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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态与环境科技教育项目介绍 
◆  黄秀军 

城市生态与环境科技教育项目是广

东实验中学重点支持、广州市教育局资

助的集学科教学、课程改革实验与学生、

环境教育、科技教育为一体的跨学科、

综合性科技教育项目，是学校实施素质

教育、环境教育，推进新课程实验和科

技教育的重要成果之一，于 2006 年 11

月通过广州市科技特色项目的评估验

收。 

为有效组织学校环境教育与科技教育，

探索青少年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和运

作模式，学校组建了“城市与生态环境科

技教育工作室”，配备了美国 Alphalab公司

生产的 AIC1000 型空气负离子测定仪等环

境科学研究的仪器设备，提供了良好的实

验条件，以推动新课程实验和科技教育方

面进一步做出成绩。 

在省教育厅、省环保局及广州市教育局

的关怀与支持下，在中国科学院、中山大

学、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大学等著名学府

的热心青少年科技教育的专家学者的热忱

相助下，城市生态与环境室已成功申报了

国家级校园科技活动室(试点)，为科学、有

效地开展有关城市环境科学领域的科学探

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城市生态与环境工

作室以研究项目为依托，把环境教育、科

教教育与新课程改革结合起来，把教师的

专业发展继续教育与环境教育、科技教育

教师团队建设有效地结合起来，把学生的

科技活动与教师的教学科研结合起来，把

科研院所的科普资源与学校的教育资源结

合起来，工作室选择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环

境问题和生态问题，从学生能力可以实现

的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问题入手，引导实

施科学的探究活动，既为城市的发展提供

参考性建议，同时为中学环境教育、科技

教育探索一条有效途径。 

工作室主要通过专题研修、实地考察、

环保科技沙龙、课题研究、学生论坛、校

本课程、导师制的指导及数字工作室建设

等形式开展活动。在教育过程中特别关注

学生的环境意识的教育、科技能力的培养

及科技精神、科学素养和科学习惯的形成。

希望通过参加科技研修项目，学生的探究

精神、合作意识、团队精神、实事求是的

意识得到充分的培养，对学生形成科学的

人生观、价值观起到好的推动作用。 

基于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工作室创造性

的提出了“环境教育、科技教育、教师发

展、学科整合”四位一体的学校特色科技

教育、环境教育模式，努力建设成为“广

州市中学生城市生态教育研究平台（基

地）”、“研究性学习与学科整合研究的平

台”、“学校�社区�科研机构”三位一体

的社会化科技教育基地。 

 

（责任编辑：许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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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实验中学科技节活动方案（节选） 
◆  教学处供稿 

 

一、活动的主题  活力青春，创意校园 

二、活动的宗旨  坚持“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宗旨，在校园内

努力营造浓厚的科技氛围，以此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同时

为我校学生提供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组织引导广大学生积极参与科技活动，培养学

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努力提升我校科学教育的水平。 

三、组织机构 教学处 

四、活动内容 

科技论坛 

单 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参与对象 备 注 

办公室 趣味数学 李夏萍、黄建伟 高中 主讲：张景中 

办公室 待定 李夏萍、黄建伟 高中 主讲：钟南山 

政治科 科技运用

中的伦理

问题 

谢辉志 高一、高二 主讲人：古景春 每班

派5名代表参加 

办公室 创造与发

明 

李夏萍 黄涛 初中 主讲人：周道生 

生物科 科技改变

生活 

黄涛 初中 主讲人：陈玲 

信息科 机械人探

究 

黄涛 初中 主讲人：钟民 

科技实践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参与对象 

教学处 观摩省创新大赛 全汉炎 高中部分学生 

数学科 数学大赛 翁之英 高一、高二 

物理科 鸡蛋碰地球、纸火箭比赛、 艾锦云 高一、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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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处 “奇思妙想”活动 刘忠毅 高一 

英语科 时文背诵大赛、配音大赛 林文、丁辉 高二、高一 

化学科 家庭实验100秒 王剑 高一 

地理科 天文地理知识竞赛 施美彬 高一、高二 

学生会 头脑奥林匹克比赛 学习部 高一、高二 

科技展示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参与对

象 

教学处 空模表演、海模表演、机器人比赛、

兄弟学校作品展示、创造发明大赛 

全汉炎、周嘉、刘

忠毅 

全校 

化学科 豆腐的制作、化学晶体的生长 韩世瑞、林加明 全校 

数学科 数学模型制作 张淑华 高一 

地理科 天文科普展览及观测 刘忠毅 全校 

物理科 物理实验展示 陈秀台 全校 

物理科 通用技术作品展示 周嘉 高一 

生物科 测测你的绿色消费观、多彩的细胞世

界、寻找最相像的人、探讨加酶洗衣

粉的去污能力、测测你的血型、教你

做果酒果醋、酸奶、香烟对动物血液

颜色的改变、不同水果中维生素C含

量的测定胰岛素生理作用的探究、用

重烙酸钾检测酒精的含量、生态瓶 

傅岚、马晋闽、张

玲娟、程华胜、石

乐义、王颖 

全校 

 

 

政治科 心理咨询活动 蓝敏 全校 

历史科 科学发展史材料展示 陈成 高二 

艺术科 科幻绘画大赛、手工艺制作大赛 刘庆、王军 全校 

艺术科 

信息科 

电脑绘画大赛、科普摄影大赛、科普

DV大赛 

陈健、蔡文俊 

王军、 

全校 

教学处 观摩省创新大赛 全汉炎 部分教

师学生 

数学科 数学大赛 黄涛 许绍群 初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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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物理科 鸡蛋碰地球 罗卓君 初一初

二 

生物科 吸烟对小鼠的影响 唐静、姚静、严旭

章 

初中 

生物科

与城市

生态实

验室 

给你细胞线粒拍个照、青蛙心脏搏动、

印象留在树叶上、比较雌雄老鼠的学

习能力、养养真菌 

唐远、黄秀军 初中 

化学科 胶体的凝固��姜撞奶的制作、家庭

饮水过滤器 

朱宝新、谭军、杜

细龙、蒋兆华 

初中 

艺术科 科幻绘画大赛、手工艺制作大赛 黄俊武 杨珊 初中 

艺术科 

信息科 

电脑绘画大赛、科普摄影大赛、科普

DV大赛 

钟民 杨珊 初中 

英语科 科技一条街、英语科普文阅读大赛、

配音大赛 

黄冬玲 初一 

信息科 家居节能智能机器人设计方案 钟民 初中 

                                                     

 (责任编辑：黄秀军) 

 （本项目获得广东省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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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青春，创意校园 

��记广东实验中学初中部2007年科技节 

◆  唐 远 

我校初中部在 2007年 3月 25日至 4月

22日成功地举办了 2007年科技节。本科技

节活动以¡°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大胆探索、

勇于创新¡±的思路为指导，制定了¡°活力青

春，创意校园¡±的主题。通过举办科普讲座、

访问科学家、开展各类科技竞赛及一些寓

教于乐的科技实践活动等形式，不仅使同

学们了解和更多的科技知识，开拓了视野，

更让同学们体味到科学的无穷魅力，激发

了他们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兴

趣，也培养了科技创新和实践能力。 

与前几届科技节相比，本届科技节组织

工作更为严密细致，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形式活泼多样，科学理论与科技实践结合，

知识性与趣味性兼顾，这是本次科技节的

特色。 

本次科技节共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在第一阶段中，科技节大力宣传普及科

技知识、营造科技氛围。如组织全体学生

观看了科普电影《宇宙与人》。通过观看科

普电影，激发了学生对探索生命奥秘的热

情和对生命的热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阶段是开展科技论坛，深化主题的

阶段。在生物科承办的《科技改变生活》

论坛中，学生深刻感受到科技与我们息息

相关。生活促进科技发展，同时科技也推

动着生活的变化。而在信息技术科承办的

《机器人探究》的论坛中，学生领略了机

器人的研制过程及其发展。通过科普讲座，

学生对科技不再陌生，学生内心探索求知

的火把被点燃。 

第三阶段着重于科技实践和展示。设计

安排了涵盖各年级、各学科的十六项比赛。 

其中包括四个集体项目，它们是数学科

主办的“格致杯”数学大赛、英语科主办

的英文科普文章阅读大赛和英语配音大

赛、城市生态室开展组织的科技知识竞赛

和物理科组织的鸡蛋撞地球创意比赛。十

二项个人项目包括化学科展开的姜撞奶的

制作和家庭饮水过滤器活动、生物科和城

市生态室共同开展的以培养北虫草为代表

的六项实验展示活动、科幻绘画与手工艺

制作、电脑绘画和科普摄影等。科技节为

每一位同学准备了丰富的科技盛宴，为每

一位同学走进近科学，实现梦想提供了一

片展示才华和学习知识的广阔天地。 

科技节只有短暂的一个月的时间，却是

在同学们的心中点燃了科技的火把，希望

在这次活动中学生树立科学意识、参与意

识、创新意识，激发的科学兴趣，培养的

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可以伴随他们的成

长，也希望省实的科技之光永远引领省实

学子实现他们的人生梦想。 

（责任编辑：黄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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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花开省实 
◆  全汉炎 

 

近年来，在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

导下，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推

进科学教育工作，在校内营造良好的科学

教育环境，积极创设各种条件开展科学教

育活动，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

精神和创造能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许

之骥同学获国际中学生天文奥林匹克竞赛

铜牌；张健昶同学在国际中学生机器人比

赛中勇夺技术金奖；吴俊良和陈肇康同学

在参加首届全国中学生网上虚拟机器人足

球比赛中分获第一名和第七名；无线电侧

向代表队今年获得七项全国冠军；在第二

十二届全国中学生科技创新大赛中，我校

有三件作品获广东省一等奖，四件作品获

二等奖，其中有两件作品被选送参加全国

的比赛；《城市生态环境》和《天文探究活

动》通过了广州市科技特色项目的评审。

我校科学教育逐步迈向科学化，规范化，

制度化的轨道，成为学校推进素质教育的

又一亮点。我们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

工作。 

一、挖掘资源，创建有利于开展科学教

育的校园文化 

科学教育需要挖掘学校、家庭和社会各

种教育资源，形成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

社会教育的多方合力，在学校逐步建设有

利于开展科学教育的校园文化，为学生的

自主发展提供良好的硬件和软件支持。 

我校有一支富于创新精神的师资队伍，

教师学历层次较高，他们是学校实施科学

教育巨大的资源库和生力军，我们在青年

教师中挖掘优秀的科技辅导员，组成我校

科技教育的团队。 

我校有一流的硬件条件，拥有六个探究

实验室和完善的网络资源，我们以研究课

题为载体，充分发挥探究室和网络的功能，

为学生开展课外研究服务。 

我校有丰富的家庭和社会资源。我校的

学生家长文化素质普遍较高，他们不但成

为学生开展探究活动条件的提供者和物质

的保障者，甚至成为学生探究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直接参与者。我校凭着一流的办学

成绩在社会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积聚了

一笔无形的社会资源，郑耀宗院士担任我

校的科学教育顾问，钟南山、杨家福、张

景中等院士先后到我校讲学，《科学大讲

堂》已成为学生聆听专家学者教诲的殿堂。 

二、开发有学校特色的拓展型、研究型

课程，加强学生科技类社团的建设 

我校积极推进校本课程的研究和开发，

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我校的办

学优势，构建校本课程中科学教育的框架。

我们先后开设的科技类课程有十多门，《创

造与发明》、《生活中的化学》《物理试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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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等课程深受学生的欢迎。 

积极引导学生组建自己的社团，自主地

开展科技活动，使学生的个性和潜能在科

学教育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学校现有十几

个社团，例如：《省实、华附、六中 OM大

赛》、有无线电测向小组、机器人社团、程

序设计社团、创造发明协会、城市生态环

境研究会、天文探测小组、OM协会、车模

小组等。 

 

（本项目获得广东省科技创新大赛一等

奖） 

 

三、引导学生开展以科技为主题的研究

性学习活动 

研究性学习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中心

的学习方式。我校十分重视学生的研究性

学习，成立专门的研究性学习领导小组，

编写了研究性学习手册，有计划地开展活

动。近年来我们已开展的课题研究有《走

进广州大课堂》、《社区是我家，人人都爱

它》、《走进新荔湾》等。 

四、组织大型

科技节活动，激发

学生参与科技活

动的热情，展示科

学教育的成果 

每年的四月，

我们举办一次规

模宏大的科技节，

以此弘扬科学精

神、传播科学思

想、普及科学知

识，为学生提供一

个展示自我的舞

台,引导广大学生

积极参与科技活

动，培养学生创新

意识和实践能力，

展示并促进我校

科学教育的成果。 

 

（责任编辑：黄秀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