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 月 11 日

主编：
张东

星期二

编辑：董鲁皖龙

设计：王保英 校对：
赵阳
电话：010-8229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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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点

●科创教育如何超越浅层次技能训练，
切实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
●科创教育如何激发兴趣、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避免成为部分人的
“精英教育”
？
●在传统分科教学的巨大惯性下，
如何帮助教师提升跨学科教学设计能力？

求解科创教育的实践难题
本报记者 梁丹

1.
在园区，科创教育的实践最初来
自对教育本质的一些思考。
“做实验的目的是为了验证一个
原理，记住书本上的步骤就可以了，
还是为了做研究？
”
“一堂公开课后，教师总是会谢
谢同学，谢谢他们的表现和配合。在
课堂上，我们关注教得好，却忽视了
学得好不好。
”
……
“这种教师主导的课堂，更多的是
教师教学方案的完成。
”苏州工业园区
教育局局长沈坚做过多年教师和校
长，他发现，越是研究学习是怎么发生
的，越感觉到这样的教学有问题。
苏州工业园区决定把科创教育作
为解决问题的抓手。
“比起分科而教的理想化设定，

学校供图

让学习真正发生，课程体系建设挺在前

科创教育强调跨学科、综合式的学
习，更聚焦真实情境和问题，是一种
学生主导的学习。”沈坚相信，科创
教育能帮助实现教与学的改革。
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路径而不
是终点，在工业园区，科创教育从起
步之初，就没有陷于对技术本身的追
求，没有满足于对学生浅层技能的培
训，而是在“让学习真正发生”的方
向引领下，瞄准了课堂和课程的核心
环节。
一滴恐龙血真的可以克隆出一只
恐龙吗？
这学期，看完电影 《侏罗纪公
园》，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的学生
们有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教师的引导下，他们发现，回
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了解 DNA 对

生物物种识别的确定性。可是，什么是
DNA？如何提取和检测 DNA？随着研
究的推进，孩子们渐渐感到吃力。
围绕研究问题，苏州工业园区翰林
小学和独墅湖学校、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结成了科创共同体联盟，
开发了跨小学、
初中和高中不同学段的科创课程“生命
的精灵：
基因”
。课程指导教师刘远泽介
绍，在这样的一堂课里，小学生、初中生
和高中生同做一项研究，
接力探索。
在这样的课程里，也会有激光雕刻
机、3D 打印机等高新技术和设备。但
是比起“高大上”的设备本身，实现学
生科创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更需要
搭建起课程这一学习轨道。
“小学阶段有八千多节课，各个学
校都差不多，但是学校的毕业生是有差
距的。原因在哪里？在于课程。”苏州

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校长杨春芳对此
坚信不疑。围绕课程开发，学校提出
“无涯课程群”，构建起基础课程、学科
跨界课程、实践探索等课程体系，在课
程中突出学生科创素养和能力培养。
学前阶段，开发与幼儿生活主题相
关的游戏化课程，作为幼儿科学素养的
启蒙教育，初步形成爱提 问 、 善 思 考、
能动手、会合作的科创素养品质；小
学阶段基于小学科学国家课程标准，
开发融合、融浸式课程，夯实基础，
激发科创兴趣；初中阶段将科创教育
融入学科教育，围绕真实情境问题开
发实践性课程……
“聚焦课程育人，苏州工业园区已经
初步构建起了纵向打通、横向融通的科
创课程体系。”苏州工业园区教育局副局
长葛虹说。

2. 立体科创教育，普及与培优一个不能少
在科创教育实践中，如何将激发
潜能、培养兴趣与特长培优结合起
来，一直是难题。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八年级
学生杨倬蘅的成长故事，就是一个生
动案例。
作为九年一贯制学校，金鸡湖学
校科创教育的特点是用模块化的课程
体系，为学生搭建不断提升的学习阶
梯。
学校信息技术学科的 AI 科创模
块课程，以人工智能知识为核心，
用“破蒙”
“启智”
“创见”三个层次
的阶梯课程，为学生铺设了从应用体
验、初步了解到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
标的编程设计的学习通道。
杨倬蘅说，从三年级第一次入门
接触再到如今高阶编程语言的学习，
“每个阶段学校提供的课程，都比我
的能力稍高一些。”如今，杨倬蘅已
经成了学校小有名气的科创达人，还
曾受邀登上 TED 讲台讲述自己的编
程故事。
为每个孩子提供科创体验的机
会，为有潜质的孩子提供个性发展的

通道，园区学校依据学生年龄和个体特
点，以学科基础课程、项目融合课程、
社团课程、课后延时课程、社会实践课
程等为体系，搭建起普适与拔尖提升相
融合的立体科创教育。
在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本课程“桥”是贯穿学生在校六年的科
创项目。
低年级段，学生通过模型认识梁桥、
悬索桥等结构相对简单的桥梁，中年级
段通过模型完成对复杂桥梁的搭建，高
年级段利用软件建模和原创设计。
“通过分层设计，围绕一个主题，
为学生提供了从体验感受到实践创新的
完整学习体验。
”该校科创教师倪渊说。
普及培优兼顾，科创教育资源能够
满足每个学生需求吗？
园区以学校为核心，主动向外拓展
和对接各类资源，UGBS（高校、政府、企
业、学校）协同创新机制帮上了大忙。
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被誉为园区科
创教育的“枢纽站”，教师培训、课程
孵化等是它的重要功能。
“我们将教师培训、项目活动资源
沉淀，形成了丰富的课程资源。”园区

青少年活动中心副主任胡益兵介绍，中
心已经孵化出了“生命科学之植物组培
与无土栽培”
“小木匠系列课程”“小纳
米大未来”等区本课程，出版了 12 本
教材，“这些项目和课程又可以被教师
带回学校，支持学校科创教育开展。”
2020 年开始，园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冷泉港亚洲 DNA 学习中心，开启了
一项特别的“送课入校”活动——围绕
高中缺少开展基因工程实验的难题，由
冷泉港亚洲 DNA 学习中心提供教师、
器材和设备，向区内所有高中开展相关
实验课程。
“基因工程是高中生物学科学习中
的重点和难点。但是由于对实验设备
要求高，很少有学校能开展得起来。”
冷泉港亚洲 DNA 学习中心主任杜诚介
绍，作为中心生物创新课程，这一活
动实现了校内外资源与课程的双向匹
配。
开拓校外，园区创建了智造之家、
生命创研工坊、天文观测研学基地等科
创教育场域，授牌形成了包括微软苏州
研究院、苏州中科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等
在内的 56 个企业科普实践基地。

中的反思性学习与思维技巧”等主题课
程学习，培育了 350 名科创教育种子教
师，带动和影响了一批本土青年教师。
通过师生同训、成立 11 个科创教
育联盟，科创教育的意识与自觉浸润了
更多教师。
在学校层面，还有更多富有创新性
的探索。如今，在苏州工业园区华林幼
儿园各年级组的集体教研中，如何开展
科创项目已经成了固定主题。随着课程
设计和组织能力的提高，从最开始的五
六个班级集体开展一个项目活动，到现
在，几乎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特色活动。
在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每门
科创课程都“背靠”一个由科学、信
息、劳技、生物、美术等学科教师组成
的备课组。备课组接受教务处和研训处
统一管理，定期集体备课。苏州工业园

已逐步成为闪亮着未来理想之光的
现代化“铧犁”
。
其三，在科创教育的实践上，
锻造了以专业化为支撑的实践品
格。自上而下的整体规划与自下而
上的创造探索相结合的体系，是一
个专业设计的过程，为实践注入了
专业内涵，铺设了专业化的实践之
路。科创教育又以专业化的教师为
支撑。科创教育固然需要所有教师
的关注与参与，同时也需要专业教
师为主承担。园区与新加坡合作，
350 名种子教师带动了一批本土青
年教师的快速成长，实践的专业品
格随着教师的专业化得以提升。
破蒙、启智、创见，正成为苏
州工业园区科创教育破解实践难题
的总体思路，深耕在园区沃土里的
科 创 教 育 之 “ 犁 ”， 正 带 领 师 生
“犁”向更美好的未来，也必将为中
国科创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作者系江苏省教科院研究员、
教
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组专家）

【科创教育学生故事】
聚焦校内，借助园区管委会每年提
供的教育内涵建设经费，园区内的中小
学不仅建起了丰富的科创教育场馆，还
立足自身办学特色挖掘资源，办出了多
样态的普惠模式。
“只为特长生服务的科创、脱离了
普及性的科创，都是伪科创。”杨春芳
介绍，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通过
科学课上做实验、延时课高年级学生带
实验进低年级课堂等方式，推行全覆盖
的科学实验。“这是积累科创体验的过
程，体验了，实践了，就能给孩子种下
科创的种子。
”
“科创教育涵盖面广、发展更迭快
速、装备成本高昂，单依靠学校自身的
力量不容易做好。”苏州工业园区翰林
小学发起了“博士工作站”，借助中科
院纳米所、东南大学 （苏州研究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苏州研究院）、苏
州大学等“外脑”为学生科创教育提供
场所、设备和师资上的支持。
……
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园区科创教
育的探索是各学校自发、自觉的过程，
因此才呈现出了丰富的样态。

3. 师生同训，种子教师激活一池春水
小朋友们有着千奇百怪的问题，
哪些适合生发、衍生为活动？如何挖
掘更多的科创教育元素？在苏州工业
园区华林幼儿园工作六年的罗蕴玉，
经历了幼儿园科创教育的探索历程。
她回忆，最初，教师们对什么是科创
教育、怎么开展项目化学习也曾感到
十分迷茫。
科创教育离不开一批具有跨学科
课程设计能力、项目式学习组织能力
和较高科学素养的教师。如何培养这
样一支队伍？
新加坡的创新教育给了园区一个
对标的范式。2018 年开始，在新加坡
淡马锡基金会的帮助下，园区为教师
们量身打造国际师训项目，邀请新方
专家担任导师，围绕创新教学法开展
“现实世界情境中的问题”
“ 学校科学

﹃犁﹄向更美好的未来

苏州工业园区领科海外教育学校高中生与翰林小学学生协作搭建 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
双螺旋结构模型。
。

成尚荣

科技日新月异发展的
今 天， 作为重 实践、跨学
科 整 合的一种教育新理 念
和 新 模式，科创教育在 日
益 受 到重视的同时，却也
在 实 践层面有着诸多疑 虑
和难题。
对于科创教育，有着
“创新高地”之称的苏州工
业 园 区 （以 下 简 称 “ 园
区”），早在 10 多年前就开
始了上下求索——
在园区采访，记者感受
到，与零散、个别化的实践
不同，这里的科创教育呈现
出一种自上而下的系统性整
体规划和自下而上的多样性
探索的特征。在这里，科创
教育实践不仅是一个与地方
不断融合的过程，更是一个
积 极 求 索、多方受益的 过
程。
在他们的故事里，关于
科创教育的诸多实践难题，
或许能找到一些求解的思路
和方法。

苏州工业园区是教育改革发展
的高地。园区教育人把闪亮的改革
发展之“犁”深深插在园区沃土中，辛
勤 耕 耘 ，又 不 忘 踮 起 脚 瞭 望 世 界 ，
“犁”出教育现代化的希望田野。
这把闪亮的“犁”叫科创教
育。科创教育不是教育的全部，却
是教育改革的前端，是走向教育现
代化的必由之路。苏州工业园区创
造性地进行科创教育，并以此牵引
园区的教育教学改革，这一举措具
有战略意义，是一种大智慧。
可贵的是，园区的科创教育积
极回应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构
建高质量的科创教育。高质量的科
创教育又紧紧围绕实践展开，从两
个方面去突破：一是科创教育从理
念向实践转化，让其真正落在实践
中，发生在真切的学习活动中，成
为教育的行动；二是通过实践构造
科创教育的品质，提升科创教育的
水平与质量，培育、发展了学生的
科创素养和综合素质。两者同时展
开与融通。
在园区，高质量的科创教育创
造了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其一，
在科创教育的价值定位上，着眼于
学生创新精神、科学态度的培养，
为创新人才成长打好基础。因此，
科创教育从一开始就没有陷于技术
本身的追求，而是让学生有创新思
考的方向，以创新思维带动学习方
式的改变。这一定位，使科创教育
基于技术又超越技术，让思维成为
教育的核心，创新精神走在前面，
学生成为技术的主人，成为科创教
育的主体。科创教育是以人的创
新、创造为理念的价值实现过程。
其二，在科创教育的课程建构
中，瞄准先进科技，充溢着未来
感。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冲击着人
们生产生活中一个个难以攻克的堡
垒。园区的科创教育课程冲破传统
知识的藩篱，让先进的技术、工具
和实验进入课程，具有超前性。学
生在纵向打通、横向融通的课程体
系中，与新的知识、技术和实验方
法相遇。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超
前都适合中小学生，其关键在于理
念的转变、目的的端正、分寸的把
握以及学习方式的变革。从这个角
度看，园区的科创教育课程已成为
走向未来的阶梯，研究性学习方式

科创教育育

——来自苏州工业园区的样本启示

区第二实验小学引导教师每学期至少写
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等二级指标维度，
一篇高质量的科创类教育论文，推动教
形成学生发展成长的过程性数据。在学
师专业发展。
校“大五星”评价中，关注学校过程
“器材和场所都是‘死’的，只有
性、阶段性的科创教育成果。
人才能让它们活起来。”苏州工业园区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副校长沈
第三实验小学校长顾超说，学校以年轻
颖娟还记得，
家长总是会有这样的疑问：
教师为主，为了帮助教师们从“以教定 “为什么我家孩子还不会机器人编程？”
学”转向“以学定教”，组织编写培训
四年过去了，尽管家长们依然无法
手册，为开展项目式学习的设计和组织
清楚地说出科创教育是什么，沈颖娟
提供指导。
说，“但 他 们 都 知 道 机 器 人 不 等 于 科
实践中，由于缺少完备的科创教育
创，也从孩子们乐于表达、乐于思考和
评价体系，教师们容易缺少持久的内驱
合作的变化中，更愿意支持甚至参与既
力，往往将科创教育看作额外负担。
玩得好又能学得好的项目课程。”家长
2021 年开始，园区启动了科创教
的反馈给了教师们更大信心。
育评价改革，用目标引领激励教师投身
从“校长想做、领导要推”到“学
科创教育的积极性。在学生“小五星”
生要做、家长支持、教师支撑”，苏州
评价中，分别设计了“科技自信培养、
工业园区的科创教育实践，尽管不易，
科学知识与技能、技术运用与创造、发
却如一尾鲇鱼，激活了整池春水。

“我学会了改良土壤”
2021 年春天，学校辟出一块
园地，供我们探究学习植物生长。
初次踏入小园地，我们就被眼前板
结的土壤难倒了，任凭怎么努力松
土，都收效甚微。
教科学的张老师告诉我们，要
研究植物，先得研究土壤。我们开
始上网搜索、阅读书籍，了解土壤
结构；采集标本、展开实验，分析
土壤成分。原来这块土壤因为缺少
腐殖质，所以板结。正一筹莫展
时，有同学提出三年级曾学到过蚯

蚓是松土高手的知识，于是我和小伙
伴们一起用PVC水管制作了许多“蚯蚓
塔”
，再配上有趣的涂鸦，在全校进行
科普宣讲，并鼓励同学们用吃剩的果
皮吸引蚯蚓们来园地“工作”
。一年下
来，看着园中的土壤颜色逐渐变深，
变得肥沃，我们别提有多欣慰了。此
外，我们还学习了堆肥、制作酵素，
让微生物也来加入改良土壤的运动
中，这些做法大大改善了土质，园中
瓜果蔬菜长势更好了！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朱星玥）

“我学会了净化水质”
由于水质被污染，
苏州的
“母亲
湖”
太湖几乎每年都会暴发蓝藻，
不
仅危害到水里的鱼虾生存，更使我
们日常的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
我向科学老师请教，希望能够
找到一种简单便利的方法，使污染
的水得到净化。老师很支持我的想
法，带着我和几位感兴趣的同学一
起查资料，我们想到了一种利用太
阳光来蒸馏水的方法。每个周末，

我们都泡在学校的实验室里做研究。
在经历了许多次失败之后，我们成功
地利用海绵制作了一款可以高效利用
太阳能净水的装置。我们带着这个发
明参加了 2020 年全国发明展览会，
并获得了金奖。
这一次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
科创
无处不在，
只要善于发现，
善于钻研，
我
们就能作出许多对人类有益的贡献！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张梓涵）

苏州工业园区中小学生在冷泉港亚洲 DNA 学习中心体验生物实验。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