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教学论坛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第 ４９ 期

Ｄｅｃ．２０１４
ＮＯ．４９

【学生教育】

在遗传学教学中加强学生科研素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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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遗传学是研究遗传和变异的一门学科，
是生物医学工程、
医学、
生命科学等领域的重要基础学科。在
高校遗传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过追踪热点问题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通过
融入科技前沿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通过科研项目支持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从而在遗传学教学中，培养
学生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科研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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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已成为新时期
大学教育的重点。科研素质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
应融入专业教学之中。遗传学是研究遗传和变异的一
门学科，是生物医学工程、医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的重
要基础学科。随着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在
学科进一步分化、深化的同时，多学科之间交叉、渗
透、融合的趋势愈来愈强烈，遗传和变异已成为当今
生命科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如何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
段，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科研素质，是未来
专业教育需要探索的问题。
一、
追踪热点问题，
激发探索欲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做科研的原动力。兴趣
激发学生内心的求知欲望，推动他们主动学习、认真
思考、
勇于探索。因而，
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学生感
兴趣的热点问题，使他们感受到自己学习的不仅仅是
书本上一成不变的专业知识，而是一门具有旺盛生命
力的学科，
进而促使他们积极地去认识未知的世界。
在讲到基因突变的时候，恰好发生了美国好莱坞
影星安吉丽娜·朱莉接受双侧乳腺切除手术的事件。
同学们对这则新闻非常关注，课间的时候就在纷纷议
论，因此笔者在课上抽出一些时间让学生对此进行了
热烈的讨论。ＢＲＣＡ１基因定位于人类１７号染色体ｑ２１，
以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方式遗传，具有较高的外显率，
其与乳腺癌之间的密切关系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广
泛的关注［１］。安吉丽娜·朱莉的母亲与癌症进行了近十
年的战斗，
不幸在５６岁那年去世。而安吉丽娜·朱莉本
人由于携带ＢＲＣＡ１基因突变有８７％的患乳腺癌的风
险、
５０％的患卵巢癌的风险，为了降低自己患乳腺癌
的风险，她接受了双侧乳腺切除手术，术后她患乳腺

癌的几率从８７％下降到５％以下。
针对安吉丽娜·朱莉的新闻，笔者又在课上简要
介绍了现在基因诊断的发展状况。基因是一段具有特
定功能的ＤＮＡ片段，
ＤＮＡ作为遗传物质，一半来自父
亲，一半来自母亲。我们在继承父母遗传物质的同时
也继承了一些“病根”
。正因如此，基因诊断能在人健
康的时候预测患某些疾病的可能性。如ＢＲＣＡ１基因阳
性的人，在６５岁时有８０％的可能性得乳腺癌。除了遗
传因素，出生后环境中的电磁辐射、化学物质、病毒感
染等也会损伤ＤＮＡ，
引起基因突变［２］。
基因检测除了进行疾病诊断，还可以预防疾病。
基因诊断最经典的例子是苯丙酮尿症的筛查和预防。
苯丙酮尿症由于苯丙氨酸羟化酶的缺陷，苯丙氨酸在
体内不能正常代谢，导致苯丙氨酸及其酮酸蓄积，影
响患儿神经和智力发育，
甚至痴呆［３］。对于出生后筛查
基因异常的新生儿，如果不吃含苯丙氨酸的食物即可
预防苯丙酮尿症。八岁前不吃这类食物，智力可恢复
到中等程度；
二十岁前不吃，
智力则无异于常人。通过
对这些热点问题的关注与追踪，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
兴趣，有利于培养他们学科学、爱科学的情感，培养他
们对科学问题的深入思考和不断探索。
二、
融入科技前沿，
培养创新思维
在生命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遗传学是生命科学
中发展最快、
最活跃的学科之一。新理论、
新技术和新
方法的不断涌现更使得遗传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化，从而使得遗传学教学内容越来
越丰富，并且不断和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
学、免疫学等学科交叉、融合，课程信息量加大，难度
加深，严重影响教学效果，也阻碍了学生素质的进一
步提高。因此，
如何紧跟科技和科研发展的脚步，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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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教学内容，有效地组织课堂教学，探索进一步
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教学方式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和课程进度选择适
当的时机，采用讲述、文字、图片、视频等教学手段向
学生介绍与课堂内容相关的科技领域的新发现和新
时
进展。如在讲述“染色体结构改变及其遗传学效应”
可以引入关于癌症病因的最新讨论。目前，主流观点
认为是某些重要调控基因发生了突变，扰乱了细胞的
自我调节机制，从而导致癌症。但是一些新的观点却
发现，虽然在癌症发生过程中确实发生了某些基因突
变，但更重要的却是染色体出现了诸如复制失常、断
裂、
结构重排、
缺失等问题［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染
色体的混乱状态并非恶性肿瘤转化的结果，很有可能
是癌症发生的直接原因。当染色体发生改变后，其所
携带的数千个基因同时发生了变化，打乱了细胞内的
平衡，使染色体的混乱状态更加严重，从而导致恶性
肿瘤的产生［５］。通过对这些科技前沿的讲述使学生明
白，普遍公认的观点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
化，写在教科书里的知识也在不断更新，要勇于向权
威挑战。科学就是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
三、
科研支持教学，
培养实践能力
教学与科研总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教师能将自己
的科研成果融入到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中，将会拓宽
学生的专业知识面，培养学生的科研素质，促进教学
质量的提高；反过来对于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更新，以
及与学生充分交流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灵感也会促进
科研工作的继续深入，充分体现教学相长的力量。作
为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除了传授给学生书本上的知
识以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是未来科研的新生力量，他们
思维活跃、个性十足，普遍更愿意跟给自己上过课的
教师交流，愿意了解教师的科研项目与未来学科的发
展方向。在与学生的交流过程中，如果学生表现出对
相关研究的兴趣，那么可以吸收部分学有余力的本科
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工作中。
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每年拨
出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科研训练等
项目。学生对此类项目也非常感兴趣，会带着一定的
想法来和教师进行交流，或者在教师的科研课题中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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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突破口。据此机会，
教师也可指导学生积极、
认真地
撰写课题标书，参与课题答辩，课题申报成功后学生
跟随教师进行相关课题的实验研究，结题时在教师的
指导下撰写论文和研究报告。通过参加课题申报，亲
自参与实验设计、实验结果的统计学处理和分析以及
撰写论文等各个环节，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使
他们亲身感受将想法付诸实践的过程，在亲自实践的
过程中感悟科研的真谛。
像遗传学这样的实验和理论密切结合的科学和
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会对很多问
题产生浓厚的兴趣，如人体中存在长寿基因吗？我们
是像父亲还是像母亲？基因可以决定我们的性格吗？
等等。兴趣是学习的最佳推动力，但是课堂学习时间
毕竟有限，科研项目也有限，对于这些问题可以按学
生感兴趣的程度来分配科研项目，引入开放式的教学
方法，互换师生角色，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
主动性。学生在课后进行调研，
充分利用网络信息，
查
找科研文献，对于感兴趣的知识进行归纳，写出教案，
并在课堂上留出一些时间和其他同学一起分享调研
的结果。对于一些有可行性的想法也可以支持学生在
课后进行一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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