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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教育一线 传递基层声音

课程“有趣又有成就感”
按比例调制奶粉和鸡蛋、放入烤

箱、打扫清洁、品尝劳动成果……南街

小学创客大楼的“烘焙空间”里，一群学

生系上小围裙，体验了制作蛋挞的全过

程。整个过程，孩子们非常专注、不时

讨论，捧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蛋挞

时，个个脸上笑开了花。

2018 年，南街小学通过资源整合，

将校园内原有的住读楼改建成了大邑

县教育系统第一个“创客中心”，该中心

共有 12 个创客空间，16 个创客导师带

领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在“剥壳空

间”，学生们用叶脉制作出精美书签，感

受科学与艺术的融合之美；在“未来交

通空间”里，学生们通过“气球动力车”

设计与制作科学实验，体验到科学探究

的趣味；在“音乐时空空间”里，学生们

利用奶粉罐等生活旧物制作而成的乐

器进行现场演奏，感受着音乐的奇妙与

美好……

四年级学生王梦涵每周五会到“音

乐时空空间”，她在那里和同学组成了

阿卡贝拉合唱队。他们用奶粉罐、矿泉

水瓶、碗碟等生活旧物，创编伴奏乐。

“在创客大楼上课非常快乐，又好玩又

有成就感。”王梦涵说，上学期，她在“纸

艺空间”学习，做了四幅纸艺画，都挂在

了家里的醒目位置。“创客空间的学习，

给学生们很大的自主空间。”“音乐时

空”导师、音乐教师陈慧说，乐队表演选

择什么音乐、用什么形式表达、选取什

么物品辅助，都充分尊重学生的意见。

创客与Steam课程的融合
2019年，南街小学引进上海云中心

Stem 课程，并融入艺术学科开展 Steam
课程，创客课程升级为 M&S 课程。何

谓M&S课程？南街小学副校长蔡培科

介绍，创客一词来源于英文单词“Mak⁃
er”，创客教育依托机器人、3D 打印、无

人机等载体目标是“造物”，教师在实施

中发现，如何在“造物”过程中体现创意

创新与合作分享，始终是难题，而强调

跨学科解决问题的Steam课程教育提供

了有效途径。于是，教师将“Maker+
Steam”进行创造性融合，依托12个创客

空间开发了M&S课程。

12 月 11 日，在创客大楼的未来交

通空间，三四年级学生在一起研究如何

用多路开关控制不同颜色的灯。这是

师生正在研发的“智能信号灯”项目，希

望能够设计一款根据车流、人流多少实

时调整亮灯时长的交通灯。该项目用

到科学、数学、美术等各学科的知识，还

加入了 3D 打印技术，空间的陈列架上

摆放着学生用 3D 打印制作的球形、六

边形等红绿灯模型。

M&S 课程打破创客空间的壁垒，

撬动学生的创造能力发展。心理、品

格、音乐时空、播音主持四个空间融合

创作的心理剧《长颈鹿不会跳舞》，在成

都市第四届中小学校园心理剧展评活

动中获一等奖；艺美工坊、音乐时空、纸

为心动三个空间融合创编的舞蹈《加油

向未来》，获得成都市乡村学校少年宫

汇演一等奖，并代表成都市参加四川省

乡村学校少年宫成果展示活动。

教师成长为课程研发骨干
M&S 课程从无到有，升级迭代，收

获的不只是学生的创新素养，还有教师

的课程研发能力。在南街小学，记者看

到一摞 M&S 课程教材，每个空间都有

一本校本教材，不少空间还有好几本，

意味着该空间课程又增加了新项目。

“教师们都特别不容易，课程从无到有

凝聚了他们的心血。”蔡培科说，学校的

理念培养“面向未来的人”，依托 M&S
课程，学校逐步构建起指向学生创新能

力的现代课程，这个过程也锤炼了

M&S课程导师的课程研发能力。

回想起2018年夏天，“剥壳空间”导

师、科学老师孙琳依然心潮澎湃。墙面

如何装饰、柜子如何排列、小创客如何

参与，都由空间导师和设计师沟通完

成。新学期，“剥壳空间”与学生见面。

“剥壳”意为剥开表象看规律，她希望在

这个空间学生能通过“造物”拥有探究

意识和探究能力。

孙琳最喜欢在课程中观察学生，她

发现学生在M&S课程中特别专注。学

生小博（化名）每次上“剥壳空间”的课

都早到，学习的时候总是两眼放光，他

的作品也越来越精美。后来，孙琳上科

学课时才发现，小博在平时的课堂上比

较调皮、也不太自信。通过引导，小博

将“剥壳空间”课堂上的专注、好学的品

质迁移到了课堂学习中。孙琳把这些

课堂观察写成一篇篇教育案例，在各级

教学成果比赛中获得不少奖项。不过，

她最欣慰的是带领学生参加成都市中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成果展评活动，同学

们跟评委侃侃而谈，获得评委的好评。

那一刻，她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得，我

们获得了专业人士的认可”。

“3D 打印空间”导师、信息技术老

师李文豪最大的感触则是“教师要和学

生一起成长”。他带领同学研发的智能

交通灯项目，要用到较为复杂的编程知

识，最近他购买了相关书籍进行钻研。

“M&S课程实施以来，我们欣喜地

看到孩子们喜欢主动去探究、去创

造、去分享，更阳光自信了；老师们愿

意主动去学习、去实践、去反思，更专

业多元了。”南街小学校长肖菊介绍，

学校根据创客空间导师们的成长故事

梳理出了“创客课程建设引领教师专

业发展”实践探索的经验，在成都市

教育科学院的一次案例评选中获得了

一等奖。

近年来，南街小学 M&S 课程师生

作品获得省市县级奖 30 余项，在成都

市第一届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成果展

评、成都市第四届中小学校园心理剧展

评、四川省乡村学校少年宫成果展示等

各级比赛中，都能看到学校创客课程成

果的身影。

本报讯（袁玉华 李盛琴 摄影报道）
日前，在泸州市江阳区智能制造产教融

合实训基地，江阳职高无人机科技专业

的学生正在进行无人机操作学习。无

人机专业教练罗格介绍，他们上课内容

是多旋翼实践飞行，主要是练习无人机

的起飞降落、四面悬停以及水平前后左

右移动。

无人机是近年来发展迅猛的高新

产业，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无人机技术逐渐走进校园。江阳职高

与西南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在泸

州市率先开设了无人机专业，将无人机

引进课堂，引进专业建设。

除了新开设无人机，江阳职高还开

设了工业机器人专业，建立与行业企业、

市场需求紧密衔接的专业动态调整发展

机制，对接产业链，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专

业群，产教融合、工学结合，全面育人、育

训结合，探索高质量人才培养模式，推动

基地和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如何培养更多满足城市高质量发

展需要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工

匠？江阳区积极开展“学校+基地跨企

业培训中心+企业”三元共育高质量人

才培养模式探索，破解传统职教人才培

养难题，努力建成集“产、学、训、研、培”

五位一体的产教融合示范实训基地。

江阳职高与泸州国家高新区江南

科技产业园共同建设智能制造产教融

合实训基地。该基地从无到有，在全省

实现多个率先：率先实现政校企合作把

职业教育规模化办到产业园，真正实现

产教融合；率先实现政校企合作高标准

建设产教融合校企共育园区实训基地，

专门化、规模化、跨界式培养智能制造

领域高新人才；率先探索政校企合作

“学校+基地跨企业培训中心+企业”三

元共育高质量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江阳区已投入近 2000 万元，

建成生产型企业和工业机器人、电子与

电工、无人机等实训室。下一步还将投

入 2000 万元建设工业互联网、智能物

流、工业软件与大数据等实训室。

宜宾市翠屏区开展
“展示型”考评

本报讯（陈楠费天宇）“一年来，我们

片区研修联组在推动文化联建、研训联

搞、特色联创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日前，

宜宾市翠屏区年度片区研修联组考评在

该区师培中心进行。全区4个小学片区、

4个中学片区及6个学前教育集团龙头学

校依次上台展示其一年来的工作。

当天的考核分中、小学和幼教集团

三个会场，采用“展示型”考核方式同时

进行。每个片区研修联组推选一名代表

或组建一个团队进行现场展示汇报。汇

报者利用精美的PPT和精炼的语言，图

文并茂地梳理一年来片区研修联组开展

的各项工作，全面展示片区摸底、成效与

特色、问题与反思。为保证考核的公开

透明，由区教育和体育局、师培中心相关

人员组成评委通过观看展示、查阅相关

资料现场打分并当场公布考评结果。

在总结与推进环节，翠屏区师培中

心组织各片区负责人总结了本次考评

中凸显的工作成绩与亮点、问题与不

足，结合新修订的《片区考核细则》从

“系统谋划，优化方案”“龙头引领，共同

提升”“信息融入，智慧推动”“立足实

际，深化教研”“党建带动，五育并举”

“总结提炼，展示推广”等方面提出下学

年工作意见。

“这样的考评，不仅让我们的工作得

到了展示，也让我们在展示中得到了锻

炼，更让我们增加了相互学习借鉴的机

会，进一步明确下一步工作打算。”前来参

加展示的小学一片区龙头学校——人民

路小学副校长熊继华说。

近年来，翠屏区教育和体育局大力

推进考核评价方式改革创新，在片区研

修联组、项目研修、名师工作室、学校美

育等工作年度考核中大力推行“展示型”

考评，受到各校普遍欢迎。

本报讯（李荣富 罗艳平）为构建和

完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机制,更好地

为师生心理健康提供服务，日前,乐山

市沙湾区教育局与乐山市精神病医院

签订《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院地合作协

议》。

签约仪式上，沙湾区教育局局长

孙盛君表示，加强医校合作对于提高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积极的现实意

义。乐山市精神病医院副院长徐霞介

绍了医院在心理辅导和治疗等方面的

工作。随后，与会的部分学校校长为

院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指导专家颁发

了聘书。

根据协议，乐山市精神病医院将为

沙湾区教育系统安排专家团体开展专

业培训，选派专家担任校（园）片区心理

健康副校长，组织专业化指导，举办心

理疏导和心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不定

期为课题研究、心理辅导室建设、心理

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活动，提供技术指导

和人力支持。

此次医校合作，是沙湾区教育系统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

要举措之一，通过常态化、制度化合作

和实践性活动的开展，真正实现为该区

师生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丹巴县
筑牢厉行勤俭节约“四张网”

本报讯（泽翁扎西 丹巴泽郎）2020
年，丹巴县教育系统严格按照中央、省、

州、县关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相关文件精神，大力推进节俭教育进校

园，以“小餐桌”带动“大文明”，筑牢厉行

勤俭节约“四张网”，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筑牢勤俭节约“学习网”。把珍惜粮

食、杜绝浪费教育纳入全县中小学德育教

育工作的重点内容，引导各校（园）开展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将节

俭教育融入学校思政课和中小学德育课

程，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培养学生

节俭节约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

筑牢勤俭节约“宣教网”。通过国旗

下讲话、主题演讲、主题班队会、“争做勤

俭节约小标兵”等系列活动，教育和引导

学生珍爱粮食，反对浪费；联合县委宣传

部、县融媒体中心在全县中小学开展《光

盘行动》小视频征集活动，并在“云上丹

巴”APP上发布；各校（园）积极开展“小手

拉大手”活动，发放《“美好‘食’光”校园系

列活动倡议书》30余份，通过校（园）LED
屏、黑板报、校园广播等多种途径开展节

粮教育宣传，营造珍惜粮食、杜绝浪费的

浓厚舆论氛围。

筑牢勤俭节约“行动网”。严把食堂

食材采购、储存加工、备餐送餐等重要关

口，科学预估用餐人数，做到按用餐人数

做餐、配餐，从源头上遏制浪费。严格落

实校（园）长陪餐制度，通过家长开放日邀

请学生家长代表参与陪餐。加强食堂从

业人员培训，不断提升技能水平，为师生

提供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菜品，减少浪

费，开源节流；组织开展“三节”专项行动，

将各学校节约情况作为评选“生态校园”

和“雅致办公室”的重要考核指标，取得以

评促进的实效。

筑牢勤俭节约“监督网”。制发《丹巴

县教体系统厉行节约制止浪费行为实施

方案》，成立以局长为组长、分管副局长为

副组长，局机关各股室负责人及各学校

（幼儿园）负责人为成员的节约教育工作

专项领导小组，进行日常监督和期终考

核，做到“校校有督察、处处有落实”。组

建师生监督员志愿者队伍，班级普遍设立

“学生文明就餐监督员”，对食物浪费现象

进行监督，强化学生自我教育和管理。

岳池县
举办首届校长论坛

本报讯（吴丹）为加强校长队伍建设，

日前，岳池县举行了首届校长论坛。论坛

邀请重庆市未来教育家、全国名校长工作

室核心成员、合川区凉亭子教育集团总校

长左亚及其名校长工作室中小学校长代

表参会。

本次论坛立足川渝合作的时代背景，

聚焦“立德树人，使命在肩”主题，通过主

题报告、交流发言、专家点评、现场观摩等

多种形式共商共研，交流思想，力争构建

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

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推动该县立德树

人工作进一步增强活力、提高质量、提升

水平。

论坛上，左亚以《立德树人目标下的

育人模式创新》为题，分别从对国家顶层

设计的解读、凉亭子教育集团的办学理

念、管理文化、机制建设、课程设置全方位

解读了凉亭子小学将德育融入课程，创新

育人模式，推进育人方式变革，围绕立德

树人的总体目标将国家意志落地、落实、

落细的路径翔实呈现。

岳池县城关中学、东街小学、镇龙小

学、催龙小学4所学校校长分别作主题演

讲，交流分享了各自学校坚持立德树人，

推进德育课程实践创新的具体做法和实

施路径。左亚名校长工作室成员、重庆市

合川巴蜀小学校长李洪润对四位校长的

演讲作点评。

当天，与会人员分组观摩城区幼儿园

对常规工作精细化管理和疫情防控工作，

认真填写观摩意见反馈表，并针对自身疑

惑与大家进行交流。

岳池县教科体局局长唐涌表示，今年

全县教科体系统抢抓“入圈进城”机遇，不

断推动教育对外交流合作，与合川区建立

了教育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就教育资源共

建共享、学校结对共建、干部互派互访开

展了系列合作。他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

深化两地交流与合作，推动成渝双城经济

圈建设，加快“合川—岳池”教育协同发

展，促进该县干部队伍建设再上新台阶，

将合川区的先进办学经验以及在立德树

人的目标下育人模式创新的有效做法在

岳池县推广。

3D打印、播音主持、未来交通、音

乐时空……在大邑县南街小学，有一

栋专为学生设计的“创客大楼”，一到

上课时间，这栋楼就变得非常热闹：学

生们化身一个个“小小创客”，在探究

学习的“创客空间”里大展身手。成长

的不只是学生，教师们在创客课程从

无到有的过程中，锤炼了课程研发能

力，教学研究成果也在各级评比中崭

露头角。

校园里有栋校园里有栋校园里有栋“““创客大楼创客大楼创客大楼”””
——大邑县南街小学M&S课程小记

■ 本报记者 胡敏 何文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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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江阳区：三元共育创新培养职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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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沙湾区医校合作，为师生心理健康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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