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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办学理念指引心理健康教育开展

学校地处深圳特区，生源中有 58%
的学生来自外来务工家庭，71.6%的学
生父母是高中以下学历。受社会、家庭
和学校教育等诸多因素制约和影响，学
生在心智、情绪、意志等心理素质方面
发展极不平衡，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
群体。

2008 年起，以汪大木校长为首的新
一届学校领导班子确立了“明礼、尚
艺、致用、和谐”的核心办学理念。以

“明礼”作为起首和开端，注重“人的
文化教养和人格品质”，是对立德树
人、育人先育心等教育理念的融合，也
是以人为本，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的
体现。

2009 年结合办学实际，提出了让师
生“在这里发现自己，发展自己”的目
标。“发现”：开展好职业生涯教育，帮
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开展职业导向教
育。“发展”：培养学生积极心理品质，
自主发展能力和职业能力的提升。通过

“双发”能力的培养，帮助每一个学生
人生“出彩”成为学校追求的目标。

以扎实行动创建心理健康教育特色

为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学校全员
参与心理健康教育并十年磨一剑。

首先，该校按照“一岗双责”要
求，形成关注学生、关爱学生的全员工
作规范；建立学生互助制度，各班均设
立学生发展委员；经常印发家庭教育指
导，让家长也成为学生成长过程的支

撑。同时，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经费投
入，重视软硬件建设，经常组织班主任
及心理教师培训。如今，该校拥有心理
健康教育专职教师 3 人，其中博士 1
人，硕士研究生 1 人。持有广东省心理
健康教育 A 证、B 证、C 证的教师，则
分别达到 15 人、27 人、54 人。不仅如
此，该校还分别拥有高级、中级、初级
职业指导师 5 名、16 名、21 名。

其次，该校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必
修课程列入课程表。编写 《中职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与职业指导活动课指引》，
开发生涯教育活动课，形成独具特色的
校本教材，以此培育学生心智，增强发
展动力。

此外，该校积极搭建学生社团、社
会实践、职业见习、家校联合、才艺展
示等活动平台，帮助学生增强体验实现

自主发展。

学生变阳光 教师得提高 质量获提升

多年来，他们形成了“以促进学生
发展为中心，以系列主题活动为主要载
体，以心理辅导和调适为基础，以自主
发展为目标”的整体推进格局，取得了
众多可喜的成就。

以 2017 年为例，便有高凌俊、黄
文豪、李宗博三名学生，在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数控综合加工技术项目中，
荣获全国之冠的优异成绩。更有该校
2014 届毕业生杨登辉，喜获 2017 年世
界技能大赛数控项目冠军，受到国家领
导人的亲切接见。

近年来，该校先后有 3 名教师在全
国中职班主任教育叙事比赛中获一等

奖，1 名教师在全国中职班主任基本功
比赛中获二等奖；5 名教师获得省级基
本功比赛一等奖、9 人次获得省级二等
奖；近 20 人次获得市区级比赛奖励；
教师发表职业生涯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论文 30 多篇。

师生的共同发展，学校成为最终也
是最大的受益者，办学业绩与社会影响
力与日俱增。如今，宝安职教集团第二
校区已连续7年夺得全国技能大赛相关赛
项金牌。其中，仅 2015—2017 年，就斩
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奖牌17项，并
获全国中职学生文明风采比赛市级以上
奖项65项。因为成绩突出，该校近年来
先后获得市、区教育先进单位、市技能
比赛突出贡献奖等多项荣誉称号，日渐
成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优质学校。

（魏 嵬 刘闺女）

“双发”育人 匠心筑梦
——深圳市宝安职教集团第二校区创建广东省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活动撷影

心理健康教育是提
高学生心理素质，引导
学生认识自我，树立正
确人生价值观，培养健
全人格的有效途径。深
圳市宝安职教集团第二
校区在创建广东省心理
健康教育特色学校的工
作实践中，精心打造以
特色活动为载体、以职
业指导和心理健康教育
为主要内容的育人模
式，努力让每个个体生
命都得到自由发展，促
进了“德艺兼修，与时
偕行”文明校风的形
成，诠释出了不一样的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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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创新火种 照亮光辉未来
深圳福田：STEM孕育学生终身发展“干细胞”

政府部门、市场唱响
STEM教育“合奏曲”

每 天 中 午 ， 福 田 科 技 中 学 专 职
STEM 教师金哲都会在创客中心，为
全校感兴趣的学生释疑解惑。该校 1.9
万平方米的“共享”科创教育梦工场
已经立项，将面向全区所有学生开放。

为让 STEM 教育“阳光”温暖每
个孩子，福田区开门办学，政府部
门、市场奏响“大合唱”，打造 STEM
教育创新生态。该区已描绘好 STEM
教育“育人同心圆”，由政府部门引导、
学校推动、企业参与、研究机构尤其是
高等院校支持。这使得福田 STEM 教
育获得了核聚变般的“超能量”。

“为让中小学生在 STEM 教育风口
张开‘创新翅膀’，我们把跨学科、实
践动手、解决问题等素养能力，融入
福田中小学学生的灵魂中。”据福田教
育部门负责人介绍，作为深圳的中心
城区，该区始终坚持首善之区、首善
教育，早在 1997 年就参与了 STS 研究
课题，2014 年就引入了 STEM 教育。
在保持先发优势的基础上，福田区域
统筹推进，推出 《福田区推进 STEM

教育行动计划》，从战略高度进行顶层
设计，把准方向，项目化推进 STEM+
教育实践，为福田经济社会发展孕育
创新型人才基础。

为用 STEM 理念引导每一所学校
创新发展，福田率先在深圳各区当中
提出中小学 STEM“五个一”工程：
开一门 STEM 课程，建设一个 STEM 空
间，聘一位 STEM 导师，每一年组织
一次 STEM 活动，每一个学生每一年
至少参加一个 STEM 项目。

“打造一体化 STEM 教育创新生
态，需要政府部门、学校、企业等多
方合力。”福田教育部门负责人介绍
说，该区充分利用高科技企业、科研
院所集聚优势，跨界整合资源。目前
福田已与 35 家高科技企业建立了合作
关系，40 多所中小学正与华大基因等
企业合建科技自主创新实验室。福田
还与科大讯飞等知名企业创建了 17 所
STEM 教育基地学校。

在深圳大学光电工程学院教授彭
文达指导下，福田中学科技创新实验
班学生巫岱泽等升级了管道探测作业
机器人，管道维修变得更加智能、安
全。该发明夺得第 46 届瑞士日内瓦国
际发明展金奖。

福 田 借 力 中 国 教 科 院 、 深 大 等

“外脑”，在其高端、专业的学术引领
下培养学生。这些学生不但能在“大
牛”指导下做创新、写论文，还能利用高
校实验室等资源做研究。该区目前已
与国内 17 所高校牵手。自 2015 年以
来，福田每年都举办院士专家进校园活
动，已有 30 多位院士举办了 50 场讲座。

多方正合力将福田十多万名中小
学生培养成创新型人才，十多万点

“星星之火”在 STEM 教育等春风吹拂
下，为“燎原之势”蓄积能量。

“内培外引”点亮师
资、课程“燎原之火”

下沙小学科学教师陈倍思原来不
擅“授之以渔”，学生 STEM 作品“千
篇一律”。到北京等地“取经”后，她
学会引导学生小组合作探究，发现、
解决问题。学生不再完全“比葫芦画
瓢”，各有特色。

“未来已来，老师作为引路人，应
从学科导向转向问题导向，通过回归
本真的 STEM 教育，提供以学生为中
心的跨学科学习体验，让孩子拥有可
持续发展能力。”福田教育部门负责人
认为，STEM 教师要有“慧眼”“巧
手”，发现孩子潜在的兴趣特长，跨学
科整合孩子所学知识，运用寓教于乐
的小组合作探究等形式，扬长补短，
提升孩子的综合能力。

福 田 区 打 出 “ 组 合 拳 ”， 破 解
STEM 教育“师资荒”，点亮 STEM 教
师“燎原之火”。该区一方面通过继续
教育、专项培训、名师引领等渠道，
优化存量，引导教师拥有 STEM 教育
思维和能力。另一方面，该区通过购
买服务、聘用兼职教师等方式，引入
社会上的优秀 STEM 师资，提升增量。

越来越多的福田中小学教师正成
为 STEM 教育“点灯人”。“金老师的
课就像游乐场，开心玩游戏，组团练
能力。”在金哲执教的创新课上，福田
科技中学高宇乐等 4 名学生用物理、
工程等跨学科知识，用 40 多个“机关

王”组装了“一带一路东方列车”，带
大家观赏“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美景。

为提供丰富课程满足学生们的个
性化发展，福田将搭建 STEM 课程体
系作为“主攻方向”。该区集聚 20 多
位专家和名师，打造 STEM 课程智库。

福田更注重激发中小学教师跨学
科探索、研发 STEM 课程的积极性，
用一线智慧“添柴加火”。该区鼓励学
校自主开发 STEM 教育特色课程、校
本课程，通过学科、综合课程嫁接融
合等方式，探索不同形态的 STEM 课
程，把 STEM 教育理念本土化落地、
普适化地实施。目前，福田超过 300
名一线教师参与了 STEM 课程开发。

福田还与台湾元智大学科教中心
合作开展科学人才养成计划，在该区
46 所中小学实施“科学好好玩”等课
程。该区还引进了 Runbot 创客工程机
械套装课程体系、航空航天教育课程
等。福田目前已建成了学科跨界、天
地 互 动 、 文 理 交 融 、 多 元 并 举 的
STEM 课程体系，百花齐放。

福田中学每周三节科技创新课。
“吃不饱”的学生还能到学校“STEM

课程超市”，选修 FRC 机器人等 10 多
门课程。

目前 STEM 课程已成为福田区中
小学生创新意识生根发芽的沃土，学
生从接受知识的“容器”变为知识的

“实践探究者”。

“造梦空间”成为学生
“星光大道”

“哔哔哔⋯⋯”当发现有人到红树
林抓鸟时，全自动巡查机器人就会发
出警报声。“小时候红树林鸟儿很多，
现在被抓得越来越少。”下沙小学五年
级学生李文哲制作机器人，希望能成
为红树林鸟儿的“安全卫士”。为此，
他在学校创客工作室“捣鼓”一个月。

“天高任鸟飞。中小学校不但要努
力培养孩子们的创新、合作、动手等
能力，还要提供探究创新、适才扬性

的‘练兵场’。”福田教育部门负责人
将多元 STEM 教育平台比作“梦想加
油站”，助力中小学生学以致用。

罗伟洋坐在教室窗户旁，阳光刺
眼，拉窗帘又要开灯照明。能否用所
学知识解决问题呢？罗伟洋与创客营
的伙伴开展“头脑风暴”，在学校创客
中心孵化出了“阳光教室”“我们做了
太阳能百叶窗，将阳光折射到太阳能
板上发电。”

福田科技中学、红岭中学高中部
组建了 3D 创客社等创新社团，让“创
新达人”找到志同道合者。两校都建
造了创客室等“造梦空间”，激光雕刻
机等设施一应俱全。学生都会到这里
动脑动手，破解现实问题。如果学生
创意可行，学校还资助完成。

近 年 来 ， 福 田 变 革 教 学 物 理 环
境，为学生创新创造提供“梦工场”。
该 区 在 STEM 教 育 项 目 上 年 均 投 入
8000 万 元 ， 设 立 17 所 STEM 教 育 基
地，建成 40 间未来教室。全区 26 所学
校的科技社团获评深圳市中小学生优
秀科技社团，32 所中小学创客实践室
入选深圳市首批创客实践室。

福田还以赛促创、活动辐射。自
2000 年开始，该区每年都举办近万名
学生参与的科技节。目前，该区已打
造 36 项 STEM 品牌竞赛项目，其中开
源无人智能车比赛科技含量、行业地
位高。

功到自然成。福田学子在国际、
国家、省、市各级各类创新大赛中摘
金夺银，获奖数呈井喷态势。目前，
福田已有 130 多人次中小学生获省级
以上奖项，申请专利达 1000 多项。中
小学喷薄而出的“创新火花”正照亮
着福田的未来。

福田 STEM 教育更是“墙内墙外
同飘香”。2017 年，58 所学校、229 支
队伍、1596 名小创客，受邀参加央视

《我的世界创客大挑战》。在粤港澳大
湾区 STEM 教育高峰论坛等活动上，
部分香港校长对福田经验接连夸奖。
近日，香港地区部分中小学校长到该
区学习借鉴 STEM 教育经验。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福田教
育通过推行 STEM 教育等新型教育理
念，以梦为马再出发，迎接另一个春
天的故事开场。

深圳市福田中学科创队长魏雪来喜迎“金榜题名”。因探究实
践成绩优异，跨学科整合能力强，他在香港科技大学自主招生中
表现突出，抢到该校“绣球”。

喜讯传来时，第二届中国 STEM 教育发展大会正在深圳福田
区举办。来自美国、香港、北京等地的专家、校长，点赞福田
STEM 教育的“敢闯爱创”、硕果累累。近年来，福田谱写 STEM
教育政府部门、市场“合奏曲”，用优秀师资、创新课程、多元平
台引导学生DIY未来。

参加第二届中国 STEM 教育发展大会的专家、校长，将像蒲
公英般把 STEM 教育“福田方案”带到全国各处，生根开花。而
福田教育部门通过大会向过往光荣汲取力量，吹响攀向 STEM 教
育更高峰的“冲锋号”。福田教育将借力 STEM 教育浪潮，顺天
时，趋地利，继续办“本真、适才、普惠”的教育，培养具有创
新精神、国际视野和实践能力的新一代青少年。

▲在福田区园岭小学STEM课堂上，教师指导学生们盖“高楼”，学生
们分组合作，用数学、工程等跨学科知识让“大楼”更稳、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