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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许多学校都在进行创客教育，但
有的学校仍沿用科技教育的思路， 将机器
人、乐高积木的投入视作创客教育；有的学
校建立了高规格创客空间， 配备了多台 3D
打印机，但没有配套师资和课程。

青少年创客教育启蒙的重点应放在让
更多的学生参与创客活动， 体验创新的乐
趣。 “创想吧，少年”是学校创客教育的核
心理念，表达了遵从学生生命成长需求的
初心。 创客教育是让学生体验如何将想法
通过综合设计、寻找和调动各种资源，转化
为真实产品的过程。 为此，学校以“更多创
意、更多实践、更多快乐”理念编制创客梦。

架构多元创客课程梯度

在推进创客教育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其高度的“兼容性”，不仅让能动手、善编程
的学生发现了自己的潜能， 也使那些擅长
艺术和表达的学生找到了将自己的爱好与
技术结合的途径。

创客教育启蒙课程的内容包括： 面向
全体学生的漂流课程。 首批课程包括 《从
电 影 十 二 生 肖 漫 谈 3D 打 印 技 术 》、
《Scratch 与传感器》。 前者能让学生近距离
感受 3D 打印技术，并通过 3D 扫描仪参与
三维建模的过程，理解 3D 打印的流程；后
者能让学生以较低的门槛迈入程序设计和
硬件创新的大门。

面向创客达人的社团活动 。 学校会
组建社团，提供进阶课程选修 ，以项目方

式帮助学生探究学习 。 课程分为三大模
块，认知与思维：通过课程建立基本的计
算思维 ，对电学知识有初步了解 ，代表课
程有小比特课程、scratch 课程。 联结与互
动： 通过课程让学生具备将程序与硬件
联结互动的能力 ， 学会用创客的方式解
决问题。 整合与表达：通过课程引导学生
不仅创作出好的作品 ， 还能对创意 、过
程、成果用不同载体和形式进行表述 、总
结 、展示 ，代表课程为视频编辑 、幻灯片
制作、演讲技巧等。

面向创客精英的定制课程。 在创客社
团活动中， 一些创客精英开始崭露头角。
这些“高端定制课程”结合创客精英的项目
进度和疑难困惑， 由学校提供各种针对性
资源助其突破， 代表课程为树莓派、3D 建
模、工业设计、金工木工等。

建立创客项目转化路径

目前，部分学校的创客教育存在一个问
题，过于倾向让学生“玩”，没有与生活连接。
我们认为，在“好玩”的同时还要“好用”，让
创客改变生活。

学校这种创新转化连接现实的做法，在
校园实现了“创新链”的完整性，通过将学生
的创意应用校园、改变校园，让创客创意从
“小处开始，大处成长”。

第一个创客转化项目———地下通道智
能照明系统，以应用驱动课程为主，挖掘学
校中可以被进行创客化改造的项目， 将生
长型创客中心的建设理念融入校园的各个
角落，并将这些改造过程记录下来，形成校
本教材。 随后，一系列转化项目，如渗透德
育的环境噪音智能提示器， 助力学校体育

的运动会光电感应计时器， 添彩校园活动
的 S4A 抢答器等一系列转化项目，把这一
理念渗透到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

在这一系列项目中， 学生最自豪的是
经过不懈努力才完善的成果。 在市科技创
新大赛答辩会上，评委提问“红外对射传感
器如何在室外光线的影响下正常工作”时，
学生的回答是：“请看这幅照片， 现场强烈
的阳光确实影响到传感器的正常工作，因
此我们临时用纸板做了一个遮光罩，我们
还计划用 3D 打印机将遮光罩和支架做成
一体。 ”学生对答如流，源自在实践中对于
问题的深入思考。

打造协作式创客团队

“分享”是创客的核心精神，学校要为

学生营造有利于孵化团队的氛围， 让他们
学会交流合作，在团队中迸发创新的火花。
学校创客教育的目标是： 创客中心培植创
客、 创客项目改变校园、 创客班级形成特
色、创客家庭形成文化。

在学校首届创客冬令营上， 创客社团
成员以演讲、 成果展示形式竞选社长。 最
终，4 名学生脱颖而出， 担任社长和副社
长。 而学校在改建创客中心时， 便已融入
了由学生进行社团管理和项目运营的理
念，预装了指纹、人脸识别门禁系统、指纹
识别储物柜等装置。

学校不仅在校内通过社团活动 、选
修课程完成了从创客精英个体 、 项目小
组到社团团体的创客团队建设 ， 还以创
客实验班的形式 ， 吸纳家长成为创客团
队成员。

学校还将创客教育纳入涵盖自理 、
健体、国学、崇学、向美、博爱等七大体系
的选修课系统 ，建立了系统的评价机制 。
除了在创客社团设立等同于 “三好生 ”级
别的独立荣誉奖项外 ， 还面向全校学生
制订了创客星评价标准 ， 并根据创客运
动本身 “变量丰富 ”的特点 ，做了逐年调
整完善的预期。

创新是创客的信仰 ，而创客教育要
引爆学生的创新 。 在没有参照物的前
提下 ，学校对创客校本课程的 “琢磨 ”，
对创客教育的求索 ， 便是对创客信仰
的践行 。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广济中心小学）

好用的创客“创新链”
□黄铁成 狄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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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创客教育已成为全球教育的新兴焦点。 在十余年科技体育特色课程的传承基础上，浙江省宁波市广济
中心小学着手进行创客教育课程的研究与实践，以创新为根，课程为重，学生为本，积极转变教与学的方式，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创客教育理念和课程体系。

“我代表五年级（6）班全体同学，认养
这 10 个可爱的蚕宝宝， 请让我带它们回
家，把它们养得白白胖胖。 我们一定会每
天喂适量干净的桑叶，用柔软的毛笔打扫
蚕房，在蚕宝宝蜕皮时 ，搜集好每一次蚕
蜕……” 随着武汉市育才小学 “春季课
程———养蚕 ”项目的开启 ，学生王咏絮在
“蚕宝宝认养卡”上写下了这段话。

让学生在教室养蚕， 这是怎么回事？
校长关蓓介绍， 养蚕是育才小学春季课程
的一项重要内容，学生在“养蚕”的认养行
动和护理实践中， 亲身体验生命存在的价
值，懂得珍爱生命的意义。

事实上，不仅仅是春季养蚕，学校更延
伸出具有生态特色的“春、夏、秋、冬”四季
课程，形成了“春养蚕、夏游泳、秋编钟、冬
体育”的特色。

从安全意识的危机出发

曾经，孩子们安全意识的缺乏，一直是
关蓓的一块心病。

在学校 ， 她看到了太多娇气的 “小
公主 ”“小王子 ”。 “学生们就像一匹匹脱
缰的野马 ，经常满操场跑 ，难免有学生
出现安全事故 。 ”关蓓说 。 比如 ，有的学
生长期在封闭的校园行走 ，到了马路上
看到汽车竟然不懂得躲避 ；有的学生下
楼梯时蹦蹦跳跳不看台阶 ，一不小心就
滚下去了……

如何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是关蓓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 传统的说教式德育显然
难以奏效，她首先想到的是，通过课程建设
增强和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

“学校首先开设了安全教育课程，让学
生掌握基本的生活常识， 对自己的生命有
一个准确的认识。 ”关蓓想从最简单的地方
入手实施安全教育课程， 并将此课程作为
“一”，在此基础上螺旋式上升不断丰富。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的时节，通过养蚕
这件小事， 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和安全意
识；夏天到了，孩子们喜欢游泳，可以教给
他们游泳的技能；秋天、冬天……每到一个
季节， 学校都会找到适合的课程教育孩子
们珍爱生命。 关蓓最终给这门课程想到了
一个好记的名字———四季课程。

“人的一生会经历四季的轮回，每个人
的成长也需要走过春、夏、秋、冬。 从季节
特点出发， 结合生活实际， 通过具体的活
动， 让孩子们在四季课程中体验生命的可
贵，习得求生的技能，是开发这门课程的初

衷。”关蓓说。四季课程也由此得以“生长”。

在“四季”里体会成长的意义

育才小学面积不大， 却有 3400 多学
生。 为了让每个学生都能切身体会生命成
长的意义， 学校首先从春季养蚕入手。 在
开始养蚕前，学校举行了蚕宝宝认领仪式，
每个班级里能够承担起责任的学生就可以
代表班级来领养。 每个班级发 10 只蚕和 1
包桑叶。 领养者要与教师、同学商量，如何
喂养并让它们成茧。

班主任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是如何调
动学生的责任心和爱心，并能够学到知识。
于是， 班主任和科学教师一起制作课件在
班级播放。 学生结合网上搜集到的资料，
对养蚕的注意事项有了进一步了解。

周末到了，蚕宝宝怎么办？ 这个问题
并没有难倒学生 。 有的学生主动认领蚕
宝宝带回家喂养，周一再带回学校 ；有的

学生每天到学校喂养蚕宝宝 。 学生深刻
地体会到， 要照顾蚕宝宝长大都如此不
易，自己从一个婴儿长大成人 ，父母要付
出更多的心血，因此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第一年的养蚕项目在一至六年级开
展，从第二年开始，学校将种植项目加入到
春季课程， 校园的每个花坛都装上了一个
个盛满泥土的木盒子，学生每天负责浇水。
今年，学校一、二年级学生开展养蚕项目，
三至六年级学生开展种植项目。

除了打响第一炮的春季课程， 其他三
个季节的课程也备受学生欢迎。 夏季天气
炎热，武汉又是一个多水的城市，对于学生
来说，不会游泳就缺少一项技能。 于是，学
校的夏季课程主打游泳项目。 暑假， 学校
要求家长带着孩子学游泳， 并将游泳时拍
摄的照片交给教师。 去年，恰逢武汉市在
全市小学开设游泳课， 学校给四年级学生
定制了泳帽，印上校徽，不同能力的学生泳
帽的颜色不同， 并组织学生每天用半天时

间去游泳馆练习，三周时间后，学生们已经
能独立游泳了。

秋高气爽的日子， 听听传统音乐是一
种享受。 学校在秋季课程开设了编钟课。
每年，学校都会邀请专业教师引导学生认
识编钟、 演绎编钟， 教会学生欣赏经典民
乐， 并用民族乐器和编钟一起演奏乐曲。
小小的编钟蕴含了许多知识，铭文的内容、
制作的工艺、 调音的技巧……学生在了解
编钟的基本知识后，便可以兑换体验券，尝
试敲击编钟。 同时， 学校还专门设置了编
钟博物馆，有的编钟是出土文物的复制品，
成为学校的“镇校之宝”。

到了冬季 ，跳长短绳 、跳皮筋 、踢毽
子 、 滚铁环……成为冬季课程的主流项
目。 学校从专业体育运动学校邀请教练
进行指导， 在不同年级开展一系列体育
训练活动 ，一 、二年级跳绳 、踢毽子 ，三 、
四年级打羽毛球 、短式网球 ，五 、六年级
打乒乓球、 篮球 。 学生们小学毕业的时

候，至少掌握两项体育技能。
“学校的四季很美 ，四季课程设计得

更是丰富多彩。 我在体验了每门课程后，
思想也随之悄悄发生了变化。 ”王咏絮开
心地告诉记者。

扩大安全教育的内涵

四季课程始终是动态发展的。
关蓓在与学生接触中发现， 不少学生

的饮食习惯不好。 比如， 有的学生不吃青
菜，有的学生饮食结构单一，有的学生边吃
饭边大声说话……

今年， 学校开发西餐礼仪课程并纳入
四季课程， 扩大安全教育的内涵。 这门课
程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善学生进餐的不良习
惯和行为， 让学生树立科学的饮食观。 在
关蓓看来，文明饮食、健康饮食，也是对孩
子的生命负责。

学校购买了整套的西餐餐具， 将大会
议室装饰成讲究的西餐厅， 每张桌子都铺
上一张红白相间的长条桌布，每个座位前
摆放一个餐垫和一套餐具。 有时教师还会
要求，男生进餐时要身着笔挺的西服，打上
漂亮的领结；女生进餐时，要穿上漂亮的蓬
蓬公主裙。

令人惊喜的是，在高仿真的环境中，学
生用餐安静了许多。 用餐前， 教师先讲解
有关西方国家的饮食文化， 告知学生如何
文明用餐。 学校的西餐菜品很丰盛，牛排、
香肠、浓汤、沙拉、牛奶、果汁等，一应俱全。
在进餐过程中， 学生学会了分辨和使用刀
叉，学会了用黄油抹面包……

学生张怿天说 ：“我在课上不仅品尝
到了美味， 更重要的是体验了西方的饮
食文化。 ”“学校太好了，校长我要和你合
影！ ”学生深深地爱上了这门课程 ，一个
男生忍不住在课堂上向听课的校长 “吐
露真情”。 对不少学生而言 ，这是一个难
忘的经历。

“一所学校的发展一定要立足于课堂
教学改革和课程资源的开发，抓住了、抓对
了，学生就会幸福成长，学校就会有生机和
活力。 而一个个课程的开发和实施， 凝聚
了师生的智慧，激发了师生的进取精神。 ”
关蓓说。

作为校长，关蓓给自己的定位一直是
一个引领者，“但只有‘我’还远远不够，学
校的发展要靠教师、家长共同努力。 因此，
我要将‘我’发展为‘我们’，最后得到社会
的认同，形成一个教育场。 ”

发现美好课程
十大小学校本课程候选案例

□本报记者 钟 原 □冯 旭

学生在西餐礼仪课程中学习西餐文化

如何树立学生的生命安全意识？湖北省武汉市育才小学开发出具有生态意义的“春、夏、秋、冬”四季课程，
形成“春养蚕、夏游泳、秋编钟、冬体育”的特色，让学生们在四季课程中体验生命的可贵。

藏在季节里的“课程”
———记湖北省武汉市育才小学四季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