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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

下简称“课程标准”）在“课程性质”部分明确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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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导学生从知

识与训练的浅层学习转向思维构建的深度学习，

关注学生是否像科学家一样具有创新思考能力，

这是教学真正要义所在。本文以人教版必修 2

“孟德尔豌豆杂交实验（一）”第 1 课时的教学为

例，阐述如何让学生体悟科学家的思考和研究方

法并学会运用所学方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1 分析课程标准，锚定科学方法的生长点

“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一）”是人教版教

材必修 2 模块《遗传与进化》中第 1 章第 1 节的内

容，作为遗传学的开篇，是学好本模块中“基因的

自由组合定律”“基因在染色体上”“伴性遗传”等

知识的基础。本节内容在课程标准“内容要求”

中的概念层次界定如下：

大概念：概念3遗传信息控制生物性状，并代

代相传。

重要概念：3.2有性生殖中基因的分离和重组

导致双亲后代的基因组合有多种可能。

次位概念：3.2.3 阐明有性生殖中基因的分离

和自由组合使得子代的遗传性状和表型有多种

可能，并可由此预测子代的遗传性状。

“学业要求”对本节内容明确指出：运用统计

与概率的相关知识，解释并预测种群内某一遗传

性状的分布及变化（科学思维、科学探究)。

根据教学要求，本节内容分 2 课时完成，第 1

课时重点在于引领学生体悟“假说-演绎”科学方

法论价值及其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本节内容

不是让学生记住“假说-演绎法”的几个环节，而

是让学生以科学研究者的身份经历“观察现象→
提出问题→作出假说→演绎推理→实验验证→
得出结论”的过程，凝练科学研究的思路。

2 以方法的“引入—感知—体悟—运用”为主线

设计教学

2.1 还原时代背景，引入方法 教师播放视频

《孤独的天才——孟德尔》片段，设置情境：1859

年，达尔文出版了巨著《物种起源》。提问：在初

中阶段获知“自然选择学说”的核心内容包括哪

几个方面？（学生回答：过度繁殖、生存斗争、遗传

与变异、适者生存。）

教师点拨：达尔文受时代研究水平的限制，对

于“遗传与变异”这一部分只是作了表观上的描

述，未能从本质上进行深入阐述，这也是达尔文

的困惑所在。在那个年代，部分哲学家想象存在

着一种“泛生子”的微小颗粒，后代的性状是亲代

的“泛生子”融合的结果（图1）。

图1 泛生子融合理论

指向科学方法体悟的
“孟德尔豌豆杂交实验（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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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孟德尔豌豆杂交实验（一）”一节教学中，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充分利用生物

史料，以科学方法的“引入—感知—体悟—运用”为教学主线，引导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和

解决问题。实践证明，该教学模式可分解为还原时代背景的问题引入、运用生活原型的现实

感知、师生共同构建的体验感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运用等有效环节，环环相扣地获得教

学效果。这是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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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课题:为了揭示遗传的秘密，孟德尔在奥

匈帝国边陲的圣托马斯修道院的后院种下一批

豌豆。孟德尔所挑选的豌豆 7 种性状（无论是种

子表皮的颜色、花朵的颜色，还是植物的高度），

杂交后代均表现高度一致的性状。这似乎在挑

战人们习以为常的融合遗传的理念：子女从父母

那里分别继承一些性状，父母泛生子水乳交融构

成了子女的一切[2]。为解决这些疑惑，孟德尔以

坚韧的毅力、超群的思考方式和扎实的实践，发

现了两大遗传定律。孟德尔使用的科学研究方

法，称为“假说-演绎法”。

质疑：什么是“假说-演绎法”？孟德尔的研

究方法对于今天的学习有何启示？

2.2 运用生活原型，感知方法 “假说-演绎法”

是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学生很难理解。为此，

笔者没有直接切入孟德尔的一对相对性状杂

交实验，而是以学生熟知的生活场境分析为例

（表1）剖析。

表1 某人在餐馆用餐后患肠炎的原因剖析

上述案例采用的研究方法，称为“假说-演绎

法”。在100多年前，孟德尔就已采用此法研究遗

传现象。

2.3 师生共同构建，体悟方法 教师投影诱思导

学提纲，引导学生思考:1）孟德尔做的一对相对性

状的杂交实验，子一代全是高茎，如果当时是你，

你有何惊讶之处？2）孟德尔是如何提出假说的？

3）孟德尔演绎推理设计的实验是什么？4）他是

如何验证的?

分析环节

现象

提出假说

演绎推理

验证

得出结论

案例分析

某人在餐馆就餐后出现肠炎症状

他断定是餐馆不卫生导致食物中毒，在朋友圈和多

个微信群里反映餐馆食物有毒

如果食物有毒，则同时就餐的其他顾客也应出现肠

炎症状

餐馆立即联系当时就餐的其他顾客，了解得知同时

就餐的其他顾客并未出现肠炎症状

某人患肠炎并不是因为餐馆不卫生造成的

步骤

现象

问题

假说

演绎

验证

结论

原理分析

实验现象

根据实验现象提出问题

根据现象推测可能的原因

从假设的命题出发，运用逻辑的规则，导出另

一命题的过程，是一种思维过程

实施具体的实验过程，判断实验预测是否正确

判断假说是否成立，得出规律或定理

例解

纯种高茎与矮茎杂交，F1自交获得F2，F1只有高茎，F2高茎与矮茎之比为3∶1

为什么子一代没有出现矮茎，而子二代出现了矮茎？为什么遗传性状在子二代中

会按 1∶3 的比例分离？

生物性状由遗传因子控制，体细胞内遗传因子成对出现，形成配子时遗传因子分

离，受精时雌、雄配子随机结合

测交实验，F1与隐形纯合子杂交后，性状之比应该为1∶1

不管何种性状为父本，进行种植后，2种性状之比为1∶1

归纳得出孟德尔第一定律，又称分离定律

表2 孟德尔运用“假说-演绎”法探寻“基因的分离定律”

在学生充分自学、小组交流、汇报的过程中，

教师巧妙介入、适时引导，师生共同总结得出“假

说-演绎法”的基本过程（表2）。

在此基础上，教生共同构建“假说-演绎法”

的思维模式（图2）。

图2 “假说-演绎法”的思维模式

2.4 解决实际问题，运用方法 学习的最终目的

是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学习孟德尔的

“假说-演绎法”，就是引导学生体验严密的逻辑

思维过程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在厚重的历史

感中体会前人的智慧，从而提升学生的生物学学

科核心素养。

在本节课教学过程中，笔者让学生以牵牛花

早、中、晚颜色变化原因的探究为素材，体验“假

说-演绎”法：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提出方案，小组

汇报，彼此进行相互的思维碰撞，有人认为牵牛

图3 运用“假说-演绎法”探究牵牛花颜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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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思维”是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

成部分。学生在亲历提出问题、获取信息、寻找

证据、检验假设等过程中可习得生物学知识，养

成理性思维的习惯，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

法。在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导向下，笔者按照

生物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创设问题情境，以问题

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引导学生进行分析比较，推

理和判断等，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思维能力。

1 “开花和结果”知识内容分析及教学价值

“开花和结果”是人教版生物学7年级上册第

3 单元“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 2 章“被子植物

的一生”最后一节的内容，是在对生物圈中的绿

色植物类群及绿色植物的生活（萌发、生长）有充

分认知的基础上，对绿色植物的繁殖进行详细探

讨。课程标准要求能概述开花和结果的过程。

认识这一过程需要掌握花的基本结构，理清从开

花至结果的主要事件，阐明花的结构与果实的对

应关系，从而形成对绿色开花植物生活史的完整

而科学的认识。本节课教学内容中花与果实的

关系既是本节重点，也是贯穿整节的主线。本节

课中通过对花的解剖实验、子房基本结构与果实

各部分之间关系的推理，以及被子植物完整生命

周期的学习，学生能更好地理解花、果实、种子的

结构与功能相适应，提高逻辑推理能力、问题解

决能力等，并意识到花及果实种子的重要意义，

形成尊重生命、爱护绿色植物的意识。

2 学生学习“开花和结果”的已有基础与困难

通过之前学习科学探究方法及观察细胞的结

构、观察单细胞生物等实验，学生已具有一定的观

察能力、推理能力和简单的分析能力。7年级学生

以“开花和结果”一节为例谈科学思维的培养

李志洁 （北京市第一0一中学 北京 100095）

摘要 以“开花和结果”一节为例，阐述如何利用自育材料，通过解剖实验、小组讨论，经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启发学生观察自然，探究生命的规律，渗透推理和判

断、归纳和概括等科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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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颜色变化是由于温度不同造成的，有人猜想

是光线强弱造成的，还有人认为是由于空气中O2

浓度变化引起的……在学生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

上，教师适度点拨。图 3 展示的是一个学习小组

的研究思路。

3 教学反思

本节课以科学方法的体悟与运用为重点，还

原知识、方法产生的时代背景，让学生始终以研

究者的身份主动学习。以“达尔文的困惑”这一

史料为真实情境导入，让学生穿越时空隧道，以

“假如我是孟德尔，我会怎么想，怎么做，有哪些

困惑”为问题链产生任务驱动；通过现实生活的

直观案例介绍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假

说-演绎法”，让学生体会孟德尔当时就是采用

“假说-演绎法”，通过执着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发现了遗传的两大定律。本节课引领学生运用

“假说-演绎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培

养了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笛卡尔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

识”。未来的社会公民，需要更多的理性思维，需

要学会用科学方法论证，以科学精神开拓，而真

正落实这一要求的主渠道就在日常的课堂教学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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