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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分析当前学生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方面存在的不

足，提出指导学生 展创意科技活动的建议，包括活动的目标、内容、形式

和方法、原则、规模、评价等建议。并对几年来 展创意科技活动的认识与

实践作了总结。  

创意科技活动是科技活动的一个分支。创意是指创新意识，对初学者来说是

通过活动来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创意科技活动就是能够 发学习者创新意识

的科技活动。我们在实践中发觉，具有创新意识纔可能具有创新能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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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在学校中 展创意科技活动，是培养学生科技素质的有效方法，特撰

本文与各位同行分享。  

创意科技活动的目标  

1.运用科技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运用科技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127;发现、探索科学规律的能力；

运用科技知识解释生活、生产、社会、自然现像中有关的问题的能力；参与

社会实践的能力。  

   

2.动手、动脑的能力  

动手：能熟练地选择组合、操作仪器，完成既定的实验目标，能够根据仪器

的说明书，正确使用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仪器；  

动脑：能运用一种仪器做多种实验，或者设计一个全新的实验。  

动手、动脑能力是指运用有限的资源完成意想不到的任务；或完成一个出奇

制胜的活动。  

   

3.科学态度  

科学态度是指勇于克服困难、坚持不懈的意志，具有较强的进取心。  

  

展创意科技活动的原则  

1.教育性  

活动的设计既考虑科技知识的学习和探索，又要通过活动提高学生的科学思

想。两者有机地结合，使学生通过活动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例如：组织“鸡
蛋撞地球”比赛，研究“高空掷物冲击力及其危害”等，既增进学生的学习兴

趣，又能帮助学生在活动中实现自我教育，确立社会主义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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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与科技有关的矛盾和问题，例如环境、能源、水

资源、交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要依靠有关专家，而且

要唤起全社会的关注。设计相关的科技活动，鼓励学生从自己做起，关注这

些问题，考虑解决的方法。  

   

2.发展学生个性、特长  

社会发展需要各种专门技术人材，创意科技活动要注意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

性、特长。由于生理、心理的差异以及学校、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

的学生会有不同的爱好。 展活动要考虑学生的这一特性， 设不同形式的

创意科技活动，由学生根据个人的爱好选择参加，通过活动发展他们的个性、

特长。例如：科技制作、科学研究、无线电、摄影、头脑奥林匹克、鸡蛋撞

地球*�央 C  

   

3.趣味性  

每项活动要设计一个趣味性很浓的问题情境，从一 始就吸引住学生。例如

我们设计一个 “千人震”的实验，中学生“莫明其妙”地被一节 1.5 伏的干电池

强烈地电击一下，产生了想知道“为什么”的强烈欲望，学习效果就会提高。  

活动内容尽可能与现实问题相联系。例如，有些地方由于用电量增加，线路

负荷过大造成电压不足，出现日光灯无法起动的情况。指导学生找出解决低

电压下激活日光灯的办法，设计一个<<低电压激活日光灯>>&127;的实验，

加深对“自感”现像的理解，令学生体会到自我价值。  

 

丰富多彩的创意科技活动  

1. 创意科技活动小组的类型可分成科技兴趣组，摄影光学组、激光光学组，

电工组，无线电(电子)组，无线电测向组，实验设计组，航模制作组等。 

2. 创意科技活动应有多种形式，如科学讲座、验证性实验、探索性实验、

家庭实验、科技制作、科技活动与游戏、社会调查、演讲比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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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一些活动，例如进行“高空坠物的危害性”，“玻璃幕墙问题”，“屋顶绿

化”等课题的调查，必须走出校门，到社会中进行调查。有一些活动，例如“头
脑奥林匹克”活动，“鸡蛋撞地球”活动放在公园、广场上进行，会吸引市民

参与，让他们感到这就是科学，提高他们科学的意识。 

4. 教师 展科技活动应该灵活多样，目的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精神。例

如验证性实验，可以把实验结论或现像预先告诉学生，让学生自己去观察、

思考。探索性实验可由教师布置实验目的，由学生设计实验方法，在这个过

程中，鼓励学生在家或到图书馆查找参考资料，也可以向老师或其它有经验

的人请教。到了规定的集中时间，先让学生分组，各人在组内介绍自已的设

想，经组内评价后，选出本组的最优方案向全班介绍，然后分组对本组的最

优方案补充、完善，或者重新设计，在教师指导下完成实验。有些学生的实

验尽管不够完善，误差较大，但只要这个方案是学生在现有的知识基础上所

能设想的最优方案，也要给予肯定，在教师引导下分析其不足。这类活动方

式与学生已经习惯了的课堂教学方式截然不同， 始组织活动时困难较大，

学生思路可能不够 阔，但只要有一两个学生取得了突破，带起了头，通过

学生之间的讨论，慢慢地全体学生的能力会得到提高，活动就能 展得有声

有色。 

  

因地制宜 展创意科技活动  

创意科技活动内容与本地的实际紧密联系，容易为学生提供用科技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机会，有利于充份利用本地资源 展物理活动。  

例如，大城市里的游乐园为市民提供惊险的感官剌激。把游乐园里的活动，

如<<过山车>>、<<海盗号>>、<<激流冲浪>>改造成的探索性科技实验，就

能 发游乐园的科技学习功能。又如安排参观医院、辐照中心等单位，使学

生了解 X 射线、放射性核素在工、农业和医学等领域的应用情况。  

城市璀璨的夜景灯饰，可以成为学生了解电光源种类及原理的好材料。 

农村地区，可以通过农业机械、家庭用电、家用电器、农业电器、新品种种

植、嫁接、参观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来 展此类活动。能争取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支持，学生的活动形式就能更加多样化，知识的来源更加多源化。与大学、

科研机构、工厂挂钩，组织学生参观学习，或请专家到学校做报告，与游乐

园挂钩，组织学生通过游乐活动研究游乐园里的学问等都是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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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师资培训  

因地制宜 办多种形式的科技教师培训，为学校培养辅导教师。例如：  

教师的继续教育 设创造教育课程；  

教学研究会在教研活动中组织科技教师交流经验活动；  

教育学院在新教师岗位培训班 设创造教育课； 

广东省和广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办科技教师专项培训；  

通过广东省科协和广东省物理学会邀请国内和国外专家作科技教育讲座。  

创意科技活动要做到人员，计划，活动地点与器材落实。原则上一位教师指

导一个小组。尝试由学生自行组织小组，自定课题，由他们聘请老师指导。  

   

2.参与活动的人数  

考虑到学校实验室、场地、教师的资源，校内经常性活动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的比例是合适的。  

对于课本规定的家庭实验及参加要求全班或全级都参加的一些活动，如外出

参观、调查、游乐园活动的人数也包括在内的话，参加活动的人数应达到总

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3.课时  

经常性的创意科技活动每周为 2 节(&127;包括校外活动 ) ，非经常性的活动

不作硬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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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系统  

创意科技活动每学期进行一次评估，以利于总结经验，改进活动，提高质量。

对学生的学习评价有利于提高学习积极性，增强活动效果。  

   

1.对学校的评价  

活动是否纳入学校工作计划，有一位领导负责，有足够的科技辅导教师，是

否做到人员落实、活动地点落实、是否支持和参与全市性的大型活动，学生

的参与面广泛等。学校要做一个总结，对有成绩的教师、学生给予表扬、奖

励。  

   

2.对教师的评价  

是否做到活动落实、器材落实，活动内容、活动的方法是否合理，是否符合

学生实际；达到目标的程度；是否鼓励学生独立 展活动，学生反映怎样。

教师本人要做一个教学总结存盘。  

   

3.对学生的评价  

出勤情况；完成活动任务情况；是否积极思考；创造能力水平。  

学生做总结，教师在此基础上作讲评，并给每个学生一个鼓励性的评价等级。 

  

展创意科技活动课程的实践  

1.编写辅导资料  

1993 年 始编写创意科技活动辅导资料，包括书刊、软盘、光盘、活动器

材，供各校 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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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全市性的创意科技活动  

A﹒鸡蛋撞地球比赛：经过包装的鸡蛋从 6 楼落到水泥地面而不摔破可以获

奖。要求学生综合运用物理知识、了解材料性质、包装结构。  

比赛分各校校内初赛和全市决赛两个阶段。每年参加这项全市性活动的高一

学生达 8000 多人，社会影响很大，多家报纸杂志和电台、电视台作了报道。  

B﹒创意科技活动设计比赛  

95 年、97 年、98 年分别组织了广州市中学生创意科技活动设计比赛。各校

先在校内广泛组织学生自行设计与生活学习相适应的创意科技活动或创意

科技实验、游戏，选拨出水平高的代表学校参加全市比赛。每一届比赛之前，

由陈锦涛老师 设专场讲座，对像是参赛学生及指导老师，介绍创意科技活

动的意义，设计的形式，比赛的规划，播放国外创意科技活动设计的录像带，

使参赛者对此项活动有更深刻的理解。参赛的学生要写出活动的过程、携带

自制用具、仪器现埸表演及答辩，聘请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专家任裁判。这是

一项对学生综合能力全面锻炼的活动。每届参加这项活动的中学生多达 8000

人。广东和广州电视台分别作了专题报道。  

C﹒科技夏令营  

每年组织一届市中学生综合科技夏令营，如：消防夏令营、无线电夏令营等

与科技知识相关的科技夏令营。  

D﹒头脑奥林匹克活动  

头脑奥林匹克活动提倡创新精神、团结合作、动手动脑。各项活动往往出奇

制胜，令人拍案叫绝，能启发学生创造性思维。  

此项活动多次被广东省科协、广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作为科技广场的大

型项目，受到市民的欢迎，传媒广为报道。  

E﹒无线电工程比赛和无线电测向比赛  

每年组织广州市学生无线电工程比赛和无线电测向比赛。比赛规模越来越

大。近年来发展到分成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系列比赛，各组比赛内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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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次递增加。1999 年参加比赛的学校达到一百四十七所，选手近九百人。

形成广州市小学、初中、高中知识层次递增的系列无线电科技活动。  

   

4.创意科技活动走向社会  

96 年 始，每年 6 月，广东省 展“百名专家科普咨询活动”，陈锦涛与科技

教师组织中学生到会场做创意科技活动展示，邀请市民、青少年参与活动，

通过创意科技活动向市民宣传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受到市民的欢迎，各大

传媒办纷纷报道。  

   

5. 发明创造比赛  

发明创造、科学论文，由学生通过生活、学习的实践，发现问题，提出解决

问题的方案。通过实践制作发明创造的作品，写出科学研究论文。我们指导

的学生创造的论文、作品多次获全国金牌。发明创造活动是广州市、广东省

在全国及国际比赛活动中参与面最广泛、获得金牌最多的项目。  

   

6.科学创新方案  

以科学与环境为主题，要求利用科学与技术对我们周边的生活环境进行观

察，结合现代科技找出题目，进行调查，深入研究，提出创新的技术方案。

例如：  

A﹒高空坠物危害性的调查及建议（获第七届全国青少年科学论文金牌，该

建议已经在广州市海珠区采纳）；  

B﹒玻璃幕墙光污染的调查及建议（代表广东省参加全国比赛）；  

C﹒汽车尾气中一氧化碳污染大气的危害调查及建议；  

D﹒汽车尾气污染大气的危害的调查及建议；  

E﹒珠江水源污染的调查；  

F﹒屋顶绿化的调查报告（获第九届全国青少年科学论文银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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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交通与安全的调查；  

H﹒天气变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I﹒网络在廿一世纪对我们学习的影响（代表广东省参加全国比赛）；  

J﹒高考（3+X）及（3+综合+X）对中学、高校的影响；  

K﹒光针电流表。  

本文作者得到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市教育委员会，以及广东省科协、各高校、广

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广州市中学物理教研会和广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的支持，顺利地组织了多项创新性的科技活动，特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版权为亚太科学教育论坛所有(2000). 第一期, 第一册, 文章三. (二千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