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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师范学院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教学•生物） 

 

一、培养目标 

围绕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着力培养具有较高教师职业品质的，掌握

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生物学科教育教学实践能力、教学研究能力和学科专

业发展能力的高素质的现代中学生物骨干教师。具体要求为：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理解和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

德，遵纪守法，积极进取，勇于创新。 

（二）具有良好的生物学科学识修养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了解生物学科前沿

和发展趋势。 

（三）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能胜任中学生物教育教学工作。在现代教

育理念指导下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熟练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解决教育教学中的

实际问题；能理论结合实践，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创造性的教育教学工作。 

（四）熟悉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掌握基础教育生物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

内容和新方法。 

（五）能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二、招生对象 

应往届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所修专业

为生物学或相近专业，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 

三、学习年限及学习方式 

学习年限一般为 2 年。采用全日制学习和学分制管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培养方式。 

四、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分为学位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及实践教学四个模块。总学分为 36 学分。 

（一）学位基础课（12 学分） 

1. 英语（2 学分）  

2. 政治理论（2 学分，含教师职业道德教育） 

3. 教育学原理（2 学分）  

4. 课程与教学论（2 学分） 

5. 中小学教育研究方法（2 学分） 

6.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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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必修课（10 学分） 

1. 中学生物新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2 学分） 

2. 生物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3 学分） 

3. 生物学科教育测量与评价（2 学分） 

4. 生物教育教学研究方法（3 学分） 

（三）专业选修课（至少选修 6 学分） 

专业选修课以模块化构建，每一模块设置若干门课程，结合专业必修课程、

学位基础课程和实践教学类课程支撑优秀中学生物教师知识学习和能力培

养，总学分不少于 6 学分。 

教师职业素质 

1. 中学心理健康教育（1 学分） 

2. 教育政策与法规（1 学分） 

3. 中外教育简史（1 学分） 

4. 生物科学与社会专题（含生物科学史）（1 学分） 

教育教学能力 

1.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1 学分） 

2. 中学生物实验设计（1 学分） 

3. 生物微格教学（1 学分） 

4. 生物名师课例赏析（1 学分） 

5. 生物高考与竞赛研究（1 学分） 

教学研究能力 

1. 生物教育改革与研究专题（1 学分） 

2. 中学生物实验教学与研究（1 学分） 

3. 中外生物学教育比较研究（1 学分） 

4. 生物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1 学分） 

专业发展能力 

1. 生物教学研究论文写作（1 学分） 

2. 生物专业英语（1 学分） 

3. 生物学科基础与前沿问题（1 学分） 

4. 学术报告（读书报告）（1 学分） 

（四）实践教学（8 学分） 

实践教学是教育硕士教师职业素质和能力培养的主要途径。联合培养基地和

研究生工作站是实现教育硕士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平台。教育硕士分别于第二和

第四学期到联合培养基地和研究生工作站研修。具体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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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在修完学位基础课程和部分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基础上，

教育硕士集中到联合培养基地和研究生工作站进行教育教学实践，完成教育见习

与实习、班级与课堂管理实务、教育调查、校本行动研究等实践教学培养任务。

在专兼职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听课、备课、说课、上课等教学环节，运用、检验和

反思所学的理论知识，掌握教学基本技能与管理班级的能力。 

第四学期用 6 周时间，教育硕士带着学习提升后的理论知识回到研究生工作

站进行教学实践、班级管理和教育调研，检验所学知识和技能，进一步完善学位

论文或毕业设计。 

1、教育见习与实习（3 学分）      2、班级与课堂管理实务（1 学分） 

3、教育调查（2 学分）            4、校本行动研究（2 学分） 

五、培养方式 

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课程渗透教学技能培养，实践教学内容贯穿学

科专业知识和教育基本理论。在中学建立稳定的联合培养实践基地，以生物教学

名师为依托建立研究生工作站。 

围绕培养目标，采取“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双循环”

培养模式，落实校内学科专家与校外实践基地有经验的生物教师有机结合的双导

师制。校内导师主要负责教育基本理论和学科专业知识的传授并指导课程实践，

兼职导师主要负责实践教学环节的指导和教学技能培养，同时参与专题讲座和项

目研究。专兼职导师共同培养教育硕士的专业情意，指导完成学位论文（设计）。 

采用课堂参与、小组研讨、案例分析、合作学习、模拟教学、情景教学、专

题讲座、课题研究等教学方式，鼓励探究式和自主学习。 

六、论文（设计）及学位授予 

（一）论文（设计）选题应紧密联系基础教育教学实践，来源于生物教育教

学中的实际问题。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如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校本课程开发、

教材分析、教学案例设计等，以论文形式表现，论文篇幅不少于 15000 字。 

（二）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两名具有高级教师职称的中

学生物教师或教学研究人员。 

（三）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

予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毕业证书。 

七、其它 

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生入学后，应至少补修 3 门本科教师教育课程（如教育学，

心理学和学科教学论），不计学分。跨专业毕业生入学后，至少补修 2 门本科专

业基础课，不计学分。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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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安排简表（学科教学•生物） 

课程

模块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其中 开课学期 考核性质 

授课

学时 

自学

学时 
1 2 3 4 考试 考查 

学位

基础 

课 

英语 36 2 32 4 √    √  

政治理论（含教师职业道德教育） 36 2 32 4 √    √  

教育学原理 36 2 32 4 √    √  

课程与教学论 36 2 32 4 √    √  

中小学教育研究方法 36 2 32 4 √    √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36 2 32 4 √    √  

专业 

必修

课 

  中学生物新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 36 2 32 4 √    √  

    生物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54 3 48 6 √    √  

   生物学科教育测量与评价 36 2 32 4 √    √  

   生物教育教学研究方法 54 3 48 6   √  √  

专业

选修

课 

教师

职业

素质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18 1 16 2   √   √ 

教育政策与法规 18 1 16 2   √   √ 

中外教育简史 18 1 16 2   √   √ 

生物科学与社会专题（含生物

科学史） 
18 1 16 2   √   √ 

教育

教学

能力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18 1 16 2 √     √ 

中学生物实验设计 18 1 16 2   √   √ 

生物微格教学 18 1 16 2   √   √ 

生物名师课例赏析 18 1 16 2   √   √ 

生物高考与竞赛研究 18 1 16 2   √   √ 

教学

研究

能力 

生物教育改革与研究专题 18 1 16 2   √   √ 

中学生物实验教学与研究 18 1 16 2   √   √ 

中外生物学教育比较研究 18 1 16 2   √   √ 

生物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18 1 16 2   √   √ 

专业

发展

能力 

生物教研论文写作 18 1 16 2   √   √ 

生物专业英语 18 1 16 2   √   √ 

生物学科基础与前沿问题 18 1 16 2   √   √ 

学术报告（读书报告） 18 1 16 2   √   √ 

实践

教学 

教育见习与实习  3    √  √ 综合评价 

班级与课堂管理实务  1    √  √ 综合评价 

教育调查  2    √  √ 综合评价 

校本行动研究  2    √  √ 综合评价 

学位论文（设计）       √ √ 答辩 

备  

注 

1、学位基础课、专业选修课中的通识课程由研究生处统一安排。 

2、其他专业课程由各学院安排。 

3、学位课程单科考试成绩不低于 70分，英语和政治理论课不低于 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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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参考）： 

1-6 学位基础课略，见《学科教学•语文》培养方案 

7、中学生物新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2 学分） 

本课程从中学生物的课程性质、课程理念 、课程设计和课程目标四个方面

解读中学生物新课程标准，同时剖析在新课标指导下现行中学生物教材的本体结

构、教学大纲、内容设置、章节分析范例、说课方法与实践等环节。课程在教学

中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见习、参加部分教学实验、具体分析教材内容，培养

学生处理教材内容的难度与广度的能力、把握生物教材与课程之间关系的能力、

对生物课程的理解以及对生物教材的分析能力。使学生更新教学理念，深刻理解

课程改革的教育目标和学习方式，为研究生进行新课程的教学建立良好基础。 

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崔鸿主编《中学生物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科学出版社，2012 年出版。 

崔鸿主编《生物课程与教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张小勇主编《中学生物新课程教材分析与教学设计》，科学出版社，2012年

出版。 

吴松年主编《新课程有效教学疑难问题操作性解读》（初中生物），教育科

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关文信主编《新课程理念与初中生物课堂教学实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2年版。 

李高峰主编《中学生物学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全日制义务教育生物课程标准（实验稿）》，

2011年出版。 

曹道平主编《中学生物教学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 

郭永峰主编《生物学新课程课堂教学技能概论》，科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刘恩山主编《中学生物学教学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 

8、生物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3学分） 

本课程在理解生物课堂教学设计的原则、要点、教学情境构建及案例教学与

研究式学习的基础上，以教学设计案例的研究为重点，突出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的

有机结合，特别强调教育硕士亲身参于教学设计的理论与实践。教学过程中采取

讨论、研究和实践等形式，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教育硕士理解当代生物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掌握教学设计的过程和方法，结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B4%DE%BA%E8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B%AA%D6%D0%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D5%C5%D0%A1%D3%C2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F%C6%D1%A7%B3%F6%B0%E6%C9%E7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E%E2%CB%C9%C4%EA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D%CC%D3%FD%BF%C6%D1%A7%B3%F6%B0%E6%C9%E7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D%CC%D3%FD%BF%C6%D1%A7%B3%F6%B0%E6%C9%E7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D%CC%D3%FD%BF%C6%D1%A7%B3%F6%B0%E6%C9%E7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B9%D8%CE%C4%D0%C5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CA%D7%B6%BC%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_1
http://book.jd.com/writer/������_1.h


 - 6 - 

合特定的生物教学案例，训练学生的教学设计能力以及案例分析能力，并能有效

地应用到实践教学中去，进一步增强他们教学工作的理论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陈欣主编《中学生物学教学设计案例与评析》，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

出版。 

陈坚主编《基础教育教学基本功》：中学生物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出版。 

傅圣瑾主编《科学新课程教学设计与特色案例评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出版。 

崔鸿主编《中学生物教学设计与案例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 年出版。 

王磊等翻译《中小学科学教育——基于项目的策略和方法》，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4 年出版。 

刘知新主编《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年

出版。 

王丽丽编著《走进名师课堂：高中生物》，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出版。 

孙敏主编《中学生物学新课程重点教学案例设计与分析》， 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1 年出版。 

   9、生物学科教育测量与评价（2 学分） 

本课程内容包括中学生物学教育测量和中学生物学教学评价两部分，主要内

容包括教育测量学的基本理论、中学生物试题的编制及试题和试卷的分析。在生

物学教学评价中着重阐述了生物学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和学习心理活动评价的程

序和方法。教学中尤其紧密结合中学生物教学实际，注重学生教学评价方法和手

段等方面的技能训练。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理解和掌握生物学科测量

与评价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能够运用基本的测量方法与技术解决中学生物教学中

的问题。 

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李文玲编《教育与心理定量研究方法与统计分析：SPSS 实用指导》，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出版。 

张敏强主编《教育与心理统计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年出版。 

项伯衡主编《生物学教育测量与评价(生物学新版)》，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出版。 

10、生物教育教学研究方法（3学分）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生物学文献的检索与收集，科学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B3%C2%D0%C0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CF%C3%C3%C5%B4%F3%D1%A7%B3%F6%B0%E6%C9%E7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B3%C2%BC%E1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CA%D7%B6%BC%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B8%B5%CA%A5%E8%AA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CA%D7%B6%BC%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B4%DE%BA%E8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F%C6%D1%A7%B3%F6%B0%E6%C9%E7_1
http://book.jd.com/writer/������_1.h
http://book.jd.com/writer/����_1.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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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的实践事例，科技论文的撰写与科研成果的评价。通过该课程的学习，

使硕士生关注生物学科教育的热点和难点话题，认识当代生物教育发展的规律与

特点，对生物学科教育的最新研究现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开阔视野，培养创新

思维能力和在日常教育教学中凝练研究问题的能力，为后续论文选题和开展科学

研究奠定基础。 

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刘恩山等编《生物课程与教学研究（1979～2009）》，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吕国裕著《高中生物教学反思实例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 年出版。 

刘恩山主编《生物学教育研究方法与案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出版。 

张文华主编《生物学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出

版。 

郑金洲编《教育基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出版。 

彭运锋等编《学科教学理论研究/教育前沿问题研究丛书》，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11、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1 学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深入了解中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特殊年龄段的心

理需求，了解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含义、内容、途径、组织和管理等，掌握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方法和途径。本课程通过大量的名人名言、案例分析、

心理学家介绍、心理学理论介绍、心理学量表介绍等小知识，安排了生命教育、

网络健康教育、消费教育等社会普遍关注的内容，并辅以形象生动的图表进行说

明，拓展了学生的心理学视野，丰富了学生的心理学知识，从而培养广大教师能

够从中小学生学业发展、自我意识、人际关系、情绪管理、生活适应等方面培养

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伍新春著《中学生心理辅导》，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出版。 

王加锦著《中学生心理健康教程》，东北大学出版社，1993 年出版。 

郑日昌著《学校心理咨询》，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年出版。 

12、教育政策与法规（1 学分） 

本课程主要介绍教育政策与法规的基本原理、教育政策与法规的制定、教育

政策与法规的实施、教育政策与法规的监督、教育法律责任与教育法律救济、现

行教育法律的主要内容等知识。通过大量的案例、判例的分析，提高学员的法律

意识和依法治教的能力。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C4%CF%BE%A9%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_1
http://book.jd.com/writer/����ԣ_1.htl]C�B
http://baike.so.com/doc/53993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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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杨颖秀著《教育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4 年出版。 

劳凯声著《教育法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年出版。 

郑良信著《教育法学通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 年出版。 

杨颖秀著《教育政策法规专题》，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出版。 

13、中外教育简史（1 学分） 

本课程包括国内外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两部分。主要阐述和介绍不同历史时

期、不同国家的教育制度发展沿革及教育家的教育实践、教育理论及著作。学生

通过学习了解和掌握中外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内容，认识不同时期中

外教育发展的特点，认识教育发展规律与历史经验，促进我国中小学教育的改革

与发展。 

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谢兰荣主编《中外教育简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出版。 

孙培青著《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王天一、夏之莲著《外国教育史》（上、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出版。 

吴式颖著《外国教育史教程》，人民教育出版，2003 出版。 

14、生物科学与社会专题（含生物科学史）（1 学分） 

本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生物科学与健康、生物科学与农业、生物科学与工业、

生物科学与环境保护等专题，着重强调生物科学与人类社会的紧密关系，生物技

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现代生物科学的特

点与发展趋势，了解现代生物技术在社会及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学会判断生

物技术应用中的利弊关系，了解生物技术应用的各种成果，倡导健康生活。 

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美] 威尔逊 著； 毛盛贤，等译《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 [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年出版。 

吴相钰主编《生物科学与社会》，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年出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生物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普通高中课

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选修 2）·生物科学与社会》，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年出版。 

[美] 阿什福德等著，王宏亮等译《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第二版），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出版。 

朱圣庚编《生物科技与当代社会》，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出版。 

[美] 丹尼尔·李·克莱曼著，张敦敏译《科学技术在社会中——从生物技术

http://book.jd.com/writer/����ѷ_1.h
http://book.jd.com/writer/ëʢ��_1.h
http://book.kongfz.com/author/y0zk5434k76f8k94b0k20k5218k6069k5c71/
http://book.kongfz.com/author/y0zk4ebak6c11k6559k80b2k51fak7248k793ek20k8bfek7a0bk6559k6750k7814k7a76k6240k20k751fk7269k8bfek7a0bk6559k6750k7814k7a76k5f00k53d1k4e2dk5fc3/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ʲ����&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D6%D0%B9%FA%C8%CB%C3%F1%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D6%D0%B9%FA%C8%CB%C3%F1%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D6%D0%B9%FA%C8%CB%C3%F1%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B5%A4%C4%E1%B6%FB%A1%A4%C0%EE%A1%A4%BF%CB%C0%B3%C2%FC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D5%C5%B6%D8%C3%F4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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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互联网》，商务印书馆，2009 年出版。 

王永胜主编《生物学核心概念的发展——高中生物新课程的科学史资源》，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年出版。 

15、现代教育技术应用（1 学分）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现代教育技术素质，增强学生从教职业技能。本课程

是以网络及多媒体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教育技术，主要包括：教育技术学概论、教

学媒体、信息化教学设计、文本与图形图像资源的获取与处理、音频与视频资源

的获取与处理、多媒体教学课件制作基础、PowerPoint 课件制作、Flash 动画效

果、网络教育资源的应用及网络教学环境应用。充分关注教师教育与发展的基本

特征，把使学生通晓现代教育技术的基本知识、培养其教育技术应用能力放在突

出地位。 

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寇海莲主编《现代教育技术与高中生物教学》（附光盘），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 

彭绍东主编《现代教育技术应用(高等学校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出版。 

王卫军主编《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科学出版社，2013 年出版。 

李丙春主编《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年出版。 

梁伟雄主编《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年出版。 

李颖主编《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3 年出版。 

16、中学生物实验设计（1 学分） 

生物科学是一门实验科学，设计精到的生物实验对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洞察

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本课程通过对生物实验教学设计原理与创新理

念、生物实验教学设计与创新的层次方法、生物实验教学设计与创新途径、生物

实验教学设计与创新案例解析等内容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生物实验教学理论的新

理念和思想，系统地掌握研究生物实验的方法论， 能运用有关的理论和方法进

行生物实验设计，形成较强的实验教学与研究能力，为日后的教学工作打下基础。 

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胡兴昌编《中学生物学实验教学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 

徐作英主编《中学生物学实验教学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张成军编《中学生物学实验教学》，科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郑晓蕙主编《生物学实验教学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出版。  

17、生物微格教学（1 学分） 

本课程是师范教育中重要的一门专业必修课，对教师教育教学技能的培养至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BF%DC%BA%A3%C1%AB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8%DF%B5%C8%BD%CC%D3%FD%B3%F6%B0%E6%C9%E7_1
http://www.studa.net/gongxue/
http://book.jd.com/writer/����Ӣ_1.h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D6%A3%CF%FE%DE%A5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B%AA%B6%AB%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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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是师范生提高从师任教素质的必修教学内容，课程强调在教育学、心理

学和学科教育理论与专业知识指导下的实战训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其主要内

容是把教师的教学行为分解为各种教学技能分别加以训练，综合起来进行实践，

形成整体课堂教学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研究生掌握生物教师需要具备的基

本教学技能，包括生物教学的一些特殊技能，灵活采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根据教

学任务和学生的特点把教学技能综合应用于教学实践。 

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张小勇主编《生物教师教学技能实训教程》，科学出版社，2012 年出版。 

崔鸿编《新理念生物教学技能训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 

胡继飞编《创新生物教学方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出版。 

俞如旺主编《生物微格教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年出版。 

18、生物名师课例赏析（1 学分） 

作为生物教育教学领域的专家和佼佼者，生物名师及其课例对于青年教师的

成长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学习价值。本课程以中学生物名师的教学课例为素

材，在课例鉴赏、分析的基础上，学习名家课堂教学设计的思想智慧、教学过

程实施的调控技巧以及教学效果评价的方式方法，对学生的教育教学能力进行

完善和提高。 

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张峰主编《走进高中生物教学现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出版。 

高中生物教学视频网站：http://www.tingkez.com/shengwu/gzsw/。 

孙菊如编《课堂教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出版。 

杨光泉编《新课程课堂教学艺术》，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 年出版。 

廖丽芳编《 教师课堂教学技术与艺术》，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

版。 

19、生物高考与竞赛研究（1 学分） 

本课程在对国家基础教育制度法规了解的基础上，准确研读分析历年生物高

考试题与生物竞赛考题，了解我国生物高考的发展趋势，判断生物高考与竞赛的

核心内容与考察要求，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实验探究能力、获取信息的能力及

综合应用能力，为教师指导高考复习提供帮助，同时也为选拔出具有潜力的竞赛

选手提供合理科学的培训计划和训练方法。 

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新课程高考命题研究课题组编《新课程生物学科高考能力标准（含试题标准）

解读》，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 年出版 

杨永华编《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实验教材》，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D5%C5%D0%A1%D3%C2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F%C6%D1%A7%B3%F6%B0%E6%C9%E7_1
http://book.jd.com/writer/��_1.ht
http://book.jd.com/writer/���̷�_1.h
http://baike.so.com/doc/1969576.html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D5%C5%B7%E5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CA%D7%B6%BC%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_1
http://www.tingkez.com/shengwu/gz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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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 

杨永华编《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理论试题解析》，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出版。 

苏宏鑫编《高中生物奥赛讲义 第三版（ 上、下册）》，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出版。 

宋建陵编《新编高中生物竞赛培训教材》，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年出版。 

全国中学生生动学联赛(浙江赛区)竞赛委员会编《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理

论教程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 

20、生物教育改革与研究专题（1 学分） 

本课程在研究基础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基本经验和发展趋势等

理论问题及相关的实施策略的基础上，介绍中国基础教育第八次教育教学改革的

主要过程、效果及后继工作。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基础教育改革

的全局与趋势，认识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质和规律，掌握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

本战略与方法，增强参与基础教育改革的意识与开拓创新能力。 

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李莉主编《初中生物：和谐高效思维对话－新课堂教学的实践探索》，教育

科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主编《生物学教学》（期刊）。 

2001 年 5 月 29 日国务院（国发[2001]21 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 年颁发。 

陈敬朴著《基础教育矛盾与对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年出版。 

李文长著《基础教育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年出版。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基础教育新视点》，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年出版。 

周兴国、朱家存、李宜江编著《基础教育改革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

年出版。 

21、中学生物实验教学与研究（1 学分） 

实验教学是中学生物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观

察分析能力及创性能力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本课程通过生物实验的设计，实验

准备、实验操作、结果分析、教学反馈等方面，尤其强调生物教学中的疑难实验

的设计与规划，探究不同的思路与方法解决生物疑难实验存在的问题，为研究生

日后的生物实验教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胡兴昌编《中学生物学实验教学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 

http://book.jd.com/writer/ȫ����ѧ������ѧ����(�㽭����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0%EE%C0%F2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D%CC%D3%FD%BF%C6%D1%A7%B3%F6%B0%E6%C9%E7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D%CC%D3%FD%BF%C6%D1%A7%B3%F6%B0%E6%C9%E7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D%CC%D3%FD%BF%C6%D1%A7%B3%F6%B0%E6%C9%E7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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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作英主编，《中学生物学实验教学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出版。 

张成军编，《中学生物学实验教学》，科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郑晓蕙主编《生物学实验教学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出

版。  

22、中外生物学教育比较研究（1 学分） 

本课程旨在介绍国际生物教育的概况。通过各国生物教育的比较和鉴别，使

学生了解当前国际生物发展变化、特点和发展趋势，培养学生生物教育的国际视

野，体会课程发展改革的原动力，反思我国生物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坚定课程改

革的信念。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的生物教育国际比较，生物教育国际比较的

可比性问题，生物教育国际比较的目的及其价值体现，追求生物教育国际比较的

客观性，反思生物教育国际比较的内容，审视生物教育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生

物教育国际比较的理论透视，生物课程改革与生物教育国际比较成果的运用。 

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陈时强《中美中学生物学教学的比较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09 年。 

刘恩山编《《中学生物学教学论》第 2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刘恩山编《生物学教育研究方法与案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出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科学素养的基准》， 科学普及出版社，2001 年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稿）。 

战守志等译，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科学技术文献

出版社，1999 年出版。 

孙宏安，中美《科学课程教育标准》比较，比较教育研究，2003 年第 10 期。 

崔鸿等，中美高中生物科学课程标准的比较与思考《现代教育科学》，2011

年第四期。 

钟启泉主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23、生物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1 学分） 

课程资源是指富有教育价值的、能够转化为学校课程或服务于学校课程的各

种条件的总称，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是切实提高生物教学质量的有效手

段。基本的课程资源有文本课程资源、实验室课程资源、多媒体教学资源、社会

教育资源。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教育硕士理解生物教学资源的范畴；掌握中学

生物教学中教学素材的筛选原则和方法；掌握常用生物信息网络搜索引擎、各类

http://book.jd.com/writer/����Ӣ_1.h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D6%A3%CF%FE%DE%A5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B%AA%B6%AB%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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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软件等生物教学资源的使用方法；理解网络课程的框架和网络课件、专题学

习网站、网络题库、案例库等网络教学资源的特点，初步具有文献信息综合能力，

并具有优化整合教学资源并进行网络课程资源开发的能力。 

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方其桂编《最新多媒体教学电子课件制作培训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出版。 

钟启泉主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出版。 

余武编《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建议》，中国电化教育，2000 年出版。 

中央电话教育馆，初中生物：怎样开发课程资源——新课程课堂教学专题培

训（2DVD），电话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24、生物教研论文写作（1 学分） 

本课程包括论文的选题、写作素材的搜集与整理、论文的基本结构及写作要

求、刊物的类型与论文的投递、稿件的跟踪与修改、校样与质疑、版权转让与订

单处理等内容。课程将教学研究与论文写作结合起来，强调创新性、可靠性和应

用性，注重教研论文的行文规范及撰写过程中一些常见的错误的纠正。除关注论

文撰写的一般规律及规定外，本课程侧重于结合生物教学类论文展开讨论，指出

其特点，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举例示范。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科研论文

写作的一般要求，使之具备生物科研论文的撰写及稿件投递与处理能力。 

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高小和编《学术论文写作》，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出版。 

赵秀珍编《科技论文写作教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年出版。 

赵大良编《科研论文写作新解——以主编和审稿人的视角》，西安交通大学

出版社，2011 年出版。 

Robert A. Day，Barbara Gastel 著《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教程（第六版）》曾

剑苏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 年出版。 

比约.古斯塔维编《科技论文写作快速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出

版。 

王细荣、韩玲、 张勤著《文献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2009 年出版。 

贝德勒(Beidler.P.G.) 编《写作要义》，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 

肖东发主编《学位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温克勒编《学术论文写作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出版。 

25、生物专业英语（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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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英语是硕士研究生的一门重要辅助课程，是基础英语的延伸，其目的是

为了拓宽学生的专业词汇量和阅读量，特别是强化英文表达方法，为将来学术论

文的阅读、写作和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生物专业学生毕业后在很大程度上面临

的是教学和科研，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追踪该学科的动态并赶上国际水

平，能熟练的掌握该专业的英语词汇量及表达方式并能查阅英文文献、写科研论

文、参加学术会议等。 

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蒋悟生编《生物专业英语》（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出版。 

钱国英主编《生物专业英语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出版。 

姜巨全编《生物专业英语》，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 年出版。 

26、生物学科基础与前沿问题（1 学分） 

本课程主要介绍生物学学科教育基础、生物学学科教育前沿问题及其研究成

果在生物学学科教育中的应用。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硕士生关注生物学学科教

育的热点和难点话题，认识当代生物学教育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增强学生生物学

教育实践研究的创新精神和问题意识， 对生物学学科教育的最新研究现状有一

个全面的了解，开阔视野，培养创新思维能力，为后续的硕士论文选题和开展科

学研究奠定基础。 

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社会发展科技司、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编

《2011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社会发展科技司.中

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科学出版社，2012 年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社会发展科技司.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编

《2012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社会发展科技司.中

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科学出版社，2013 年出版。 

27、 学术报告（读书报告）(1学分) 

     本课程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通过本课程的训练，主要培养

学生系统的收集、统整、研读与生物教育学科相关的各种材料，经过分析、归纳、

提炼等思维活动，提出个人见解和观点。第二方面，将学生在自己教学实践环节

中所采取的教学方法，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以及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以 PPT

的形式定期向导师组和同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做报告，大家共同讨论、探讨。读书

报告的目的在于增加新知、提升研究和表达能力。 

28、教育见习与实习（3 学分）（略） 

29、班级与课堂教学管理实务（1 学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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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教育调查（2 学分）（略） 

    31、校本行动研究（2 学分）（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