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旨在发展社会责任的“生态系统稳态的维持”教学设计
洪永清 ( 江苏省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 徐州 221121)

摘 要 结合“生态系统稳态的维持”教学案例，通过创设情境感受社会责任、问题引领引发社会责任、案例分析提升社会责任、拓

展延伸强化社会责任等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担当，引领学生做生态中国的促进者和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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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分析及设计思路

“生态系统稳态的维持”是苏教版高中生物学必

修 3《稳态与环境》第 4 章第 2 节“生态系统的稳态”的

内容，包括生态系统的稳态、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

基础和生态系统稳态的表现等重要内容。本节对学生

理解生态系统的发展和稳定性，认识生物间、生物与环

境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等方

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课程标准在“学业要求”中指出，学生在完成本部

分知识的学习后，能够“从生态系统具备有限自我调节

能力的视角，预测和论证某一因素对生态系统的干扰

可能引发的多种潜在变化( 生命观念、科学探究、社会

责任) ”［1］。为了达成这一素养目标，要引导学生用系

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自然及人类的活动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认识生态系统的稳态是生态系统结构和功

能协调发展的重要标志。基于此，笔者以学校附近一

条景观河( 房亭河) 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初期及当

下三个时代景观的变迁为例，创设真实情境，设计系列

活动促使学生理解生态系统稳态的概念; 结合某草原

生态系统食草动物与植物之间数量变化的关系及遭受

重度污染河流的调节过程示意图，帮助学生深度探究

生态系统中的反馈调节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提

供亚马孙热带雨林面积减少的原因及我国制订保护草

原的法规两个具体案例，引导学生用生物学的观点和

原理尝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培养学生保护环境

的社会担当，以期达成预期的教学目标。
2 教学目标

基于课程标准的内容要求、学业要求和学业质量

标准，并围绕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制订了如下教

学目标:

( 1) 通过分析和讨论某河流生态系统景观变迁的

具体案例，理解生态系统稳态的概念，树立稳态与平衡

相统一的生命观念。
( 2) 通过对某草原生态系统及重度污染河流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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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通过展示科学家做的实验，既证明了学生实验

设计的正确性，增强学生学习的信心，提升能力，获得

被认可的成就感; 也为前面的假设提供了证据，运用论

据证实了假设的正误。
3．7 梳理小结提升 资料 4: 2000 年，阿格雷与其他

研究人员一起公布了世界上第一张水通道蛋白的高清

晰度照片，并于 2003 年获得诺贝尔奖。水通过人工

膜，从浓度高的一侧向浓度低的一侧运输，这是自由扩

散; 而水借助膜上的转运蛋白进出细胞的物质扩散方

式，叫协助扩散，因此水跨膜方式有两种: 自由扩散和

协助扩散。两种方式都是物质以扩散方式进出细胞，

不需要消耗细胞内化学反应释放的能量，这两种物质

跨膜运输方式称为被动运输。众所周知，正常成年人

肾脏每天产生 180 升原尿，最终生成尿液只有 1．5 升。
获教师提问: 其他的水到哪去了? 这与肾小管细胞膜

上的水通道蛋白有什么关系? 学生就此进行解释。
设计意图: 利用阿格雷获诺贝尔奖事例，说明水

通道蛋白对人类的重要性，科学家的努力得到认可，从

而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关注生命科学的最新研究进展。
此处对水进出细胞的两种方式进行小结，进而引出自

由扩散、协助扩散和被动运输的含义。正常成年人绝

大部分水能快速通过肾小管和集合管重吸收回血液，

是通过两种被动运输的方式完成的，其中主要依赖于

细胞上水通道蛋白的作用。两种方式运输水的速度不

同，这是生物对不同生命活动需要的适应。水通道蛋

白的发现对人体生命活动的认识有重大意义，体现生命

局部与整体协调统一的关系，促使学生深入认识生命的

本质。提问的设计，既可以检测学生对本节内容的掌握

情况，也可以促使学生把所学知识进行迁移。
4 教学反思

本节课着重强调了科学思维的训练和科学探究能

力的培养，实证的思想贯穿课堂始终。但要处理好实

验分析与知识提炼总结、概念形成之间的关系。本节

课只讲了水的两种运输方式，而自由扩散和协助扩散

的含义、特点、适用的物质，水进出动物细胞的实例，以

及载体蛋白和通道蛋白的比较等都没有细说或涉及，

无法形成“被动运输”的概念。笔者觉得可以将上述

内容依次分别处理如下: 作为反馈作业; 并入第二节，

与主动运输比较中逐渐完善概念; 录制成微课，满足部

分学生深入学习生物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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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分析，认识生态系统稳态的维持具

有一定的限度，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及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探究能力。
( 3) 基于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稳态的影响，认同

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性，能够为科学地利用生态系

统提出有价值的合理化建议，提高生态意识。
3 教学过程

3．1 创设情境，感受社会责任 投影展示房亭河改革

开放前、改革开放初期、当下三幅不同时期的图片。教

师引言: 习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让老百姓“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有

山有水有牵挂，这是总书记为每一个中国人规划的一

幅未来的蓝图，是对中国梦美丽家园的一份期许。教

师接着提出问题: 三幅不同时期房亭河的图片各自反

映了怎样的生态特点? 学生比较后回答: 改革开放

前，河水清澈见底，两岸杂草丛生，杨树成行; 改革开放

后，河水污浊，岸边的工厂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入河

中; 现如今，河道宽敞整洁，垂柳依依，行人步道、水中

廊阁相映成趣，成为了一条生态景观河。
设计意图: 通过真实情境的创设，容易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产生生态意识，感受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3．2 问题引领，引发社会责任 投影展示背景材料，

并提出本节课的核心问题。
背景材料显示: 房亭河在改革开放前是鱼肥虾

美，人们在河里洗衣服、洗澡，甚至淘米洗菜，水依然清

澈见底; 改革开放后，房亭河两岸建起了许多工厂，未

经处理的工业废水直接排进河里，河水变得肮脏不堪、
臭气熏天，鱼虾几乎绝迹; 随着国家对治理环境污染的

重视，把污染严重的企业予以关停，将工业废水和生活

污水截流后送进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再进行排放，

并对河道的环境进行整治，现在的房亭河重现水清岸

绿、鸟语花香的和谐景象。
根据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①昔日人们在房亭河中

淘米洗菜、洗衣洗澡，河水为何仍能保持清澈? 这说明

生态系统具有何种能力? 是哪类稳定性的体现? ②改

革开放后，房亭河在工业废水的重度污染下，还能保持

稳定性吗?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③工业废水和生活污

水经处理达标后再进行排放，目前房亭河出现了什么

变化? 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是哪类稳定性的体现?

教师要求学生结合教材，先自主学习得出问题的

结论，然后将结论在学习小组内讨论其合理性，最后在

班级内展示交流。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小组讨论，合作

学习，师生互动，最后得出如下结论: ①河流受到轻度

污染后，能够通过物理沉降、化学分解、微生物分解等

途径，很快消除污染，说明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能

力，河流具有自净作用。生态系统具有抵抗外界干扰、
保持自身的结构与功能不被破坏的能力，称为抵抗力

稳定性。②河流在重度污染下已经不能保持稳态，说

明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具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

这个限度，其稳定性就会遭到破坏。③经过治理后，房

亭河又恢复了稳态，说明外界的干扰因素消除后，生态

系统具有重建稳态的能力。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后恢复

到原状的能力，称为恢复力稳定性。
教师接着指出，如果一个生态系统的生物种类越

多，营养结构越复杂，其自我调节能力就越强，抵抗力

稳定性就越高，但是一旦遭到严重的破坏，恢复到原状

需要漫长的时间，甚至可能达到难以恢复的程度。例

如我国的黄土高原原本是森林生态系统，由于植被被

破坏，造成水土的大量流失，就是生态系统崩溃的典

例。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保持或恢复自身结构和功能相

对稳定的能力称为生态系统的稳态( 稳定性) 。
设计意图: 通过问题的引领，学生能积极地关注

和思考与生物学相关的社会议题，并对相关问题作出

理性解释，进一步提高环境保护的意识，认同环境保护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初步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

本观念，从而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3．3 案例分析，提升社会责任 投影展示某草原生态系

统食草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关系图( 图 1) ，引导学生思考相

关问题: ①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基础是什么?

②你还能举出生态系统中该种调节方式的其他实例吗?

图 1 某草原生态系统食草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关系

教师引导学生认真分析模型，从中提取有效信息。
并要求学生先独立思考，然后讨论交流，最后得出问题

的结论: 草原中植物增多后，食草动物由于食物的增

加其数量随之增加，这样植物的增长就会受到抑制而

逐渐减少，植物的减少又反过来抑制食草动物数量的

增加，从而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这种调节机制称为负

反馈调节。负反馈调节在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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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基础。例如森林中害虫种群数

量的变化与食虫鸟类的关系、草原中兔种群数量的变

化与植物的关系以及池塘中浮游藻类植物数量的变化

与食藻浮游动物水蚤的关系等都属于负反馈调节。
教师再次投影展示受到重度污染的河流生态系统

调节模式图( 图 2) ，引导学生回答问题: ①该种生态

系统的调节机制是什么? ②该种调节机制给生产生活

有哪些启示?

图 2 重度污染的河流生态系统调节模式图

学生依据图 2 先行思考，师生互动，明确如下: 河

流受到重度污染后，会导致鱼类等水生生物大量死亡，

水中的好氧微生物分解死亡的生物，会导致水中溶解

氧减少，鱼类进一步死亡，河流污染加剧，河流自身的

净化作用已不能消除大部分有害物质，其抵抗力稳定

性遭到破坏，这种调节机制称为正反馈调节。正反馈

调节使生态系统常常远离稳态，对生态系统有极大破坏

作用。例如牧业生产上，如果草原上过度放牧，就会引

起草场退化、牧草衰减，进而造成草原生态系统稳态的

破坏。因此要确定草场的合理载畜量，不能超载放牧。
设计意图: 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学生能够基

于给定的事实与证据，采用归纳与概括等方法，阐释人

类的活动能够影响环境，提升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从而

形成尊重自然、崇尚自然的世界观。
3．4 拓展延伸，强化社会责任 投影展示背景材料，

引导学生思考相关问题。
材料一: 亚马孙热带雨林的面积约占地球雨林总

面积的一半，被称为“地球之肺”和“绿色心脏”。最近

几年，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亚马孙雨林正在遭到

严重的破坏，其面积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势必会引发

暴雨、旱灾、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
材料二: 《国务院关于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

滥挖甘草和麻黄草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 发菜、甘草

和麻黄草是国家重点保护、管理的野生固沙植物，在保

护生态环境和草原资源、防止沙漠化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但近年来，一些草原地区采集发菜、滥挖甘草和麻

黄草的现象十分严重，导致草场退化和沙化，严重破坏

了生态环境。为此，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禁止采集发

菜，取缔发菜贸易，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2］。
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①破坏生态系统稳

态的因素有哪些? ②提高生态系统稳态的措施有哪

些? 学生阅读材料、分析讨论，教师启发，最终得出结

论: 破坏生态系统稳态的自然因素有火灾、地震、海

啸、泥石流、虫害、流行病等; 人为因素包括森林的过度

采伐、草原的过度放牧和捕猎、渔业的过度捕捞、环境

污染等方面。鉴于此，学生能够明确: 为了提高生态

系统的稳态，一方面人类活动要努力避免对生态系统

的过度干扰; 另一方面，对于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生态

系统，确保一定的物质与能量投入，以维持生态系统在

结构和功能上的协调发展; 还应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

对生态系统加以保护。
设计意图: 通过分析真实的案例，学生能够基于事

实和证据，认识到人类的活动对生态系统的稳态会产生

巨大的影响，维持生态系统的稳态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进一步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4 教学反思

本节课以基于事实的案例为主线，将情境创设与

教学策略相结合，学生在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的过程

中达成了学习目标。教学流程的设计上从学生熟悉的

真实情境导入新课，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接着设计问

题链，紧扣目标，层层推进，提升学生思维的梯度，引发

深度学习，树立结构与功能观、稳态与平衡观的生命观

念; 最后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能力。教学方式的设计上以活动贯穿课堂，以问

题探究引领活动，通过活动激发学生主动探索，由表及

里，从现象到本质，促进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本

节课的不足之处在于: 由于本节内容开放程度较高，

部分学生不能从生物学知识的角度回答问题，但是这

些学生得出的结论往往会成为课堂生成的亮点; 在师

生互动、生生互动方面稍显不足; 对于我国在生态文明

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涉及较少，如能要求学生课前搜

集相关资料、课堂进行展示，对发展学生社会责任这一

核心素养目标的达成效果会更好。
(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信息化 2017 年资助专项

课题“‘互联网 +’背景下 高 中 生 生 物 深 度 学 习 的 研

究”，No．2017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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