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 年 11 月，中国科协“科技馆活动进校园”试点工作全面开展，来自全国各地的 30 家科

技馆和科学工作室成为试点单位。为了促进各个试点单位进行工作经验交流，“科技馆活动进校

园”项目简报创刊了。在此，感谢为第一期简报提供资料的单位。为了办好我们的《项目简报》，

使之成为工作经验交流的平台，内容更加丰富，欢迎所有开展“科技馆活动进校园”工作的单位、

从事校外科学教育的专家、教师分享成果与观点，特别是一些特色活动的报告和对这项工作的思

考和建议。让我们共同努力，使这项工作在“未成年人的科学素质行动”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中国科协“科技馆活动
进校园”试点单位：

北京市宣武区科学技术协会

北京自然博物馆

北京市东城区青少年科技馆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天津市科技馆

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教育中心

上海科普教育展示技术中心

黑龙江伊春市青少年科技中心

黑龙江科学宫青少年科学工作室

新疆青少年科技中心科学工作室

新疆玛纳斯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新疆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馆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青少年科学工作室

河南省郑州市科技馆

河北省科学技术馆

贵州科学技术馆

宁夏科技馆

辽宁省鞍山科学馆青少年科学工作室

大连市甘井子区中小学科技活动中心

吉林省延边青少年科技中心

浙江省杭州市科技交流馆

浙江省嘉兴市科技馆

江苏省无锡市科普馆

山东省科技馆

青岛市青少年科技中心

湖北省襄樊市科技馆

安徽省蚌埠市科技馆

安徽省科学技术馆

青海省科学技术馆

杭州市科技交流馆结合“科技馆

活动进校园”活动，积极进行充分的

先期准备工作：1、开发活动资源包，

筛选并定制 45件适合进驻校园的科普

展品，目前已投入前期制作费 35 万

元；2、建设门户网站 http：//www.

hzjlg.com，与杭州市教育局合作供学

校访问；3、申报“科技馆进校园”项

目为杭州市文明办 2007年为未成年人

办的十件实事之一；4、实地考察学

校，最后经综合平衡由杭州市文明办、

杭州市科技交流馆
争取项目经费，以多种形式开展活动

无锡市科普馆
大胆尝试，推陈出新

杭州科技交流馆志愿者动员大会

试点学校的学生在操作展品——“针屏幕”

学校，实地感受科学课特色。

目前，该馆开展了如下工作：邀

请试点学校的学生来科普馆上科学

课，将一些拓展知识通过模型和科学

活动的方式融入到教学中；在全市中

小学生中推广智能机器人科技教育；

改版“挑战惊奇”科学剧；联合《江

南晚报》组织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们

来馆参观。

此外，该馆根据学校科学课程，

不断完善科普教育资源。一方面，在

了解到“生命和人体知识”是小学科

学课的重点，但学校普遍缺少直观模

型的现状之后，该馆布置了人体教

室，包括多件展板和模型。此外，该

馆根据科学课程中的每一个单元或知

识块，把原有展品重新分区，并根据

试点学校教师的要求，增加了包括锥

体上滚、袋鼠下坡、笼中鸟和汉诺

塔在内的四件互动展品。另一方面，

该馆根据学校已有的科学活动资源，

做了相关学习主题的拓展。如：声、

光、电展品及各类小实验、人体生物、

LEGO 机器人等多项内容，并编写了

《骨骼》、《人体司令部》、《消化》、《机

械原理》等教案。

无锡市科普馆积极加强与教育部

门的联系，一方面派人员到各个学校

联系沟通、听取意见，了解学校科学

教育开展的状况和薄弱环节；另一方

面，争取教育局的支持配合，为今后

活动的实施做准备。在此基础上，无

锡市科普馆选择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实

验小学作为试点学校。该馆人员在研

究科学课教材、确定主题和制定实施

方案的基础上，邀请试点学校全体科

学教师来馆座谈交流，共同寻求展品

和课程内容知识的契合点与生长点。

此 外，该馆项目

全体人员深

入 到 试 点

杭州市教育局、杭州市科协联合发文，

正式确认 6所试点学校；5、组织特级

科学教师或名师编写《“科技馆活动进

校园”展品科学探究指导》一书并印

刷；6、组建一支由理科大学生和退

休科学教师为主的 110 人的科普志愿

者队伍 ；7、培训试点学校的负责人、

科学教师和科技辅导员。

3 月 26 日，该馆“科技活动进校

园”正式启动，首站到达茅以升实验

学校。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

心以学生为主体，建立了扎染、电子

制作、机械组装、灌注、模型等八个

工艺实践教室，这些动手实践内容是

学校不易实现的。另外，该馆专门邀

请了八位中、小学退休的劳技教师担

任各工艺制作教室的辅导教师。

同时，中心建立了“科学探索广

场”，包括漫画科技馆、桌面科技馆、

数字科技馆，并免费为学生放映科普

数字电影。

中心策划的“快乐实践之旅”坚

持公益性的原则，已经顺利接待了四

批小学生，还将继续接待学生直至正

式运行。

  北京市海淀区
 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快乐实践之旅”活动  

 试运转阶段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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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工作的背景和目标，分析了自然

博物馆在实施项目方面的优势和问题，

鼓励自然博物馆要在项目中积极主动

地发挥作用，寻找与学校教育的切合

点。一是参照中小学科学教材和课程

标准，找准相关内容；二是与中小学

科学教师联合开发活动，例如，让学

生在馆里上科学课。

研究组成员了解到自然博物馆已

经在以往的工作中进行过相关的尝试，

如兴趣小组，科普志愿者，科普长廊等，

并建议博物馆在本次活动中要在已有

基础上结合本项目的目标和具体要求

确定工作内容和思路，重点考虑如何

结合学校科学教育的需求与学校科学

教育，开发教育项目或设计科学

教育活动，并把项目的具体流

程精细化和标准化，形成有

特色的品牌活动。

此次交流后，研究组针对

如下建议：1、试点内容要充分利用本

馆已有的基础，可以考虑将一些原有

的项目（如生物组的兴趣活动）进行

精细加工和改造，转化成具有一定周

期、充分体现科学探究特点、能反复

开展的活动，吸引区内的学生来参加；

2、选择试点内容时，要考虑本馆的特

点。东城青少年科技馆应以开发科学

教育活动为主，而不是以开发科学教

育展品为主；3、试点内容的选择要考

虑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4、可尝试探

讨一些长效机制，如科技馆如何为中

小学培训科学

教师（培训

的 内 容、

培 训 的

方 式、

如 何 使

培训持续

进行等）。

山东省科技馆重视与教育部门的

合作，已在试点学校开展青少年科普

剧表演活动，组织学校的科技辅导员、

科学教师，结合课程内容研究每件展

品，制定实施方案，并为馆员和科技

教师组织了 5 次集中培训讨论会。该

馆先后邀请了北师大研究组的高潇怡

博士、北京西城科技馆的周又红老师

对馆员进行专题培训。今年 4 月，

山东馆组织人员到杭州

科技馆参观学习，并

同该馆的领导就“科

技馆活动进校园”

的工作，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

此外，山东科技馆

投资 1000 多万的数

字科技馆，已开发近

百件网络展品和科普

知识包，使学生在校

内即可利用网络科普资

源学习科技知识。

山东科技馆
科普活动全面展开
新闻媒体广泛关注

郑州科技馆已正式确立郑州市的

两所小学和二七区教体局为“科技馆

活动进校园”项目合作单位。

目前，该馆所开展的工作如下：

召开专家座谈会，积极听取专家意见；

邀请科学教师就“科技馆展品与小学

科学课内容的结合”、“小学科学课课

件设计”等方面对馆员进行了培训；

邀请专家、科学教师和馆员共同设计

了 21项活动项目，开辟生命科学展区，

开发 100 余件小实验项目、建立实验

台、设立科学讲台、开展“挑战讲解员”

活动等；在毛庄小学开展“科普大篷

车”活动；请新郑市古城小学全体师

生参观科技馆、免费观看 4D电影等。

郑州科技馆
走出去，引进来

贵州科技馆
贵州科技馆积极开

展科普大篷车活动，送

科学表演剧到学生当

中，并确立贵阳市两所

中学为试点学校，积极

开展试点工作；该馆还与贵阳市南明

区联合成立南明区科普教育基地，方

便群众参与贵州科技馆科普知识的普

及和学习。

此外，贵州科技馆邀请贵州大学

多位教授来该馆参观，并对该馆的工

作提出了建议。这些教授还被聘为该

馆的志愿者，定期举办讲座，充实馆

内相关学科知识，参与各种科普宣教

活动。

蚌埠市科技馆
蚌埠市科技馆选定五河县三铺中

学作为活动主场，举行了为期两天的

“科技馆活动进农村校园”活动。为

学生提供了车载展品及科技展板，开

北京市东城区
青少年科技馆

 2007 年 4 月 14 日，北京师范大学

科学教育研究中心科技馆教育研究组

（以下简称北师大研究组）的成员一

行三人参观了北京市东城区青少年科

技馆，并与之就“科技馆活动进校园”

的试点工作进行了首次交流和初步探

讨。

研究组成员在该馆教研室李学军

主任的带领下，参观了该馆为东城区

乃至北京市的青少年学生开设的各种

兴趣小组，包括天文、计算机、单片机、

船模、空模、车模、艺术模型、生物、

科技英语和创新操作等，了解了各种

兴趣活动的具体内容、特点、优势和

设科普知识和科技创新能力讲座，并

请学生填写《问卷调查表》。活动结

束后，组织专家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

和研讨。

鞍山科技馆
鞍山科技馆加强志愿者队伍建

设，已完成了“少年讲解员”的招募、

筛选和培训工作。该馆“科技馆活动

进校园”工作已在华育学校拉开帷

幕。在此基础上，该馆组织市教育局

和试点学校，召开“科技馆活动进校

园”工作协调会，详细的研讨和交流

了活动的实施方案。此外，该馆还向

鞍山市两所农民工子弟相对集中的

小学，赠送了 200 张免费参观科普

展览的门票。

内蒙古赤峰市

青少年科学工作室
内蒙古赤峰市青少年科学工作室

先后到赤峰市四所学校开展了“科普

大篷车进校园”活动，组织科技教育

示范学校申报“共建校园科技活动室

项目”，并组织赤峰市四所中学，举

办了“共建校园科技活动室”启动仪

式，与学校共同研究、讨论了今后的

工作。

取得的成绩。

李主任还向研究组成员介绍了该

馆科技教师开展的其它工作，包括：

到区内各学校为学生开设科技活动

课；指导、培训中小学教师开展科技

兴趣活动；开展与实践密切联系的课

题研究等。

该馆的栾昊颖主任向研究组成员

介绍了该馆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

以“校园流动科技馆”为主体，具体

涉及四大板块：1、科学活动进校园。

郑州科技馆座谈

青岛市青少年科技中心

  青岛市青少年科技中心确定青岛

五十一中为“科技馆活动进校园”的

试点学校，并与青岛市市南区教体局

和学校相关人员先后三次协商，探讨

如何有效利用科学工作室的优势，有

效结合学科教育开展活动的形式和

办法。

新疆科协少数民族

科普工作队
新疆科协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组

织策划的“流动科技馆进校园”活动，

已在吐鲁番市和昌吉州的两所小学蓬

勃开展，为学生送去了科普展品、科

普挂图、科普书籍和光盘。

宁夏科技馆
宁夏科技馆送科普活动进学校，

包括“挑战惊奇”科学表演剧和多件

科普展品、宣传展板。

包括：（1）互动展品：设计一些互动

展品和展板送进校园，让学生在动态

讲解、自主操作中了解科学原理、开

发智力、培养能力；（2）数字科技馆；

（3）实验表演；（4）创意制作；2、

科学课程进校园。科技馆的科技教师

深入学校，配合学校的课程改革，推

出科技选修课程，并以此为基础，引

导学生自由选题，形成各种专题小组，

进行科学实践和科学探索；3、科技专

家进校园。建立专家顾问团，对全区

科技教育进行指导，并深入到相关学

校，做系列科普讲座，对学生的科技

项目与科学实践进行辅导；4、科技

志愿者进校园。组织一支以在校大学

生为主的志愿者队伍，经过专门培训、

统一着装，进入到中小学校园，开展

科普活动。

最后，研究组成员结合该馆的实

际情况，就该馆试点工作的推进提出

为了提高馆内科技辅导员设计和

组织科普活动的能力，安徽省科技馆

对试点项目的工作人员、学校科技辅

导员进行系统培训。在考虑学生年龄

特点和学校教学安排的基础上，向学

校推广科学活动资源包。

目前，该馆已在合肥市屯溪路小

学开展科普大篷车、科学表演剧活动，

并向教师讲解了科学活动资源包的内

容。

此外，该馆召开“科技馆活动进

校园”座谈会，与教育部门探讨了“科

技馆活动进校园”工作的开展、推广

及模式，建立了教育局和试点学校在

本项活动中的合作关系。

安徽省科学技术馆
联手试点学校
推广科学活动

简
讯

结合“科技馆活动进校园”活动，

北京市东城区青少年科技馆推出了

“校园流动科技馆”项目，内容包括：

送科技互动展品、科学实验等科技活

动进校园；科技教师深入学校，开展

科学课程；科技专家深入学校，做科

普讲座；培训科普志愿者进入学校，

开展科普活动。

目前，“校园流动科学馆”已在北

京东城区和平里学区展出。

北京市东城区
青少年科技馆

“校园流动科技馆”
正式启动

襄樊市科技馆
利用优势资源
争取多方合作

襄樊市科技馆联合教育部门和学

校召开试点工作座谈会，听取学校的

意见和建议，明确对学校支持的方向

和力度。后来，该馆又在评估各校材

料的基础上，确定了 5所学校为项目

试点。结合本项活动内容，与试点学

校开展的活动如下：邀请学校教师赴

科技馆参观学习，组织专家深入校园

开展座谈、讲座和专题展览，协助教

师编写校本课程，协助学校按照预定

计划开展各项活动；邀请北京科技大

学机器人课题研究小组深入试点学校，

向同学们展示机器人；在校设立“金

点子信箱”、创立科技简报、开通电话

咨询、提供网络论坛交流，听取学生

对科学课、综合实践课的意见和建议，

并根据学生的喜好，由学生自主设计

主题活动。

该馆特别考虑到“科技馆活动进

校园”的可持续性，通过多

方洽谈，获得襄樊市一些

知名企业的支持，襄樊

市航宇公司、襄樊市二

汽东风股份公司先后向该

馆提供了模型和教具。

在人员培训方面，该

馆不断联系各方科技专

家，组建了一支经验丰

富、极具爱心的专家队

伍，还组织人员赴武汉科

技馆进行业务讲解培训。

襄樊市多家媒体对该馆“科技馆

项目研究小组工作动态项目研究小组工作动态
活动进校园”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跟踪

报道。

山东省多家新闻媒体对该馆“科

技馆活动进校园”的启动仪式进行了

宣传报道。山东教育电视台的“七彩

虹”栏目现已开设“科技馆活动进校

园”的专题栏目，全程跟踪报道。

北京自然博物馆

2007 年 4月 17日，北师大研究组

的成员们来到北京自然博物馆，与该

馆的杨景成馆长、刘连城主任和相关

活动负责人，结合该馆的硬件设施和

展览资源，就如何开展“科技馆活动进

校园”进行了交换意见和初步探讨。

首先，研究组成员介绍

了“科技馆活动

进校园”项

目

自然博物馆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讨论，

并对可操作的展览内容或可设计的活

动内容提出了以下建议——今后自然

博物馆可以结合本馆资源，从以下四

个内容开展活动：生物的多样性；生

物与环境的关系；生物的进化与发展；

保护动物、环境保护。项目内容与组

织形式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①

选择几所学校进行合作，根据教师的

需求、围绕学校课程内容需求设计活

动内容；②从博物馆中找到与学校科

学教育结合点，利用馆内资源做成一

些PPT，为学校课程提供资源包；③

根据现有条件和基础，设计开发几个

有针对性的科学探究活动；④开发贴

近学生生活经验的科学小活动等。

在今后的工作中，研究组建议自

然博物馆选择几所学校进行合作，结

合自然博物馆已有的展品和学校科学

课程内容，根据教师的需求、组织设

计一些与

学 校 科

学课程

有关的、

但 是 学

校做起来

有 难 度 的 内

容，探讨博物馆与学校科学教育相结

合的有效机制、方式，为学校科学教

育提供服务。另外，自然博物馆还需

要重视人力资源建设：考虑如何提高

馆员、科技辅导员设计和组织科学教

育活动的能力，如何利用科学教育专

家来参与活动的设计和研究，如何帮

助科学教师利用博物馆的资源、提高

教师的科学素质。

研究组成员于五月中旬进一步与

自然博物馆项目小组碰面共同交流、

讨论，在此基础上确定了项目的具体

方案，并开始实施。

郑州科技馆

2007 年 4 月 25 日至 27 日，北师

大研究组的成员们，到郑州科技馆进

行试点工作的实地考察和交流。

4 月 25 日，研究组受到了郑州科

技馆的热情接待，在梁克敏副馆长和

唐观红部长的陪同下，研究组首先参

观了郑州科技馆，了解该馆的硬件设

施情况，对该馆自主设计、具有郑州

地方特色的“五代同堂嵩山石”和许

多互动性强的科技展品留下了深刻印

象，也深深感到这些展品是郑州科技

馆开展“科技馆活动进校园”项目的

丰富材料。当天下午，来自河南省教

育厅、河南教育学院、郑州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的相关人员，来自中原区依

河路小学、河南省实验小学外国语分

校的师生、家长代表，与科技馆的馆

员们进行了座谈。座谈会上，学生们

积极表达了到科技馆学习的需求，教

师提出了科技馆在学校科学教育中可

以发挥的作用和当前学校在利用校外

资源方面存在的问题，河南省教育厅

的领导也强调了将科技馆资源融入到

科学课教材和科学课堂的必要性。

26 日，郑州科技馆的“科技馆活

动进校园”的相关负责人与研究组交

流了前期开展的主要工作、面临的问

题，以及如何开展活动的困惑。研究

组成员提出深入挖掘馆内现有资源、

开发新的活动，从服务对象那里找到

工作思路的基本想法。下午，伍新春

教授就如何开发现有展品的潜能，拓

展展品的展示内容和活动，做了题为

《开发展品教育功能，促进学生科学

探究》的讲座。来自郑州科技馆的馆

员、讲解员，郑州市一些学校的科学

课教师参加了本次讲座，并且就该馆

内的两件有代表性的展品——“水利

发电”和“嵩山石”，提出了展品扩展

的相关知识点。这些建议为今后展品

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27 日，研究组与科技馆的崔光伟

馆长、梁克敏副馆长、科技馆的主要

设计人员和馆员进行了座谈。唐观红

部长介绍了郑州馆“科技馆活动进校

园”活动的总体规划；陈中名工程师

介绍了该馆的部分展品和正在兴建的

“生物展区”的情况。针对如何开展

性教育展览，研究组的成员们与郑州

科技馆共同探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

意见。大家还就如何深入开展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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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馆活动进校园”是一项

全新的工作和探索，没有现成的模式

可以套用，需要各个试点单位积极思

考，勇于创新，推陈出新，开创新的

科普资源和科学教育活动模式。

在试点工作的开始阶段，有一些

试点单位在开创新思路，开发新模式

方面做出了成功的尝试。希望各个试

点单位引“它山之石”，灵活思维，

在后续的工作中进行大胆而有效的

尝试。

1．杭州市科学交流馆组织特级

科学教师或名师，编写《“科技馆活

动进校园”展品科学探究指导》，该

书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提出了不同

年级的学习目标，体现了科技馆与学

校教育的结合；

2．襄樊市科技馆通过多方洽

谈，获得一些知名企业的支持和赞

助，为活动的长期开展提供了资金和

硬件设施的保障，实现了“科技馆活

动进校园”的可持续性发展。此外，

襄樊市科技馆在试点学校设立“金点

子信箱”、创立科技简报、开通电话

活动进校园试点工作交换了看法。

考察后，北师大研究组提出如下

开展项目的策略和建议：

1．大力动员和发挥学校领导的作用

通过各方积极努力，动员学校领

导，特别是校长对科技馆教育的关注，

让他们有机会实际感受科技馆所蕴含

的丰富的学校科学教育的资源，转变

教育思想，为科学教师充分利用科技

馆资源为学校科学教育服务提供最大

的支持和便利。建议科技馆主动与教

育培训部门联系，在校长培训中，利用

半天时间参观科技馆，了解科技馆在学

校科学教育中可以发挥的重大作用。

2．尽量吸收学校科学教师作为骨

干力量之一

科学教师了解学生学习科学的基

本规律，对科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也比

较熟悉，是科技馆开展科学教育的一

个非常值得信赖的群体。建议在项目

的推进过程中，尽量吸收科学教师作

为骨干，和馆员一起设计为学校科学

教育服务的活动，并让这些活动真正

为科技馆带来活力和效益。

3．深入了解学校科学教育课程标准

作为推进该项目的重要力量—科

技馆馆员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当前学校

科学教育的课程标准、教材和教师在

科学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需求，以准确

地找出科技馆可以在哪些方面满足学

校科学教育的需求。建议科技馆向教

育部门索要一套国家科学教育课程标

准和郑州中小学正在使用的科学课教

材，在研究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提出

若干科技馆现有展品能满足学校科学

教育的契合点，并加以拓展。

4．充分利用馆内现有资源

郑州科技馆的许多展品具有互动

性，充分挖掘现有的资源，对一些互

动型展品稍做拓展就可以和学校科学

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建议在进一步

开发这些展品的科学教育功能时，注

重与孩子的实际生活相联系，以激发

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热爱。

5．广泛探索项目开展的途径和机制

在项目的开始阶段，探索一条有

效的与学校科学教育相结合的途径和

可行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怎

样动员学校校长重视这项工作？怎样

吸收教师参与到科学活动的设计中

来？如何吸引学生到科技馆参观？把

什么样的科学活动送到学校能满足学

校科学教育的需要？学生最欢迎什么

样的科学活动等等。建议可以先在 2

至 3 所小学做试点工作，取得成功经

验后，再在更大范围内推广。避免前

期把工作面铺得太大。

6．全面积累各种过程性的资料和

素材

在项目工作开展过程中，有许多

宝贵的过程性资料和素材一定要加以

收集、整理、归类和保存。建议每次

活动的设计方案、讨论结果、教师学

生反馈、馆员体会等文字性材料和录

音、照片和录像等音像材料都由专人

负责收集和整理，建立档案，为后期

总结项目经验提供丰富的材料。

郑州科技馆的项目负责人讨论了

上述策略和建议，正在布置具体落实，

开展下一步工作。

（北师大研究组供稿）

伍新春教授在郑州科技馆进行培训

“科技馆活动进校园”的目的是

要通过本次试点工作，探索出科技馆

和科学工作室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模

式，发挥科技馆作为校外科学教育场

所的优势，弥补课堂教育之不足，为

学校的科学教育服务。根据第一阶段

各试点单位的进展情况，研究组成员

经讨论认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各试

点单位应该从以下四个方向进行努力：

1．加强与学校科学教育的结

合，积极与学校领导和科学教师沟

通，重视科学教师的作用。学校领导

的重视与配合，是“科技馆活动进校

园”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建议试点

单位能够通过各方积极努力，动员学

校领导，特别是校长对科技馆教育的

关注，让他们有机会实际感受科技馆

所蕴含的丰富的学校科学教育的资

源，转变教育思想，为科学教师充分

利用科技馆资源为学校科学教育服务

提供最大的支持和便利。

同时，科学教师对学生的科学学

习规律和科学课程内容最为了解，建

议试点单位积极发挥科学教师在活动

中的作用，请科学教师就展品科学教育

功能的开发、拓展活动的开展、开发新

的科教展品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2．开展“科技馆活动进校园”

并不是活动所涵盖的科学知识内容

广、所涉及的学校多就好，而是要找

准切入点，深入挖掘点上的内容，争

取做出一两件有特色的品牌活动或科

普活动资源包。比如，可在一两所试

点学校探索有效的科普教育活动；还

可深入探讨已有展品的知识点，开发

配套活动，拓展现有展品的科学教育

功能；或者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

开发新的展览资源，弥补课堂之

不足等；

3．在活动开展中，希望各

个试点单位注意各种过程性资料

和素材的积累。在项目工作开展过

程中，有许多宝贵的过程性资料和

素材一定要收集、整理、归类和保

存。建议每次活动的设计方案、讨

专家视点专家视点

议论与点评议论与点评
咨询、提供网络论坛交流，积极收集

学生的反馈意见，为今后有的放矢地

开展活动做准备；

3．无锡市科普馆积极探索与学

校教育的结合点，针对学校科学教育

的重点也是弱点的生命和人体知识，

设置了“人体教室”，为协助学校科

学课的长期顺利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此外，组织科学教师结合科技馆资

源，设计开发《骨骼》、《人体司令

部》、《能量》、《机械原理》等科

学课教案；

4．山东科技馆注重对馆员的培

训，先后邀请了两位专家进行专题培

训，还专门组织人员到杭州科技馆参

观学习交流；

5．贵州省科技馆、襄樊市科技

馆加强科普队伍建设，聘请科技专家

为科普志愿者，有利于科学教育活动

的开展；

6．蚌埠市科技馆在“科技馆活动

进农村校园”活动结束后，对受众进行

问卷调查，组织专家分析和研究学生所

反映的问题，为下一步的工作提供了经

验支持。

论结果、教师学生反馈、馆员体会等

文字性材料和录音、照片和录像等音

像材料都由专人负责收集和整理，建

立档案，为后期总结项目经验提供丰

富的材料；

4．试点单位要充分考虑“科技

馆活动进校园”的长效机制。要以这

次试点工作为起点，探索与学校科学

教育有效结合的模式，开发适合学校

教育的展览和教育活动

资源，使设计

的 活

动和其他资源确实符合学校的需要，

有助于学校科学教育的发展，以保证

该活动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努力，使

科技馆或科学工作室心与学校建立长

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真正成为

中小学师生不可缺少的校外科普教

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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