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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颁布、实施以来，由于一线教师对实践层面的一些关键问题茫然不知或手足无措，影响了课堂教学实践

的顺利转型。新课标在课堂中落地，无法回避且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有：如何处理学科核心素养与学生核心素

养的关系？如何制订教学目标？如何进行三级概念教学？如何划分学科核心素养水平？如何设计以核心素养

为宗旨的学案？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需要自觉服务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系统设计课程、模
块、单元和课时四级教学目标体系，课时教学应首先立足于基础概念才能聚焦核心概念、建构概念体系，依据

问题情境复杂度、思维水平和知识处理水平三个关键维度划分例题、习题和考题的学业水平，新学案设计应充

分体现新课标提出的课程基本理念，充分发挥学科教学独特的育人价值。
核心素养 生物教学 教学目标 学业水平 学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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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不少省份已经陆续进入实施《普通高中生

物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阶

段，但是从课堂教学调研的情况来看，课堂教学的

理念、过程、方法与策略并没有发生显著改变，一线教

师对如何实施新课标在认识和实践层面上还存在

许多误解和曲解、困惑和疑问。笔者借鉴国内外的

一些研究成果，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体会和教学研

究心得，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思考，现简述如下。

一、学科核心素养与学生核心素养关系
的厘清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为核心，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化、细化。它分

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

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
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

等十八个基本要点。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

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

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1]，而学生核心素

养主要指学生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

而应具备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显然，学生核心素养是将“全面发展的人”作为育人

目标，强调学生个体发展的有机性、系统性和整体

性，而学科核心素养是从学科育人价值出发，寻求

为实现“全面发展的人”的育人目标的可为之处、可
乘之机。毋庸置疑，各学科都理应以培养“全面发展

的人”、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最高宗旨，自觉服务

于、服从于这个最高宗旨，主动建立学科课程教学

与学生核心素养的内在联系，充分挖掘学科课程教

学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独特育人价值，不能为了提

高本学科的教育地位、教学作用和社会影响，而去

排挤、排斥其他学科课程教学的教育存在，肢解发

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整体布局和系统作用。各学科课

程教学之间应该相互联系、互相补充、相互促进、各
有侧重，在不同学科情境中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而协调发挥作用。

新课标的重大突破之一在于凝练了生物学学

科核心素养，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包括生命观念、科
学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当前生物教育存在

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教师的学科意识过于强烈，唯

我独尊、目中无人的思想非常严重，“种好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现

象非常普遍；二是教师将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破碎

化，肢解了学科核心素养，将生命观念、科学思维、
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切割开来，然后再去条分缕析。
要让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在课堂教学中落实、落
地，首先，教师需要立足于“个体需要”和“社会需

要”，思考如何通过生物学课堂将学生培养成为“全

面发展的人”。其次，教师需要思考如何在课堂教学

中协调发展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

责任，学科核心素养的这四个方面是“塔之四面”而非

“鼎之四足”，不能肢解，不可切割，而应该根据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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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承载性、适切性，将它们“拧成一股绳”———
一股牵引学生核心素养之舟乘风破浪前行的缆绳。

因此，系统设计比过去任何时候的生物学教学

都显得尤为重要，只有通过系统设计才能正确处理

好学生核心素养与学科核心素养、不同学科教学、
生物学不同维度核心素养，以及单元教学与课时教

学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为培养“全面发展

的人”奠定坚实的课程教学基础。在生物学教学设

计、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中，需要进一步加强落实

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教育，注意学科之间

的联系，这有利于促进学生理解科学概念、科学本

质和科学思想，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就其教学方法的选择与设计而

言，STS （Science，Technology，Society） 教 育、STEM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 课

程、SSI（Socio-Scientific Issues）教学等现代课程理念

与方法，都值得生物学教师借鉴。同时，在模块教

学、单元教学和课时教学等阶段性教学过程中，制

订教学目标、设计教学过程、命制考试试题等都需

要将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进

行整体融合、系统设计，课时教学在 45 分钟的教学

进程中不可能全面兼顾学科核心素养和学生核心

素养的各个组成要素，所以模块教学、单元教学都

应统筹安排、全面协调地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二、教学目标的转向

教学目标对教学活动、教学评价具有导向、激
励和规准的作用，因此制订教学目标是教师在日常

教学工作中一个颇具规范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教

学研究过程，教师需要基于课程标准综合考量、有
效协调和合理组配教学对象、教学资源、教学内容

和实施条件等各方面课程要素，努力使教学目标具

有规范性、科学性、可行性和激励性。当前新课标已

经将课程目标从“三维目标”转向“核心素养目标”，
如何将课程目标转化为教学目标，这是保证新课标

落地、落实的关键。关于教学目标的制订，亟待解决

的突出问题有三：一是不同课时教学目标的相互游

离；二是同一课时教学目标的支离破碎；三是教学

目标叙写结构的固化滞后。
为了解决不同课时教学目标相互游离的问题，

教研组、备课组需要在校本教研中建立符合校情、
学情的生物学课程目标、模块教学目标、单元教学

目标和课时教学目标四级教学目标体系，用单元教

学目标直接统领不同课时教学目标，使不同课时教

学既各有侧重又相互倚重，从而最终达成全面培养

学科核心素养的课程目标。
为了解决同一课时教学目标支离破碎的问题，

教师们需要对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

价值观三维目标进行整合，根据课时教学内容和教

学活动的承载性和适切性，确立学科核心素养培育

的侧重点。过去教师在制订三维教学目标时，普遍

将教学目标分解为知识性目标、技能性目标和情意

性目标三个部分。随着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深

入，大家对这种做法的弊端认识得越来越清晰。新

课标颁布并实施后，不少一线教师将学科核心素养

的教学目标肢解为生命观念教学目标、科学思维教

学目标、科学探究教学目标和社会责任教学目标四

个部分。这种做法既割裂了学科核心素养的整体

性，又不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

能力。一方面，学科核心素养的四个组成要素是密

切联系、相互促进的，并无清晰分野，科学探究活动

中一定流淌着科学思维，科学思维活动一定会促进

科学探究走向深入，建立生命观念、树立社会责任

一定离不开学生的思维活动与探究活动，科学思维

和科学探究是培育生命观念和社会责任的必经之

路。另一方面，强行将学科核心素养进行拆分，既不

利于全面培育学生核心素养，更不利于学生将来应

对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因为现

实问题具有劣构性，现实问题解决往往是不分学科

的，更不会依赖于学科核心素养的单个要素，而是

需要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素养。在制定课时教学

目标时，不是将学科核心素养肢解开来，再去独立

地寻求发展核心素养各个要素的教学内容，而是将

重要概念转化为中心问题，再将中心问题转化为学

习活动，从教学内容的适切性、学习活动的承载性

和问题解决的支持性出发，明确这节课的核心素养

的侧重点。
为了解决教学目标叙写结构固化滞后的问题，

教师需要认真研读新课标中“教学与评价案例”，重

构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叙写结构体系。新

课标建立了学科核心素养体系，实施新课标的首要

任务就是科学制订指向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这直

接关系到目标教学法的实施效果。目标教学法是一

种以教学目标为核心和主线实施课堂教学的方法，

运用目标教学法能使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和学习的

评价有统一明确的要求，因此教学目标制订显得尤

为关键。新课标提供的教学目标制订案例没有简单

沿袭过去的布鲁姆—安德森的认知式、马杰—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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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朗的行为式、加涅的五成分式、ABCD 表达法等

叙写结构体系 [2]，而是根据培育核心素养要求融合

发展、重新建立的结构体系（见表 1）。基于新课标，

以发展核心素养为课程目标制订的教学目标一般

需要行为主体、行为条件或学习情境、行为动词、行
为内容和行为水平五个要素（图 1）。其中，行为主体

即学生，倡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行为条件

指行为发生所需要的工具、限制性条件等，也可指

行为达成所要经历的学习过程或学习情境；行为动

词强调基于“可观察的学习结果”的评价观，以学生

的外显行为作为学习评价根据；行为内容依据新课

标的“内容要求”，强化三级概念体系对于学科教学

的重要性；行为水平应根据所教班级学生的学业整

体目标，区分合格性考试、等级性考试要求，再依据

新课标的“学业质量水平”进行划分，这有利于在课

时教学中实现教、学、评一致性。学业质量水平二是

高中毕业生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应该达到的合格

要求，学业质量水平四是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的命题

依据。例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的教学目标之一

是“能够根据生态系统各种成分、结构以及数量关

系，构建稳定性生态系统模型，并制作简易生态

瓶”，其中“根据生态系统各种成分、结构以及数量

关系”是限制性行为条件，与行为动词“构建”对应

的行为内容是“稳定性生态系统模型”，与行为动词

“制作”对应的行为内容是“简易生态瓶”。行为动词

常暗含着行为水平，行为动词、行为水平和行为内

容可综合反映学科核心素养指向及其学业水平，

“构建稳定性生态系统模型”指向“科学思维”中“模

型与建模”，“制作简易生态瓶”指向学科核心素养

中的“科学探究”，学业水平层次均为“水平三”。上

述结构完整的教学目标结构体系很好地融合了教、
学、评的各个要素，对学科核心素养教育在课堂教

学中落实、落地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

三、三级概念体系的建构

概念是构成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单位，概念教

学是学科教学的基石，知识是能力和素养的载体，

因此实施新课标仍然要以概念教学为基础。新课标

的又一个重要突破在于构建了生物学三级概念体

系，明确了核心概念（大概念）、重要概念和次位概

念（基础概念）。那么在课堂教学中如何处理三级概

念之间的关系，如何实施三级概念教学呢？

基础概念是课时教学的立足点。“内容聚焦大

概念”是新课标提出的课程基本理念之一，但是概

念教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大概念教学不可能

一蹴而就。对于具体的一节课而言，概念教学仍然

立足于基础概念，而不是课堂教学刚开始就要聚焦

大概念。基础概念是建构重要概念、核心概念的基

础，大概念是在基础概念、重要概念基础之上提炼

形成的。一个大概念或一个重要概念的学习不是在

一节课中完成的，一节课中主要完成的是一个或几

个基础概念的学习。概念教学要遵循科学知识发展

逻辑和学生认知发展逻辑，因此三级概念教学需要

遵从“生物学事实→基础概念→重要概念→核心概

念”的教学进程。
核心概念是单元教学的聚焦点。如果课时教学

以基础概念作为立足点，那么教学如何体现“内容

聚焦大概念”的课程基本理念呢？其教学实践路径

有二：一是弥散渗透式，二是当堂提升式，三是单元

升华式。以表 2 中三级概念教学为例，弥散渗透式

教学设计思路如下：在课时教学中主要通过“单细

胞生物与多细胞生物”“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教

学完成基础概念的学习，可以组织学生在显微镜下

观察多种多样的细胞，积累和丰富感性认识，然后

运用比较与分类等科学思维方法，让学生在建构

“有的生物体只有一个细胞，有的生物体由很多细

胞组成”“有的细胞没有由核膜包被的细胞核”等基

础概念的同时，也形成“细胞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细胞是生物体结构与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等重

要概念、核心概念。如果采用当堂提升式教学，则在

一节课教学的总结阶段，组织学生提升概念水平，

初步建立重要概念或核心概念。如果采取单元升华

教学目标叙写结构 具体操作方法

布鲁姆-安德森的认知式 布鲁姆-安德森的教育目标分类动词+学习内容

马杰-阿姆斯特朗的行为式 马杰-阿姆斯特朗行为动词+学习内容

加涅的五成分式 情境+性能动词+对象+行为动词+工具或特殊条件

ABCD 表达法
A （Audience， 受 众）+B （Behavior， 行 为）+C

（Conditions，条件）+D（Degree，程度）

内部心理与外显行为相结合
用描述内部心理过程的术语概括教学目标+具体

的可观察的行为案例

表观性设计模式
明确规定学生应参加的活动，但不具体精确规定

学生的习得结果

表 1 过去常用的教学目标叙写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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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物学教学目标结构要素

行为条件 学习情境

行为主体 行为动词 行为内容 行为水平 核心素养

学业质量内容要求学业要求

59· ·



式教学，那就需要在完成一个重要概念下的所有基

础概念教学后，组织学生集中归纳总结、提炼升华，

建构相应的重要概念。同理，在完成一个核心概念

下的所有重要概念和基础概念教学后，安排专门的

教学时间，集中复习提炼，建构核心概念。
表 2 生物学三级概念案例

单元教学是概念教学的关键点。随着课程与教

学改革的推进，“大单元教学”在许多学科实施新课

标及其核心素养教学中已经越来越多地显示出自

身优势。立足于基础概念的课时教学由于知识内容

少、承载性低、时空狭窄，难以全面培育核心素养中

的关键能力、必备品格和价值观念，因此学科核心

素养呼唤大单元教学。大单元教学的学习内容具有

一定的广延性和系统性，有利于真实情境与中心任

务的深度介入，有利于全面协调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和学科核心素养。生物学的大单元教学可以“核心

概念”建构为主线，以基础概念教学作为立足点，通

过大单元教学的系统设计，使不同课时教学既形态

各异、各有侧重，又错落有致、紧密关联，从而让学

科核心素养在大单元教学中得以全面落实。

四、学科核心素养水平的划分

研制了学业质量标准是新课标的又一个重大

突破，学业质量标准明确了学科核心素养应该达到

的水平，各水平的关键表现构成评价学业质量的标

准。这有助于教师和学生把握教与学的深度和广

度，为阶段性评价、学业水平考试和升学考试提供

重要依据。但是，要让学业质量标准发挥应有的作

用，其基本前提是教师能够熟练而准确地划分学业

质量水平和学科核心素养水平，能够清晰界定教学

过程中例题、习题和考题的核心素养水平层次。由

于江苏省义务教育生物学学业质量监测的需要，笔

者领衔的学科项目组于 2015 年至 2018 年开展了

历时三年的课题研究，构建了学业质量水平测评矩

阵结构（图 2）。该矩阵结构主要依据问题情境复杂

程度、思维水平和知识处理水平三个维度划分学业

质量不同水平，其表达式为：学业水平（v）=问题情

境（x）×思维水平（y）×知识处理（z），其中问题情境复

杂度由易到难划分为简单熟悉情境、简单陌生情

境、较复杂情境、复杂情境等水平层级，思维水平由

低到高划分为单点结构、多点结构、关联结构和拓

展抽象[3]等水平层级，知识处理水平由低到高划分

为知识再现、知识理解、知识迁移、知识创造 [4]等水

平层级。以菠菜汁颜色变化系列问题进行学业水平

划分为例，具体如表 3 所示。

该学业水平测评矩阵结构从影响学业水平的

众多因子中筛选出最关键的三个因子，在划分例

题、习题和考题相应的水平层次时界限清晰、合理

客观、简便易行，非常容易被一线教师在教学时掌

握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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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生物学学业水平测评矩阵结构

思维水平

知识处理

问题情境O

y

x

z

概念 1 细胞是生物体结构与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1.3 各种细胞具有相似的基本结构，但在形态与功能上有所差异

1.3.1 说明有些生物体只有一个细胞，而有的由很多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形态和

功能多样，但都具有相似的基本结构

1.3.2 描述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最大区别是原核细胞没有由核膜包被的细胞核

水平一 水平二 水平三 水平四

问题 1：刚买回来的菠菜叶是什

么颜色？

情境简单

事实再现

单点结构

问题 2：菠菜叶为什么是绿色的

呢？

情境简单

知识理解

多点结构

问题 3：放置几天后，菠菜叶为

什么变黄了呢?

情境复杂

知识迁移

关联结构

问题 4：利用天然叶绿素作为食

品添加剂，哪些食品中不能添

加？为什么？怎样处理后就可以

添加了？

情境复杂

知识创造

拓展抽象

表 3 不同学业水平划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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