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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科普教育，为山里娃播撒科学
的种子

2016年，茂县凤仪镇小学收到成都

航空职院捐赠的弹射飞机、投掷泡沫飞

机、电动遥控飞机等航模，打开了这所

村小学生探索航空知识的大门。次年 3
月，凤仪镇小学航模兴趣班正式成立。

在成都航空职院的帮助下，凤仪镇

小学航空科普教育基地从无到有。在

该校兴趣班的教室里，科学教师安开飞

和成都航空职院顶岗支教的学生张靖，

对学生们进行着航模飞机的设计、制作

和试飞的教学。

安开飞介绍，学校的航空科创兴趣

班已由最初的一个班 30名学生发展到

现在三个班70余名学生，孩子们对航模

的兴趣极大。

“科创兴趣班讲授的航空知识涵盖

了科学、物理等学科，对学生学科素养

会有很大提升。”安开飞说，兴趣班的实

践操作对孩子动手动脑、空间思维能力

的培养也有很多帮助。

像凤仪镇小学一样设备齐全的航

空科普教育基地在茂县、松潘两地还有

6个。

2019年暑假，松潘县小河九年一贯

制学校地理教师胡庆来参加成都航空

职院举办的科创教师技能培训。回校

后，他当起了学校的科创教师，并在全

校选拔了12名学生组成“航空科创兴趣

班”。

去年12月，成都航空职院开展航空

文化冬令营活动，胡庆来带着兴趣班的

12 名学生来到成都。“这些孩子第一次

走出大山，他们渴望求知的眼神，让我

感受到做科普教育是有价值的。”胡庆

来回忆。

在冬令营航空科创比赛中，小河九

年一贯制学校八年级学生张自康斩获B
类电动方案赛项M级、C类创作赛项M

级两项一等奖。

对张自康的获奖，胡庆来并不意

外。“虽然张自康学习成绩一般，但他动

手能力很强。”胡庆来告诉记者，参加兴

趣班以来，张自康中午吃完饭，放下碗

就去机房学画图，动手制作、拼装飞

机。以前地理只能考50多分的张自康，

现在课堂表现更加积极，上学期期末地

理单科考了全班第一。

胡庆来说，在科创兴趣班，他不仅看

到了张自康的变化，许多孩子对科学、物

理课的兴致更高了，有的孩子还告诉他，

长大了想开飞机、当科学家……

发挥专业优势，构建航空科创教育
帮扶体系

“小学科学课与传统的语数外基础

课程不同，是代表性的综合素质类课

程。”，曾派驻茂县唱斗村任扶贫干部的

成都航空职院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李

吉介绍，在茂县、松潘县等地具有工程

技术专业背景，且实践经验丰富的科学

教师极少，这就影响了学生对科学、物

理等学科的认识。

针对这一现状，李吉与团队成员先

后前往合作学校开展深入调研，围绕科

学、物理等学科相关课程，开展以科技

创新与实践教育课程及资源建设为核

心的教育扶贫工作。

现阶段，成都航空职院着力于中小

学科创教育改革，以“航空科创兴趣班”

为牵引，构建包括三个阶段 6个学期的

航空科创教育课程体系，原创开发教具

35套、数字化教材2套、数字化教学资源

10G，航空科创兴趣班教学覆盖小学到

高中全部学生。

李吉说，为推动改革的进程，团队

通过专题培训、团队授课、合作开展教

研活动等形式培养本土师资。目前，学

校对口帮扶的茂县、松潘已经有10所学

校的22位老师参与了第一期专题培训，

主动申请加入“航空科创教育”项目的

学校数量还在持续上升。

此外，成都航空职院还在合作学校

建设“红色青年逐梦之旅——成都航空

职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每年

成都航空职院派遣实习生赴合作中小

学支教并参与航空科创教育项目，帮助

地方学校逐步建立区域性、自主性航空

科创教育条件。

今年 4 月，成都航空职院选派 7 名

大三学生开展顶岗支教。学生张靖的

实习地在茂县凤仪镇小学，主要帮助

低年级学生学习电脑软件制图，手抛

机制作。“支教不仅能够发挥专业优

势，对学校的航空科创教育项目作出

反馈和完善，还可以弥补地方学校科

学教师数量不足的短板。”张靖告诉记

者，每当她与孩子们一同完成航模制

作，都很有成就感。

亲爱的同学：

你好！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所有

人都带来了很大影响。刚刚复学的你肯定

处在紧张忙碌的备考之中。为了让你安心

冲刺、成就梦想，我们写信告诉你和家人：

面对疫情，国家帮你守护健康；升学路上如

遇经济困难，国家将助你实现求学梦想。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完善的高校学生

资助政策体系，设立了国家奖助学金、国家

助学贷款、勤工助学、补偿代偿等多个资助

项目，全方位保障每一个家庭经济困难新

生顺利入学、完成学业。

如果你上大学的学费和住宿费没有着

落，不用担心，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帮你解决

问题。在你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可以

向当地的教育局资助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用来交学费和住宿费，上学期间

的利息由国家替你付给银行。

如果你为在校期间的生活费担忧，不

用担心，国家和学校设立了多个资助项

目。国家励志奖学金用来奖励优秀的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国家助学金用来补贴生活

费，临时困难补助用来缓解突发性困难，勤

工助学帮你一边赚生活费一边提高实践能

力。

如果你还对能否顺利入学心有疑虑，

那就再给你吃一颗“定心丸”。全国各高校

都开通了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即使没有筹齐学费，也可以通过

“绿色通道”办理入学手续。中西部地区家

庭经济特别困难新生，入学前还可以向当

地教育局资助中心申请新生入学资助项

目，用于路费和短期生活费。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你，随大学录取通

知书有一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

表，这张表不用盖章，但需要个人承诺并签

字，希望你遵守诚信、如实填写。另外，开

学前后往往是电信诈骗高发期，一些诈骗

分子会冒充大学老师、资助机构工作人员

等，给新生发短信、打电话、加微信或QQ

好友，用各种手段骗取钱财。请你一定擦

亮眼睛，提高警惕，抵住诱惑，避免上当。

如你还想详细了解资助政策，请关注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官网和“中国学生

资助”微信号。暑假期间，教育部和各地各

高校会开通热线电话，号码及开通时间可

登录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网站查询。

希望你读完这封信后，与你的父母亲

友分享，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国家资助政策，

帮助他们打消对学生上大学经济方面的担

忧。

最后，祝你取得优异的成绩，考入理想

的学校！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20年6月5日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日前，由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指导，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与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府主办，成都七中

万达学校与四川省宇航科技发展研究会

联合创办的成都七中万达学校“未来科学

家班”项目班签约仪式举行。

签约仪式上，国防生产力促进中心西

南主任赵宗勇代表四川省宇航科技发展研

究会与成都七中万达学校校长刘强签订了

共建“未来科学家班”协议。学校还为各位

院士、专家颁发聘书，聘请国际宇航科学院

院士杨秉新担任“未来科学家班”名誉班主

任，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科技委主任王小

勇担任“未来科学家班”班主任，北京空间

机电研究所航天专家李颐黎、北京大学中

国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林、中国人民

解放军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大校陈全

为专家顾问和科学团导师。

据了解，“未来科学家班”将借力航天

院士、专家、航天员、青年科学家的智慧，

按照“更中国更世界，更科技更人文，更传

统更现代”的课程开发理念，对照“强基计

划”要求，落实基础教学科目，培养具备扎

实的数学、物理、化学、信息、生物、地理、

国学等学科基础知识、融合知识和竞赛水

平的学生。同时，将开展航天特色课程学

习，建设示范性航天创客实验室，开展航

天研学活动，指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

念，致力于献身祖国科学事业、航天事业、

国防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科学家班”将实

施科普卫星应用与研制工程，借助研发

“八一金牛”号人造卫星项目，培养学生科

学实验、实践能力、团队沟通协作能力和

创新思维能力。

刘强认为，学校与四川省宇航科技发

展研究会合作创办“未来科学家班”，在院

士专家的引领下，开展一系列学习活动、

技术研讨、专业培训等活动，将培育浓郁

的学术型中学研究氛围，不断提升学生的

科技、人文素养和创新、创造能力，为祖国

航天事业培育可塑之才，完成好为国育

人、为党育才的历史重任。

学校包括成秦川在内的 70多名学生

将在秋季学期进入“未来科学家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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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峡谷间高山峡谷间，，建起建起77个航空科普教育基地个航空科普教育基地

■ 本报记者 殷涛 刘磊

每周六下午，阿坝州茂县凤仪镇小学便成了孩子们欢乐的海洋。不大
的校园，各种各样的兴趣班活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操场上，航空科创兴趣
班的同学操纵着自己制作的三角翼电动遥控飞机，一二年级的孩子们追着
飞机跑……

2016年以来，对口帮扶茂县和松潘县贫困村的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成都航空职院”）将教育扶贫与专业优势相结合，发挥航空职业
教育优势，构建“航空科创教育帮扶体系”，先后在茂县、松潘县两地建设航
空科普教育基地7个，以“航空科创兴趣班”等形式开展航空科技文化普及
活动，惠及2000多名学生。

成都立桥教育创办于2015年，是集K-12基础教育、国际教育、教

育服务为一体的大型民办教育集团。企业秉承着“一辈子做教育”“做

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教育情怀，不断创新发展，已经逐步发展成为拥

有丰富资源、实力雄厚、办学理念先进的教育集团公司。坚持“培育

英才，做领先世界的综合性教育集团”的企业愿景，打造优质教育品

牌，培育有家国责任担当、品行优良、体魄强健的精英人才。

集团旗下弘德光华教育与铭贤教育共同举办的教育名校——

成都博骏，是一所以中国传统教育为精髓，以英国公学和哈罗公学

为标杆全新打造的高品质K12一贯制民办学校，在教育界颇受好

评。集团现正筹建几所高品质的高端民办中小学学校，特邀全国

教育英才加盟。

★一流的事业舞台：
优质民办学校集天下英才，做最优质的教育品牌；

★一流的工资福利：
优质的薪资待遇，完备的福利体系，校长年薪：60—100万/年

（特别优秀者可面谈），副校长30—50万/年；

★一流的福利待遇：
购买“五险一金”，提供住房，给子女提供完善的优质教育，对

学校有突出贡献的可持集团部分股份（股权激励机制）；

★一流的晋升空间：
创新国际教育，提供在国内和国际学习、考察的机会；

招聘岗位
成都立桥教育旗下学校中小学校长1—2名、副校长4—6名。

招聘条件
★管理经历：具有三年以上（含三年）中小学学校校长或副校

长管理经历或具有四年以上（含四年）大型优质中小学学校中层正

职干部管理经历。

★学历及职称：本科及以上学历，高级及以上职称。

★年龄要求：校长岗位人员年龄一般在50周岁以下（1970年4
月23日以后出生)；副校长岗位人员年龄一般在45周岁以下（1975
年 4月 23日以后出生)。获得县级（区级）及以上（含县区级）名校

长，优秀教育工作者、先进个人等荣誉，年龄及学历可适当放宽。

★思想道德素质：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高度的政治思想觉悟，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认真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教育价值观：认同成都立桥教育集团的办学思想和理念，能

全身心投入到教育集团的发展。

立德树人 桥接未来
成都立桥教育校长招聘公告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未来科学家班”项目启动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致高中毕业生的一封信

可登录四川学生资助网（https://www.scxszz.cn/）和“四川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scsxszz）查询各项资助政策。

①个人简历

②有关业绩资料证书

③本人身份证正反面

④毕业证

⑤学位证书：国内学历须

上传从学信网下载的《教育部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国

（境）外学历须上传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学历学

位认证书》

⑥校长任职资格证、专业

技术职务资格证等

⑦获得县（区）级以上名校

长、优秀教育工作者、先进个人

等荣誉证书

请将以上所需材料电子版

发至联系邮箱，初选后通知参

加面试。

截止时间为2020年7月15
日，面试时间以电话通知为准。

联系电话：杨老师 13981816785
联系邮箱：271327531@qq.com

报名所需材料及联系方式

茂县凤仪镇小学航空科创兴趣班学生展示自创航模（图片由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