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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资源在初中生物学教学复习中的运用
秦亚飞
摘

要

（ 江苏省如东县实验中学

南通

226400）

复习课是生物学教学的基本课型之一，能帮助学生进一步提升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的水平层次。微课资源有助于初中生

物学教学复习课的高效而有序。本文介绍了基于 3 种微课资源的初中生物学教学的复习模式。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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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课有助于学生加强对知识的理解和联系，提

关注，并以此为主线，贯穿整节课。血液成分在体循环

升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进一步树立社会责任感。

和肺循环的变化，以及尿液如何形成等内容是学生相

生物学复习课要高效而有序，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对比较感兴趣却又难以理解的内容。血液循环途径的

是始终困扰着初中生物学教师的一个难题。历经多年

微视频，让学生直观感受到血液循环和尿液形成这一

借助微课资源，通过反复的课堂教学实践，初步摸索出

连贯的过程。再以小组为单位构建本章系统网络图，

3 种比较实用的复习课模式。

让小组代表交流展示。小组交流时发现，原尿形成的

1

着眼“系统网络”，助推基础知识提炼

过程中大分子蛋白质和血细胞不能被滤过，其他物质

系统性是生物学知识的一个显著特点，几乎每一

如葡萄糖、无机盐、水和尿素等可以被滤过，这一过程

个知识点都能在生物学知识系统找到对应处。相对而

中物质成分的变化是学生学习的易错点。这时，小组

言，受初中学生学情的影响，平时课堂教学中新授的生

学生可从教师提供的血液循环途径微视频、血管结构

物学知识是零散的、琐碎的，具体在一节课中难以看到

与功能微视频、心脏基本结构与功能微视频和尿液形

它们的系统性。为了让教材中的知识点相互渗透、互

成微视频中选择适合的微视频来观看、学习。最后，播

相支撑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生物学复习课时有必

放知识系统网络图微视频，学生观看后，可对自己小组

要将知识点连成线、再将不同的知识线编织成一个知

构建的系统网络图再次完善。借助于微视频（ 电子

识系统网络。知识的系统网络会帮助学生对整个单

资源） 的观看，学生对人体内平衡的维持有了更深刻的

元、甚至整个课程的学习内容形成清晰、深刻的认识。

认识。

并以这个知识系统网络为骨架，进而完成对核心知识

复习的过程是学生主动整合所学知识并加以应用

的梳理、知识结构的搭建以及知识外延的扩充。最终

的过程，当原有知识基础通过某种方式互动、互通和互

［1］
形成一棵不断生长、枝繁叶茂的“知识树” 。

联时，学生才能加深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在生物学复

例如，在苏科版教材生物学八年级（ 上） 第 6 单元

习课的知识内化提升和网络加工中，通过微课让学生

“人体内平衡的维持”的复习中，教师先播放冻疮患者

掌握各系统的结构，引导学生对生物学知识的概念、要

自述的微视频，以此创设情境，引起学生对血液循环的

素、实质、意义和应用等进行系统的知识网络的构建。

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
粉的，红龙头是适应蜂鸟传粉的，人工授粉产生的杂交

识间的联系，厘清本单元知识与其他单元之间的关系，

后代对蜂鸟和黄蜂的适应性都不高，会在自然选择中

指导学生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去解决实际生活中的 问

被淘汰。

题。本节单元复习课用科学家研究进化问题的两个经

教师在此基础上带领学生共同归纳： 物种具有稳

用一系列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解
典案例作为教学情境，

定性和可变性，生殖隔离保证了物种的稳定性，可变性

决问题，使学生在构建单元概念体系的同时，在原有水

导致旧种的变化和新种的产生。更多物种的产生意味

平上得到“生长”———知识上有深化、能力上有提升、方

着生物占领更多的生境，整个生物圈的进化是由物种

法上有拓展、
情感上有体悟，
从而实现核心素养的发展。

的进化推动的。
设计意图： 带领学生进行本节小结，引导学生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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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单元复习课的目标是知识的综合、应用与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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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不仅可以开阔学生的思路，帮助学生构建自身的
知识网络，而且高效地整合和运用了教材及所学知识，
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从概念的复习到原理的回

3

着力“主题链接”，提升生物学学科素养
为加强复习的综合性，依据学情，教师在生物学复

习中可以打破教材的编排序列，把初中阶段的重点、难

顾，全部由学生独立或小组合作完成，能让学生学会用

点内容提炼成若干主题，以主题来链接相关内容，形成

生物学学科思想与方式思考问题，并在问题解决中更

点、线和面立体互联。将不同复习内容的整合过程进

有效地深化生物学基础知识的理解。

行统一的归纳、对比，对所学内容进行进一步的理解与

2

着手“板块组合”，激活创新思维发展

建构、分析与解释和应用与创新，使知识、技能和情感

教材中的内容是生物学复习的重要资源，但复习

更为全面、充分和清晰地展示出来。恰当地将微课应

不应拘泥于教材的原有结构。在进行单元复习或学期

用于“主题链接模式”生物学复习课堂，能让微观的知

复习时，随着知识容量的增加，可针对初中生形象思维

识点更直观形象，利于把零散的生物学知识、规律和技

能力强的特点，教师分析相关概念间的联系，更新知识

能进行整合、重组，引导学生不断体验课程内容之间的

线性罗列的呈现方式，把复习内容划分为若干板块，在

联系和综合，在反思中形成批判意识和独立见解，提高

从特殊到一般、从形象到抽象的知识整合中启发学生

生物学应用和迁移能力，形成新的经验

联想。比较不同内容板块间的异同，建立板块间的联
［2］

系，促进学生更全面的知识结构的形成

。

［3］

。

例如，在七年级（ 下） 第 4 单元“环境中生物的统
一性”复习中，是在学生已经能够熟练掌握细胞一般知

例如，在七年级（ 上） 第 3 单元“绿色植物是有机

识的基础上，为加强复习的综合性，以“环境中生物的

物的生产者”复习教学中，教师将本章内容整合为 3 个

统一性”这一主题来链接细胞的结构、生理功能等相关

板块（ 梳理实验板块、构建核心概念板块、学以致用板

内容。借助微课视频，形成点、线和面整体互联的立体

块） 。①梳理实验板块： 将恩吉尔曼的水绵实验、海尔

知识网络，学生对生物的统一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细

蒙特的柳树实验和萨克斯的天竺葵实验等制作成微

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结构和功能的单位。教师通过让

课。学生自主选择观看微课的同时进行思考： 实验的

学生观看“细胞的结构与功能”微课，让学生进一步明

现象、结论以及实验过程中的变量控制等问题，填写完

晰动植物细胞在结构组成上的主要区别及细胞核在遗

成学习活动单。相对而言，学生对理解根尖吸水和失

传中的重要功能。细胞的生理功能是不少学生难以理

水原理有一定难度，通过多次观看“探究溶液浓度大小

解的部分，教师提供“植物的组织与作用”“动物的组

对植物吸水的影响”的微课，来比较萝卜条的长短、硬

织与作用”和“细胞的分裂与分化”微课，可让学生复

度和称量重量等。通过数据比较不同浓度下萝卜条的

习时参考。并主动链接八年级（ 上） 第 7 单元“生命的

重量变化，进而加深对细胞的吸水和失水与浓度有关

延续与进化”相关的生物学内容，让学生观看“人和动

这一难点的理解。②构建核心概念板块： 请学生思考

物、植物从受精卵开始生长发育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微

并提出本章节的关键词： 光合作用、根尖、细胞失水与

课，进一步帮助学生理解“环境中生物的统一性”这一

吸水和浓度，再以小组为单位自主绘制概念图或思维

核心概念的内涵。然后，同组学生间一起探讨本节课

导图等，取代平时的填空题，通过不同小组的展示、评

的重难点： 从环境中生物的统一性这个角度出发，说一

价进一步完善内化知识体系。③学以致用板块： 事先

说生物体的生长发育过程，从而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

准备无土栽培、温室大棚的蔬菜管理两组微课，学生可

生物的发育、进化规律。

自主选择微课观看，并从光合作用、水和无机盐吸收的

借助微课（ 电子资源） 进行复习，
在事先充分准备

角度分析相关原理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在问题的设

的基础上，提供各类主题微课，能有效地链接于各个环

置上既要基于基础知识，又要适当增加挑战性，“最近

节教学中，
从而进一步拓宽“环境中生物的统一性”这一

发展区”理论是不能忘记的重要教学原则。

主题学习的知识面。并在其中有效地渗透生命观念，唤

利用微课（ 电子资源） 将孤立的、零散的教材内
容加工为系统化、条理化的板块，这样对教材内容的有

［1］

醒学生对生命的尊重，
真正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

微课给教与学注入新的活力，在生物学复习课的

机整合能激活学生原有生物学知识信息的自主优化，

模式构建中，微课视频的运用帮助学生对所学内容进

让学生的认知过程能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变零散为体

行系统性的梳理，并在获得深层次理性认识的基础上，

系，主动参与复习内容的回顾与提炼，把抽象的、分散

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生动的微课视

的学习内容重新梳理，理顺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和

频也能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生命的变化规律，让生物

规律，让创新思维在板块的重组、交互 中得到充分的

学复习课增添更多的灵动与色彩，逐渐实现初中生物

发展。

学复习课堂从“入模”到“出模”，从“有模”到“无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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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物科学史走进实验室
———以“生长素的发现”实验探究为例
何莉燕
摘

要

（ 江苏省常州市西夏墅中学

常州

213135）

让科学史教学走进实验室，通过实验操作，让学生用胚芽鞘对植物向光性进行由现象上升到本质的探究体验，并实现对教

材实验的改进和补充。在实践中，学生的思维不断得到启迪，质疑精神和创造能力不断得到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生物学学科核
心素养的提升。
关键词

1

生物科学史

向光性

实验教学

核心素养

教材分析与设计思路

的过程，通过观察和统计实验数据得出： 应尽量选择

生长素的发现过程是生物科学史上非常经典的实
验，在以往关于“生长素的发现”教学过程中，教师大

1 cm左右长度的胚芽鞘，观察时间控制在 24 h 左右，实
验效果较好。

多采用课件演示科学家相关实验过程，学生的思维活
动经常会被教材中科学家的设计思路所局限，缺乏自
我思考和理性的再创造，更不易体会到探究成功的喜
悦。因而笔者尝试启发引导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作
出假设，演绎推理，以小组合作活动形式完成相应的实
验设计方案并预测实验结果，然后让学生走进实验室，
通过真正动手操作实践还原科学史，成为知识的发现

图1

者、研究者和探寻者，从而 得 出 结 论。学 生 在 悟、做、

水稻胚芽鞘

图 2 小麦胚芽鞘 图 3 玉米胚芽鞘

评、拓实验的过程中，既可以发现新问题从而改进实验

在培养玉米胚芽鞘时，学生发现随意放置的玉米

操作，实现实验的改进和创新，又可以感悟科学探究实

种子萌发的胚芽鞘成弯曲状态容易造成材料浪费，如

验的一般方法和实验设计原则，形成严谨的科学态度

何改进呢？ 为了使胚芽鞘保持直立萌发，学生采用两

以及合作创新的科学精神。

种方案： 方案 1 用棉花包裹，这种方案尽管胚芽鞘能直

2

教学准备

立生长，但包裹的过程非常耗时； 方案 2 用水果包装网

教材中达尔文选用的实验材料是金丝雀虉草，但

拉伸成可以容纳玉米粒插入的小孔，将玉米种子进行

这种材料在我们周边不常见，选择何种植物的胚芽鞘

水培，这种方案相对较省时简便。

比较理想呢？ 学生自带常见的水稻、小麦和玉米种子，

3

通过培养比较发现： 水稻胚芽鞘非常短小（ 图 1） ，大部

3． 1

分长到 1 cm 左右时真叶即长出； 小麦胚芽鞘细长难以

性现象的观察分析，学生发现引起向光性的外界因素

进行后续相关实验操作（ 图 2） ； 玉米胚芽鞘比较粗壮

是单侧光刺激。单侧光究竟是不是引起植物向光性的

（ 图 3） ，便于进行相关实验处理，是 较为理想的实验

外因？ 它是怎么影响植物弯向光源生长的？ 植物向光

材料。

性的内因是什么呢？ 一连串问题激发了学生的探究欲

教学实施过程
着手实验设计，预期实验结果

通过对植物向光

为了研究选择起始长度多长的玉米胚芽鞘适合进

望，学生纷纷围绕相关问题作出假设，并以小组为单位

行实验，学生还观察了玉米胚芽鞘从萌发至真叶长出

展开合作探究实验方案的设计，此时教师应善于引导

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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