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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生物学前沿知识拓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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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核心素养是指学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生物学前沿

知识对培养核心素养具有重要意义。生物学前沿知识的拓展目前还存在一些限制因素，如教材时

效性差，教学模式固定; 教学时间不足，获取途径有限; 教师水平参差，教学深度难控等。优化教学

结构，加强实践环节，创立专业网站，是前沿知识与核心素养相互融合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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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在教育报告《学习: 内在的财富》中提出了核心素养概念，包括学

会认知( learning to know) 、学会做事( learning to do) 、学会合作( learning to together) 和学会生存 ( learning to
be) 。1997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启动了“素养的界定与遴选: 理论和概念基础”项目，进一步明确

了核心素养的内涵，即覆盖多个生活领域、促进成功的生活和健全的社会的重要素养。2015 年，在教育部印

发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核心素养”被置于连接宏观教育理念、培养

目标与教学实践的中间环节。
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认为，以个人发展和终身学习为主体的核心素养理念应取代以学科知

识结构为主的传统课程体系，从而使学生打下坚实的知识技能基础，也为未来发展预留足够的空间［1］。核心

素养突出强调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家国情怀，更加注重自主发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通过核心素养这一桥

梁，党的教育方针可以转化为教育教学实践可用的、教育工作者易于理解的具体要求，引领课程改革和育人模

式变革。核心素养指导、辐射学科课程教学，彰显学科教学的育人价值，使之自觉为人的终身发展服务，从而

实现由“教学”到“教育”的升华［2］。基于我国国情的核心素养体系，应该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立德树

人根本要求进行构建，注重科学性和时代性，充分体现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全面反映先

进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确保知识成果与时俱进。
作为自然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学科，生物学是研究生物( 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 的结构、功能、发生

和演化的科学，旨在揭示生命活动过程、规律和机制，为医学、农业和工业等实践领域服务。生物学课程为学

生搭建起生命科学的整体知识框架，培养学生热爱生命、尊重科学、探求生命真相的勇气和精神，使学生懂得

生命的可贵［3］。前沿知识是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利用前沿知识创设情境、拓展内容，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调动课堂学习的积极性，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品质和核心素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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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沿知识对培养核心素养的重要意义

1． 1 落实理念，提高科学素养

2016 年，国务院颁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2016—2020 年) 》，总体规划了我国公民科

学素质的提升方案。教育工作者应致力于科学普及、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共同提高

全民的科学素质［5］。《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指出，生物学课程以提高学生生物学核心素

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宗旨。传授生物学前沿知识可以开拓学生视野，

强化学生的科学思维和探究精神。中学阶段开展必要的前沿知识拓展对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具有重要的作用。
1． 2 激发兴趣，促进终身学习

生物课程涉及很多晦涩难懂的概念、理论和原理，如一味按部就班进行讲授，易使学生对传统的教学方式

和学习内容产生厌倦心理。将生物学前沿知识应用于课堂教学中，既能体现科研与教学的统一，又能使生物

课堂生动有趣［6］。在前沿知识拓展中，学生会感受到生物学是与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学科，

可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要通过科学态度、科研方法的启迪，使学生受到熏陶和锻炼［7］。
1． 3 开阔视野，培养创新精神

创新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教师应重视和加强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造就更多的创新人才［8］。生物

课程涉及众多科学理论、假设、复杂的公式，可能使学生对学习生物学产生畏难心理。教师不仅要对教材知识

了如指掌，而且要跟上生物科学前沿。在课堂教学中将传统知识与前沿知识有机结合，讲授后进行有选择的

提问和讨论，能够开拓学生视野，增强学生的表达能力与创新实践能力。
1． 4 更新知识，展现科学前沿

前沿知识的拓展能够向学生展示最新的科学理论，有利于学生对科学原理的理解，更好地解决现实生活

中的问题。科学进步的目的是服务于人类生存、生产与发展，使人类生活环境更加安全、舒适与优美，使人类

生活质量向更高层次迈进。例如基因测序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人类基因缺陷，对疾病进行预防和

治疗。前沿知识在课堂上的逐步拓展，不仅可以使学生感受到科技的力量，更能使学生认同生物科学是一门

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学科，唤起和培养学生的生命观念与社会责任。
2 生物学前沿知识拓展的限制因素

2． 1 教材时效性差，教学模式固定

在现阶段使用的人教版《普通高中教科书生物学》中，关于前沿知识的板块仅有细胞组装、国际人类蛋白

质组计划、通道蛋白、生物信息四项。该教材已连续使用十余年，缺乏科技前沿知识的更新，时效性大大降

低［9］。生物教师对传统教学模式过于依赖，受困于大纲与课标限制，普遍注重基本概念、技巧、技能的传授，

对前沿知识的学习能力及对教学模式创新的勇气逐步降低［10］。例如，教材中涉及病毒的知识点基本上一带

而过，没有在课标中提出具体要求。在讲述这部分内容时，可以引起新冠肺炎的冠状病毒为例，阐明 2019 －
nCoV 的感染途径、预防措施、致病机理，促使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实际，在面对疫病来袭时能够从容应对。这样

既提高了学生的科学素养，又使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得到升华，潜移默化地落实核心素养中的生命观念

与社会责任。
2． 2 教学时间不足，获取途径有限

当前部分地区生物教学依然受到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为分数论所左右，轻过程重结果、轻探究重验证、

轻自主重讲授，不能正确、全面地看待问题，很容易导致学生学习兴趣减弱、思维创造匮乏、探究精神弱化。在

传统的中学生物课堂上，常规学习任务占据较大时间比重，教师教学压力大，难以开展前沿知识的讲授。另

外，对生物学前沿知识获取途径的调查结果表明，教师主要通过电视、网络获得相关信息［11］。电视对前沿知

识的报道专业性过强，不适合在中学生物教学中运用。专项学科讲座或培训少之又少，对前沿知识基本上也

一带而过。现有途径均无法满足师生对生物学前沿知识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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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教学深度难控

前沿知识的讲授对教师的知识储备以及教学方式提出更高的要求。当前大多数教师对前沿知识系统的

构建不够完整，缺乏相应的教学策略。部分教师能够把握何时在教学中融入生物学前沿知识，但在渗透深度

与边界上普遍出现一些困惑，对实际教学目标的实现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12］。教师群体整体水平亟待提高，

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寻求新方向，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3 拓展生物学前沿知识的有效途径

3． 1 优化教学结构，积累经验

教师对前沿知识问题不能浅尝辄止，应在课本基础上进行深入挖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同时

注重提高专业素养。教师要及时归纳“科学前沿进课堂”的教学效果，及时听取学生与同行的建议，在教学反

思的基础上优化教学方案设计，形成富有特色的前沿知识教学方法［10］。通过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深入钻研

教材内容、有机结合前沿知识，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将前沿知识的讲授由沉闷转为生动。例如，在克隆技术的

讲授中，可增加发展动态、最新进展及趋势等内容，运用现代教育手段，结合多媒体技术，打破传统板书带来的

局限性和乏味性，使课堂更加活泼生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从而提高学习效率、独立思考能力和主

动探究精神。
3． 2 加强实践环节，提升能力

生物教学的主流思想还是以高考为指挥棒，普遍以传授基础知识、提高分数为导向，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学

生创新性、探究精神的培养，进而导致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薄弱。新课标中的课程基本理念包括提高生

物科学素养、面向全体学生、倡导探究性学习、注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13］。在这个大背景下无论是备课还是

讲授，都需要更新教师的观念，加强自身专业和综合素质的提升。教师备课不能被单一的课本所束缚，而应以

课标为准则，以学生全面发展为宗旨。在课堂上既要传授生物科学的基础内容，又要渗透前沿知识，将二者有

机结合。为使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教师应为学生提供新旧知识衔接的桥梁材料，通过组织探究学习，促

进学生认知结构的完备。可以精心设计并带领学生参加式样丰富的生物学科竞赛和实验，引导学生积极参加

探究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3． 3 政府联合高校，创立网站

中学生物涉及的前沿知识种类繁多，但学生获取生物学前沿知识的途径十分有限。目前，还没有专门对

中学阶段的生物前沿知识进行整体介绍以及实时更新的权威性的杂志、期刊或网站。学生查询某个生物学前

沿热点时，首先需要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中筛选出较为可信的资料，然后将分散的资料分类整理，但收集的

资料很可能因为专业性过强而不适合学生学习。高校的专业科研团队与社会的科研机构掌握最前沿的科技

发展动态，具备一定的权威性。由政府部门组织高校与科研机构，进行生物前沿知识网站的开发，是一个可行

的途径。网站实时更新国内外生物前沿科技，将抽象化为具体、将高深晦涩化为浅显易懂，有益于学生的学习

与理解。
4 结语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随着社会经济进步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日趋迫

切，在注重提高核心素养的背景下，相关学科须根据教学目标对前沿知识进行拓展及设计，让学生了解学科的

最新研究成果，并学会从正确的渠道获得前沿科学知识。核心素养培养要体现科学思维和科学技能［14］。只

有使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能力不断提升，时刻保持求知的渴望，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的快

速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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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for Expansion of Frontier Knowledge in Biology Based on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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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literacy means the necessary qualities and essential capabilities of students for lifelong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

gress． Biological frontier knowled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ining of core literacy． There are some factors limiting the expansion of

biological frontier knowledge，such as weak timeliness of textbook，fixed teaching pattern，insufficient teaching time，finite access route，

uneven levels of teachers，unruly teaching depth，etc． The effective approaches for mutual merging of frontier knowledge and core litera-

cy consist of optimizing teaching structure，reinforcing practice link and establishing professional website．

Key words: core literacy; frontier knowledge; biology teaching; expansion strategy; effectiv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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