和组合教学方法，任何一种教学方法的核心的作用，

都是为了实现教学目标和完成教学任务服务，优选组合合适的教学方法能够保证完成教

学任务，提高教学活动效率。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的实质，就是把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

习和教材的内容和媒体有效地连接起来，使教学的基本要素能够在教学活动中充分地发

挥它们各自的功能与作用，从而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达成预期的教学效果。

２．教学方法优选与组合要求综合考察教学过程中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教

学方法的优化，是从实际条件出发，确定最佳教学效果和选定切合实际的最佳教学方法，

并根据实施过程中的反馈信息，及时调整教学的活动过程，从而达到最好教学效果。完

整有序地研究教学过程中各个要素的互相促进作用，力求使所选用的教学方法从整体上

发挥其最优功能是教学方法的优化和选择的实质。在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过程中，是克

服各种不利因素，调动和创设有利于发挥教学最优功能的各种因素，取得相对于该种条

件下最好的教与学的效果的基本保证。

３．科学、合理地选择和有效地优化组合教学方法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更好的发展。

生物科学的不断发展，教育与教学目标的不断变化，教学条件的不断改善，都会使教学方

法随之发生变化。对不同地域、不同学校、不同班级、不同学生，都有选择合适的教学方

法的问题。无论教学环境、教学条件如何，教学活动都必须按照一定的培养规格要求，在

各自的起点上，从实际出发，力争用优选的教学方法降低消耗，提高效能，使每个学生都

能在当时的条件下，获得自己的最好发展，这就是教学方法优选的实质所在。

（二）选择教学方法的基本依据

教学方法与教学目的任务、教材内容、学生特征、教师素质、教学环境之间存在着内

在的有机联系，这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选择和优化组合教学方法的基本依据。

１．依据教学的具体目标与任务

根据教学目标选择方法，主要是看目标的内容和层次。生物学教学目标包括认知、

情感和技能这三个领域，每个领域又可分为若干个层次。不同领域或不同层次的教学目

标的有效达成，要借助于相应的教学方法和技术。对教学方法选择的指导性因素应是具

体的教学目标。教师要依据这些具体的可操作性目标来选择和确定具体的教学方法。

如教学目标是了解、理解级目标，教学方法中的指导阅读法、讲授法、练习法、演示法等是

比较合适的；如果教学目标要求达到应用级目标，则可考虑练习法、演绎法、问题解决法

等；如果教学目标要求熟练掌握生物操作技能，则可以采用演示法、实验法、练习法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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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达到培养学生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方面的教学目标，在运用讲授法的同时采用探究

法、发现法、情境教学法等就更加合适。教师可依据中学生物课程标准中具体的可操作

性目标来选择和确定具体的教学方法。

２．依据教学内容特点

中学生物学知识内容和学习要求的不同，对教学方法的要求也不相同，教学内容和

教学目标制约着教学方法的选择。生物教学的不同阶段、不同单元、不同课时的内容，要

求教学方法的选择要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教师要能把握各种教学方法的优势

特征和适用范围，能够根据不同教学内容的教学需要选择教学方法。对理论性较强的知

识内容，多采用启发讲授方式，并穿插运用类比、归纳、演示等逻辑方法；对事实性知识，

可通过实验演示、实物模型展示等直观手段，并配以图表归纳、比较、联系等形式强化记

忆；对生物实验课的教学，融原理讲解、模仿示范、技能训练、问题讨论为一体，能收到较

好的效果；对生物概念术语等知识，使用再现、复述、问答、练习等方法较为合适；对应用

生物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相关内容，除系统讲解外，可考虑运用问题解决法、发现法、

练习法等。根据内容选用教学方法要体现生物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想、生物学科的

逻辑结构对教学方法的选择起着主导的作用，从中也能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意识，掌握

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教师在教学中应有意识地运用那些反映生物学科特征的方法，如

实验方法、观察方法、比较方法、分类方法、归纳方法、类比方法、模型方法等等。

３．依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状况

学生的身心发展状况，主要是指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智力发展水平、学习动机状

态、年龄发展阶段的心理特征、认知方式与学习习惯等因素。这些因素也都直接制约着

教师对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要科学准确地研究分析学生的身心特

点，有针对性地选择相应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学习和掌握知识、形成技能的同时，能够

促进他们向更高的水平和阶段发展。高中阶段是逻辑思维发展趋于初步定型或成熟的

时期，基本上达到了理论型抽象逻辑思维的水平，在概括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推理能力

等方面开始出现质的飞跃，他们能比较自觉地用理论作指导来分析综合各种事实材料，

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事物。这一学习阶段可以适当增加理论讲授的比例，也可以同

时采用体现学生独立研究和创新要求的教学方法，如讨论法、问题解决法、发现法等。当

教学中发现学生新旧知识因衔接不良难以迁移时，应多用归纳法和练习法进行复习，同

时配合口头检查、书面检查、补充实验等形式，弥补学生原有知识的缺陷。当发现学生缺

乏学习生物的兴趣，学习水平较低时，要放慢教学进度，从提高学习兴趣入手制定教学方

法改革的整体计划，力求通过多种方法的交替运用，提高整体的学习水平。

４．依据教师的自身素质

教师素质在教学活动中主要表现在教师的语言与表达能力、思维品质、教学技能、个性

与特长、教学艺术与风格特征、教学组织与调控能力等方面。任何一种教学方法，只有适应

了教师的素养条件，并能为教师充分理解和把握，才有可能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有效地发挥

其功能和作用。教师在选择教学方法时，在考虑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学生因素的同时，还应

当根据自己的实际优势，扬长避短，选择与自己最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巴班斯基认为，教学

的方法和形式，具有一定的补偿可能性，因而同一种任务可用不同的方法和形式来解决。



●
Ⅳ．其　　他 ２２９　　

●

这往往要靠教师发挥其长处。教师应根据自身的特长择用某些方法，例如，在启发式教学

的前提下，善于表达的教师，可以通过形象的比喻，生动的讲解，置疑解惑，引出教学内容；善

于动手实验的教师，常常可以设计一些精巧的小实验，既活跃课堂教学气氛，又能从实验现

象的分析、推理中导出教学的重点；善于绘画的教师，则可利用色彩鲜明、形象逼真的板画，

及时勾出所要认识的生物的特征形象，为学生的感知提供间接的条件，善于教学组织的教

师，应多引导学生讨论和自学，培养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

时，要不断吸收各种教学方法的精华，努力提高驾驭多种方法的能力。

５．依据教学环境和教学设备条件

教学环境条件主要是指学校教学设备条件（信息技术条件、仪器设备条件、图书资料

条件等），教学空间（教室、场地、实验室等）和教学时间条件。教学环境条件的优劣对教

学方法功能的全面发挥也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会更

进一步开拓教学方法的功能。教师在设计选择教学方法时，要在时间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能够最大限度地运用和发挥教学环境条件的功能与作用。直观教学是生物教学活动

的基本形式之一，其内容直接取决于教学设备条件的优势，条件较好的学校可运用计算

机“人机交互”的特点和模拟功能，开发有教学价值的课程软件，特别是用于疑难生物实

验的动态模拟和分析，有独特的作用。

除了上述依据外，选择教学方法，还应考虑教学方法本身的特性和教学进度和课时

的要求。例如，探究发现法、程序教学法等，有时在规定的课时内往往难以完成，因此限

制了其应用的价值。选择教学方法要综合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再来确定教学方法。

科学、合理地选择和有效地优化组合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现代教学理论的指导下，

熟练地把握生物学教学方法的特性，综合地考虑各种教学方法的各种要素，合理地选择

适宜的教学方法并能进行优化组合和综合运用，以达到发挥教学方法组合的整体性功能

的目的。无论选择或采用哪种教学方法，在实际运用中都要以启发式教学思想作为运用

各种教学方法的指导思想。此外，教师在设计运用各种教学方法的过程中，还要与学生

心理特征、知识水平相适应，必须充分关注学生的参与性。

生物新课程的知识呈现方式，提供给师生一个教与学的崭新平台。在“减数分裂”教学

活动过程中，教师结合教材内容，运用了多种教学方法，如讲授法，发现法，建立模型的方法，

讨论交流的方法等，和传统的教学活动比较，在教学方法的设计上体现了新课程的理念。

研究教学方法对指导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是必要的，良好的教学方法可以提高教学

效率，但任何方法的选择、运用都必须根据各方面条件和实际情况。每一种方法都有自

己的特点、功能，没有万能的方法。没有一种所谓绝对好的方法，也没有所谓绝对坏的方

法。人们常说“教学有法，但无定法”，重要的是要依据教学目标、教学任务、学生特点、教

师特点、教学环境、教学时间、教学技术条件、资源状况等诸多因素进行选择，将各种方法

进行合理地组合，教学方法的选择运用不仅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还是一种教学的艺术。

教师应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和水平，丰富和改造现有的教学方法，逐步形

成具有个性特征的教学艺术风格。

南京师范大学汪忠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