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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周刊
聚焦课改前沿 引领专业成长

科学 （Science）、技术 （Tech-
nology）、工程 （Engineering）、数
学 （Mathematics） 4 个学科的英文
单词的首字母凑在一起，就成了一个
新的热词——STEM。STEM 是来自
美国的一个教育概念，是科学、技
术、工程、数学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教
育。STEM 课程在国际上一般就称为

“综合课程”。

STEM课程的特点

STEM 课程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跨
学科、多学科的融合，也就是说，这
个课程中涉及的问题，往往需要综合
两个以上学科方能解决。

STEM 教育主要通过项目驱动的
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学习。通常的方式是，首先给学生
创设一个现实情境下的主题，通过教
师、学生交流讨论，明确问题，设定
项目内容和项目具体的任务。学生根
据项目的任务进行规划，调研相关领
域的进展，分析项目的可行性，制订
研究计划，建立理论模型并经过编程
模拟、数值计算、原型机设计、测试
反馈、分享交流讨论等流程后完成项
目。项目最终的产出是多样化的，可
以是一篇论文，也可以是一个作品，
这主要依据项目的领域而定。

STEM 教育主要的教学目的不仅

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学科知识，
同时也是为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为应对未来挑战做准
备。学科教育一般是纵向的教育，如
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物，都
是纵向的,而培养人同时还需要横向的
教育，需要各个学科融会贯通，需要
综合各方面的知识、能力。如果一个
人拥有驾驭纵横交错的知识网络的能
力，他未来便能应对更严峻的挑战，
承担更大的责任。人们常认为中国人
的创新能力较弱，我认为有一个原因
可能是，中国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接
受的都是孤立的单一学科的知识和技
能，缺少跨学科的融会贯通的教育，
缺少举一反三、创新使用的能力，所
以导致路越走越窄。

STEM 这样一种教育方式和课
程，毫无疑问，对于培养学生的科研
创新能力、动手实践能力是非常有利
的 。 从 培 养 分 析 能 力 的 角 度 看 ，
STEM 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式和教
育方式。这也是世界各国都在开展
STEM 教育并一抓到底的原因。有些
国家甚至把 STEM 教育上升到国家战
略的层面，把这种能够培养具有未来
竞争力人才的教育方式放在首位。

STEM 教育同样可以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力。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学
生，带着问题和任务调动各学科的知
识，多感官参与，既动脑又动手，深入
挖掘潜力，促进思维发展。STEM 学
习，通过挑战性的激励，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力，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综
合素养。除此之外，它还能培养学生
的团队合作意识。一个 STEM 专题或
者项目，往往涉及多个环节，需要分
析、设计、实验、完善，甚至是对结果

（产品）进行包装。这不是一个或者两
个人能完成的，需要多个人共同研究，
密切配合，合作攻关。在这个过程中
亟须合理分工、共同参与，这是对合作
意识和团体协作能力的锻炼。

几 年 前 ， 有 人 提 出 加 上 A
（Art， 艺 术 ） ， STEM 发 展 成
STEAM。我觉得艺术的重要性是显

而易见的，因为科学和艺术本来就不
分家。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艺术教
育有两点非常重要而且是其他学科不
可取代的作用。其一是对学生审美能
力的培养，学生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
的提高，对于未来的人生、科学研究
都是非常重要的。其二是艺术教育能
够让孩子们“打开”自己，展现想象
力，培养表现力，这是艺术教育特有
的价值。

现在甚至有人认为应该强调学生
的阅读能力，于是在 STEAM 中又加
入了R（Reading），变成了STREAM。
其实这类课程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把握课程的核心理念，那就
是要培养学生以综合视角解决真实世
界中问题的能力。而作为学校，应积
极为学生搭建一个多学科、多视角、以
解决实际问题为取向的综合发展平台。

如何开好STEM课程

STEM 课程现在很火，各地许多
学校都在争相开设 STEM 课程。是不
是每个学校都适合、都有能力开展
STEM 教育？我深切地感受到，要大
力发展 STEM 教育，最大的制约因素
是没有足够的优秀教师。长期以来，
分科教育越分越细，教师的专业越来
越窄，而综合是 STEM 教育的根本特
性。当前解决的办法只有团队合作。
在美国一个老师能搞定一个项目，在
中国可能就需要五六个老师，多学科
老师联合在一起完成这个项目。

在中小学开展 STEM 教育，除了
要解决师资这个瓶颈，还需要处理好
下面几个关系：

第一，我们要清楚 STEM 课程和
常规课程之间的关系，了解 STEM 课
程所处位置。目前 STEM 课程的唯一
合法地位，就是学校的选修课，我们
不能用 STEM 课取代某门常规课程，
因为它的知识和系统性还要差一些。
我们不是为了知识而开设这个课程，
而是为了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和创造
能力。

第二，我们要处理好单一学科的
学 习 和 STEM 教 育 之 间 的 关 系 。
STEM 课程与单一学科课程所学的知
识需要匹配。如果这个项目所用的数
学知识，学生要一年之后才可以用到
的话，那么学生学习的效果肯定不尽
如人意，因此需要对相关 STEM 课程
进行重新设计。也就是说，我们设计
的 STEM 课程要和学生的知识结构、
能力结构、认知能力匹配，要分年
级、分阶段设置不同的STEM课程。

第三，要考虑中高考与 STEM 教
育的关系。我们当然希望未来 STEM
课程能够育人有效，但是首先要做到
的是选人有用，否则，STEM 教育是
不可能得到持续发展的。在中国的教
育领域里，仅仅靠情怀和理念是很难
通达天下的，如果说发展 STEM 教育
的结果是中高考成绩很差，那 STEM
教育还会有生存空间吗？还有机会发

展吗？既然这个东西好，就要显示它
的作用。学校不能告诉孩子的父母说
现在孩子中高考成绩差点没关系，等
到 20 年、30 年以后效果就显现出来
了，他们能相信吗？等得起吗？不
过，清华附中的实践证明，参与这些
项目的学生，文化课考试的成绩不仅
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反而有所提高。

第四，要考虑国际水平与本土特
色的关系。STEM 想要在中国推广开
来，发展好，首先需要有顶层设计，
国家层面应有相关标准和评价、管理
制度；其次，要有灵活的机制，因为
STEM 教育是一种高理念、高投入的
教育，所以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机制维
系好整个 STEM 系统在中国基础教育
中的发展，这需要多方合作，方能达
到共赢效果。

（作 者 系 清 华 大 学 附 属 中 学 校
长，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教授）

STEM：好理念怎样变成好课程
王殿军

⦾⦾特约专栏

清华附中在STEM教育教学方面进
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学校早在2011
年就开展创客教育，2014开始与美国
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TJ）合作，在
清华附中建立了6个高端实验室，开始
了STEM教育，并于2016年成立了STEM
教研室，同时组织工作坊，邀请国内外
专家，集结优秀教师，从理念到实践进
行深入研究探讨，学校STEM工作具备
了常规运转的“大脑”。

目前，清华附中在STEM教育标准
研究、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
丰富成果。今年5月开始，清华附中组
织编写的基础教育阶段《STEM课程标
准》成稿。“标准”目标是研发出符合我
国实际需要的STEM课程标准，推动课
程更加规范地落地实施。“标准”以科学
教育的10个大概念为统领，按照基础
教育的学段，从科学、技术手段、工程实
践、数学、其他综合能力5个方面来阐

述，最后还提供了各个学段的STEM课
程实例。

清华附中创建了“课后选修课程—
创客空间课程—高研实验室课程”的
STEM课程体系。从进入初中开始，学
生就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各类STEM
基础素养课程，之后通过参与选拔进入
创客空间开展项目式学习。进入高中
后，有科研意向的学生可在教师带领下
开展不同方向的高研实验室课题研究，
为未来深造做准备。近两年来，清华附
中学子在国际、国内顶尖科技类竞赛中
屡获殊荣，已获国际青少年科学奥林匹
克竞赛（金牌）、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一等奖、STEM精英奖）、美国学术五
项全能比赛（19金、27银、20铜）、丘成
桐中学科学奖（金奖）、北京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科技创新市长奖、一等奖）
等，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学子，带动了学
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链接：

清华附中STEM教育探索实践

为了方便沟通，现在很多学校的
班主任都建了家长微信群。近日，我
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微信群引
发的一场风波，一位山村小学的班主
任解散了微信群。

这位老师平时经常通过微信群布
置家庭作业。班里一个学生因为父母
外出务工，就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性格比较内向。爷爷奶奶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就没有及时督促孩子做家庭
作业。长期没有做家庭作业，学生成
绩下滑，老师根据学生成绩排座位，
这个学生被排在了后边。该生个子比
较矮，坐在后面有时看不清黑板，上
课越发不专心，直接影响了学习。通
过亲戚传递的信息，这位学生的爷爷
知道了班主任调换座位的情况，就到
学校里来找老师。

班主任见到爷爷，说：“你别说
了，我布置的家庭作业他从来就没
做，你们做家长的难道就不检查孩子
的作业吗？”爷爷说：“我不会用智能
手 机 ， 也 不 知 道 有 家 庭 作 业 这 件
事。”还表示对老师只在微信群中布
置作业有看法，说自己如果知道，能
不检查吗？老师不了解学生家庭具体
情况，就放弃对学生的教育，是不负
责任的做法。又说，一个负责任的老
师，不会因学生成绩下滑就调换座
位。班主任老师也反唇相讥，最后两
人不欢而散。

事后，爷爷回到家里反思，觉得
自己没跟上时代的步伐，影响了孩子
的健康成长。于是请教亲戚，学会了
在智能手机上使用微信。没想到他刚
学会用微信，恰逢班主任老师突然想
起那场不愉快的争执，就把他踢出了
群。爷爷看到自己被踢出，就请亲戚
帮忙，在群内发了一条这位教师如何
不公平对待自己孙子的微信。这位班
主任老师看了，立即解散了家长群。

爷爷又找到学校，问学校对教师
此等做法管不管，如果不管，就直接
找教育局。校长马上找老师沟通，请
她注意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以开放包
容、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待每一位学生
与家长，建议她主动向学生爷爷承认
错误。

这位老师想不通，说学生的爷爷
在家长微信群内污辱了她，应该向她
赔礼道歉才对。校方只能再对爷爷
说，孩子毕竟还在这个班级，和班主
任老师闹僵了，对孩子学习成长不
利。爷爷执意认为，这位教师知错不
改反怪家长，就不配当老师，应该将
她踢出教师队伍。

单从这件事本身来说，双方可能
都不是完全没有过错，也说明现在班
主任工作的繁杂与不易。但是教师尤
其是班主任，作为社会工作者之一，
首先要明晰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育人，
其次要注意培养自己与他人合作沟通
的能力。教师如果只关注自身感受，
或者担心学生成绩影响自己的绩效工
资，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迟早会出现问
题。

学生无论成绩好坏，都是一颗种
子，只不过每个人的花期不同。有的
花，一开始就灿烂；有的花，则需要
漫长的等待。教师要细心呵护自己培
育的花，慢慢陪着学生沐浴阳光风
雨。也许你的种子永远不会开花，因
为他或许最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这
就需要班主任老师心中有爱，爱是教
育成功的秘诀。

班主任还需要谨言慎行，因为要
面对不同个性的学生和不同背景的家
长。要注意提升自己的涵养，无论对
什么样的学生都保持公正宽容，无论
对哪种身份的学生家长都要有礼有
节。唯有如此，才能使学生处处感受
到鼓励，家长处处感受到温暖。在此
种情况下，即使遇到分歧，也容易解
决，不至于闹得不可开交。

不可否认，时下少部分教师胸襟
不够宽广，也没有充分利用好微信的
社交功能，与家长进行有效沟通。班
主任建立家长微信群之后，要有爱心
和耐心，要有平和包容的胸襟，豁达
地接受不同的意见与批评。与此同
时，班主任还需要注意日常交流的一
些细节与技巧，用语要谦和有度，不
要给家长造成唯我独尊的印象，从而
有意无意间不必要地激化家校矛盾。

（作者单位：河南省罗山县教育
体育局教研室）

微信考验
班主任的胸襟

毕延威

⦾⦾我见

与城市相比，农村小学科学实验
室条件比较简陋，网络资源普及率较
低，科技馆、博物馆大多建在距离较远
的城区，农村学生参观很不方便⋯⋯
那么，农村小学科学课程真的完全缺
乏资源和绝对处于劣势吗？我的答案
是否定的。

在我看来，农村有自己得天独厚
却容易被忽视的课外课程资源：自然
大课堂、校园植物园、家庭实验室、科
学实践基地等，这些课外课程资源在
很多地方都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农
村小学科学课教师，应当发掘农村的
资源优势，从而促进科学课课堂教学
的改进。

自然大课堂种下求知种子

生活在农村的学生对家乡的山山
水水、农田作物、家禽家畜、虫鱼鸟兽、
花草树木的感性认识和直接经验都很
丰富。带学生走进田间地头、农家庄
园，捕蝇追蝶、制作标本、饲养栽培，这

不仅仅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有助
于学生科学素养发展。

如《蜗牛》一课教学，我提前花几
天时间让学生到田野或自家菜地里去
找蜗牛，观察蜗牛，并尝试饲养蜗牛。
学生们都兴致勃勃，在自然真切的环
境中去经历、去体验、去思考、去发现，
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被激发出
来。又如在开展“模拟农民种蚕豆，探
究根、茎、叶的生长方向”活动时，我组
织学生模拟农民种蚕豆，将四粒蚕豆
种子种到土壤里，一粒朝上、一粒朝
下、一粒朝左、一粒朝右摆放。观察两
周发现，不同种法的蚕豆种子先后都
发芽了。再准备四粒种子，以同样的
摆放方式种在透明玻璃杯里，从杯壁
观察根的生长情况，也是两周时间。
做过两个模拟实验后，我带学生走进
蚕豆、玉米、西瓜等承包大户的农庄，
在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观察，验证所学
知识，了解种子不同种植方法对根、
茎、叶生长的影响。

校园植物园学会观察

农村孩子接触到许许多多植物，

掌握了不少知识技能，但这些毕竟是
肤浅、零碎的知识，学校有必要建立自
己的植物园地，作为科学课堂的延伸
和补充。

我校新建不久，校园面积较大。
校园种有黄花梨、桃树、香樟、玉兰、雏
菊、杜鹃、桂花等多种植物。每间教室
都有植物角，摆放着绿萝、仙人掌等盆
栽植物。学生在科学老师和专职园丁
的指导下，根据教材内容及季节变化
自己选种、栽培，增加了植物生长和种
植知识。他们活跃在校园植物园里，
忙着松土、除虫、施肥，观察研究搞得
不亦乐乎，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

如在学习“植物的共同特征”时，
我充分利用校园植物园，组织学生带
着问题观察常见的植物，做好观察记
录。随后我组织学生采访学校园丁，
详细了解植物的松土、施肥、喷药、浇
水等管理知识。在小组汇报结果后，
我问：这些植物在形态结构和生存环
境方面有什么异同点？学生通过交流
和思考得出：不同植物外形不一样，需
要的阳光、养分、水分也不一样，但叶
片颜色大多是绿色，大多包括根、茎、

叶、花、果实和种子，都需要阳光、养分
和水分。

家庭实验园提高技能

农村每家的庭院就是现成的家庭
实验园。我鼓励学生在家长帮助下，
种树、养花、种菜，或者饲养鸡鸭猫狗
等小动物，边学习、边观察、边实验，将
培养劳动习惯、技能与科学探究精神
结合起来。

如三年级学生已经知道植物繁殖
方式大多是种子，也见过一些根茎叶繁
殖的例子，但认识比较粗浅。我从学生
已有的认知入手，先研究植物的种子繁
殖，接着抛出问题：“植物能不能用其他
方式繁殖？”学生们感到困惑，开始交流
讨论。我因势利导，指导他们课后在家
中庭院开展后续研究，尝试用甘薯、菊
花、杜鹃、蔷薇、茶花的根来繁殖；用马
铃薯、大蒜、洋葱、月季、无花果的茎来
繁殖；用芦荟、金边虎尾兰、金钱树、铁
十字秋海棠的叶来繁殖。

科学实践基地激发探究兴趣

我结合本地的实际，根据季节的

不同，带学生参观农村科学实践基地，
如：参观草莓基地、葡萄园、养蜂场、海
涂养殖场等。引导学生在活动中去发
现问题、研究问题，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和探究兴趣。

我校所在区域是水稻产区，很多
农户承包了稻田。学生在田间访问承
包户时了解到：播种期大批麻雀光顾
稻田偷吃稻种，所以农户用农药拌种，
使麻雀吃了不舒服，迫使鸟类到其他
地方觅食。这引起了学生们的争议，
认为用药驱鸟方法不好，会毒死鸟，残
留的农药也会危害人的健康。有学生
提出拉网，但大田拉网拦鸟意味着要
花大钱，并不经济；有学生提出重新选
择种植地，避开电线、房屋等麻雀喜欢
聚集的地方；有学生提出用老鹰、蛇模
型视觉驱鸟；有学生提出在稻田周围
装上自动监控系统，大批鸟儿来时自
动响起高分贝音乐，惊退鸟儿⋯⋯回
校后，我提醒学生把访问和讨论结果
整理成表格，分析几种方法的优缺点，
得出比较合理的方法。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崧厦镇小学）

农村小学科学课的课程资源哪里来
严建斌

浙江省余姚市以“村（社区）主办、学校支持”的模式创
建了“阳光少年成长乐园”，在每天下午放学后，由志愿者和
教师对学生进行作业辅导，同时定期开设或组织一些科技、
非遗、趣味游戏等课程和活动，丰富了学生课余生活。

图为近日浙江省余姚市黄家埠镇横塘小学学生在学校
里的“阳光少年成长乐园”体验空气炮趣味游戏。

新华社发（张辉 摄）

学校与社区合作
拓展“阳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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