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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编程控制机器人精确识别不

同颜色的木块，并将木块推送至指定

区域……在科技辅导员杨锡泽指导

下，四川省旺苍县刘瑞龙红军小学学

生冯智宸、郎涵，首次参加省级科创大

赛就夺得四川省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

机器人竞赛三等奖。

在旺苍,这个曾经的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杨锡泽是科技创新教

育名师，他带出了三名中国少年科学

院小院士。虽然在当地小有名气，但

杨锡泽总说，“做科技创新教育我是

半路出家，缺经验更缺指导”。时间

回到 2018 年，杨锡泽到广东省佛山

市南海区九江镇初级中学（简称“九

江镇中”）在刘志伟省名师工作室跟

岗学习，也是在那个时候，杨锡泽才

有 机 会 如 此 近 距 离 感 受 科 技 创 新

教育。

九江镇中科技处主任刘志伟是杨

锡泽科技创新教育上的领路人，也是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做科技创新教育的

推动者。

许多乡村学校是科技创新教育的

“贫困户”，如何助推更多乡村学校“摘

穷帽”？刘志伟探索出一条新路。他

39 年扎根乡村学校，深耕乡村中小学

科技创新、知识产权教育，努力带动广

东、四川等地乡村学校科技创新教育

“脱贫奔小康”。

乡村学校大有可为

“我在班里进行问卷调查，许多学

生对演艺明星很熟悉，却不知道科学

家。”1994 年，刘志伟在深入调研后发

现，原来重育分、轻育人的理念，使许

多乡村学校成为科技创新教育的“贫

困户”。

“乡村学校学生在全国中小学生

中占比较高，如不能将他们培养成国

家创新人才的生力军，对社会发展将

是重大损失。”自20世纪90年代，刘志

伟就将生物课和科技活动作为试验

田，摸索乡村学校科技创新教育脱贫

之路。

九江镇中 5所对口生源小学都是

村办小学，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刘志

伟却说，“人人都是创造之人”。他努

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在班级创立勇

敢同学、创新同学等荣誉，鼓励学生勇

于表达。他还总结出“鼓励求异、引领

创新”的教育理念，创建“情境引入、探

究学习、巩固拓展、创新发展”层层递

进的课堂教学模式。

新观点要勇于表达，更要大胆尝

试。刘志伟刚开始带领学生开展科

技创新实践时，部分学生家长甚至学

校不理解，“中考差一分都读不了重

点高中，搞科技创新会浪费孩子的学

习时间”。

刘志伟尽力挖掘中考命题要求与

科技创新教育的内在关联，让科技创

新教育与学生课业学习相辅相成。他

指导李锦婷等学生周末到学校附近的

西樵山等景点，调研寺庙向游客收取

“香油钱”等乱收费现象，分析原因、寻

求对策、撰写报告。《南方旅游景点寺

庙乱收费现象的调查报告》斩获广东

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李锦

婷等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大大提升，中

考成绩也很好。

就这样，刘志伟指导的多名学生

不但斩获11项国际金奖、72项国家专

利，还考入华南理工大学等知名高

校。师生和学生家长慢慢从不支持转

为积极参与。2004年，九江镇中将“科

技 教 育 ，创 新 点 亮 ”定 为 学 校 发 展

理念。

受制于资金短缺、设备简陋、课

程资源匮乏等短板，九江镇中等乡村

学 校 开 展 科 技 创 新 教 育 曾 困 难 重

重。“创新教育不是比拼硬件资源，

教学思维和方式更关键。”刘志伟强

调说，创新教育的效果不一定与资源

投入成正比，并非一定要烧钱购置高

大上的器材，“乡村学校与城区学校

搞科创资源‘军备竞赛’，天然就处

于弱势”。

“乡村学校应扬长避短，闯出创

新教育特色发展之路。”在刘志伟看

来，乡村拥有鱼塘、果园等创新教育

“富矿”，得天独厚却容易被忽视。刘

志伟因时、因地、因校制宜，就地取材

引导学生参与小组野外调研等探究

性项目，用多学科知识破解真实问

题。刘志伟还指导学生关注现实热

点，设计智能种植养殖系统，让稻田、

鱼塘从彼此隔绝到流通，鱼的活动、

取食空间扩展，鱼粪可增加水稻养

分。该系统生态、经济效益兼得，夺

得第 71届德国纽伦堡 iENA国际发明

展金奖，赶超许多硬件设施更好的城

区学校。

培育乡村学校创新教育
“致富带头人”

2009 年，刘志伟到一所乡村学校

做科普讲座，学校教师对科技创新大

赛一问三不知。他深入了解后发现，

当地教育部门认为乡村学校很难拿

奖，将比赛名额等资源都分配给城区

学校，基本不组织乡村学校参加科技

创新比赛。

“教师强，乡村学校创新教育才能

强。”近年来，刘志伟努力培育更多乡

村创新教育“致富带头人”。发现在科

技创新方面有特长的教师，刘志伟就

委以重任，从谋划选题到撰写调研报

告等放手让教师独立完成。

“只有形成文化、团队、机制，才能

让乡村学校的创新教育从‘单枪匹马’

升级为‘集团军’。”刘志伟劳模创新室

成为九江镇中创新教育的“强引擎”。

对科技创新教育零基础的教师，刘志

伟言传身教，带他们选项目、搞科研，

“扶上马送一程”。在刘志伟推动下，

九江镇中对科技骨干教师采取促成名

机制，对青年教师采取促胜任机制，建

立科技创新人才梯队，并创新师资管

理、激励机制。

针对许多乡村学校创新教育与学

科教学“两张皮”现象，刘志伟推动科

技教育学科化与学科教学科技化，引

导学科教师从以教为主转向引导学生

以学为主，引导学生从单科学习转变

为跨学科学习。物理教师在讲过压强

等知识点后，就带领学生做喷泉等自

主探究实验。目前，九江镇中 50%以

上的教师参与了科技教育课题实践研

究，他们通过研讨汇报、总结交流和成

果推广，实现了共同成长。

成为名师培养对象后，广东龙门

县龙城一中生物教师黄伟胜曾对努力

方向深感迷茫。两次到刘志伟名师工

作室跟岗培训后，刘志伟的示范引领

和敢于担当，让黄伟胜坚定了名师修

炼之路。他带队将创新教育与本地资

源深度融合，在本县发现了新的鱊亚

科鱼类。黄伟胜不但成长为特级教

师、省名工作室主持人，还在当地带动

了一批科技创新教师共同发展。

近年来，刘志伟发挥领头雁作用，

充分利用省名师工作室、劳模创新室

等平台，带动乡村学校创新教育师资

雁阵成长。他精准把脉学员特长、兴

趣等，通过导师引领、同伴互助、自我

研修等方式，为学员量身定制发展规

划。为激励学员良性竞争、相互学习，

刘志伟名师工作室对学员教案和上课

表现等进行评比。工作室经常举办跟

岗学习成果交流与展示活动，不断指

导、助推学员持续发展。

2010 年至今，广东省刘志伟名师

工作室已组织 100多人次骨干教师跟

岗培训，承担 30 多场次培训活动，培

训超过 5000 名教师。刘志伟名师工

作室、劳模创新室等成为创新教师孵

化器，培养出 5位特级教师、多位全国

优秀科技辅导员，以及数以十计的省

市优秀教师、学科带头人。他们成才

后，带动更多乡村学校创新教育教师

成长。

打出乡村学校创新教育
“组合拳”

旺苍县属川陕革命老区，与九江

镇中相距 1600 多公里。由于地处偏

远，经济欠发达，当地科技创新教育培

训少。刘志伟两次奔赴旺苍县开展培

训，还深入当地 10 所学校实地指导，

其中包括距离县城数十公里的英萃中

学等山区学校。刘志伟既是为旺苍县

中小学生心中埋下科技创新教育种子

的“播种者”，又是带动当地教师做好

“播种者”的“领头羊”。

“刘志伟是从乡村学校走出的名

师，经济欠发达地区资源相对不足，他

的培训内容实用好用，能激励更多乡

村学校教师奋力突破。”2016 年，刘瑞

龙红军小学时任校长黄先友，在四川

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培训班专题讲

座中认识了刘志伟。正由于刘志伟科

技创新教育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兼

备，他经常作为讲师受邀担任全国多

地创新、知识产权教育等培训的主讲

专家之一。

也正是这样的机缘，才有了杨锡

泽等一批教师到刘志伟名师工作室跟

岗学习的机会。

近年来，刘志伟先后受邀到四川、

云南、湖南、河南、新疆、内蒙古等地开

展创新教育、知识产权教育等培训。

他线上、线下并重，向乡村学校教师分

享交流经验。还与偏远贫困地区优秀

创新教育教师组成导师团，深入当地

乡村学校，通过主题演讲、示范课等方

式传经送宝。近 5 年，刘志伟在全国

各地开展创新教育等专题讲座 100多

场，助推许多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校科

技创新教育由弱到强，为贫困地区教

育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刘志伟还把在贫困地区发现的

“好苗子”请过来，到刘志伟名师工作

室进行跟岗培训。旺苍县佰章小学科

技辅导员龚玉梅就通过跟岗研修，学

会了许多指导学生科技制作的技巧。

回校后，她推动学校将创客教室、手工

坊相融合，为学生的奇思妙想提供“梦

工厂”。

用教研照亮更多乡村学校创新教

育路，刘志伟出版了《农村初中科技创

新之路》《青少年科技创新实践》《中小

学知识产权教学指引》等专著。在刘

志伟助推下，广东省中小学知识产权

与创新教育专业委员会通过共同体推

进等方式，带动更多学校抱团发展。

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奖励先进，

培育更多先行示范的创新教育“领头

羊”，刘志伟在四川、湖南等省贫困地

区设立刘志伟创新专项奖。该奖项对

热爱科技教育事业的贫困地区中小学

（含中职）教师进行奖励，奖金最高达1

万元。

刘志伟用心铺就的乡村学校创新

教育之路，成为许多欠发达地区中小

学生的“追梦跑道”。近 3 年，刘瑞龙

红军小学师生创新教育获奖人数、层

次连创新高。学校还就地取材开展课

外科技活动，成立金点子俱乐部等科

技社团。如今，刘瑞龙红军小学成为

当地科技创新教育的“领头雁”，带动

朝天二小等学校共同发展。

最近，刘志伟正在计划带领工作

室成员在全国每个省份至少开展一场

创新教育公益讲座，在欠发达地区培

育出更多创新教育骨干教师，共奏乡

村学校创新教育“春天的故事”。

别人眼中的Ta

“星星之火”点亮学生创新梦

九江镇中是一所偏远的乡镇学

校，与广东省江门市隔江相望。刘志

伟老师没有因身在乡村学校，而失去

对高品质教育的追求。他在平凡中

坚守，在创新中超越。他挖掘学校周

边的特有资源，指导学生开展科技创

新活动；他带动学校教师将科技创新

教育做成品牌、形成示范。

刘志伟把振兴乡村学校创新教

育作为奋力作为的广阔天地，为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贡献。他发挥

省名师的“领头雁”作用，积极投身于

乡村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研发课程

培训教师。一批批教师在广东省刘

志伟名师工作室跟岗培训后，逐渐成

长为学科骨干，以星星之火点亮更多

乡村学校学生的创新梦。除到全国

各地支教、公益培训和设立奖励外，

刘志伟还不计报酬担任广东第二师

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指导课

程”导师，指导师范生开展创新创业

实践，为培养更多乡村学校创新教育

领路人积极探索。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原副院长

曾小龙）

从“徒弟”到“师父”的蜕变

旺苍县属于四川省广元市，地

处四川盆地北缘。旺苍县英萃中

学又位于旺苍县北部的英萃镇，是

一所山区学校，距离县城 40 多公

里。学校科技创新理念相对传统、

活动不系统，难以充分利用山区学

校的特色资源，闯出独特的科技创

新之路。

2016 年因参加培训，我与刘志

伟老师结缘，学校科技创新教育自此

也转轨快车道。他专业知识扎实、创

新能力强，更重要的是他清楚乡村学

校在科技创新教育方面存在的优势、

短板。他多次到旺苍开展公益培训，

我参加了3次线下培训，还曾到刘志

伟名师工作室跟岗学习。在他一对

一指导下，我懂得了如何更好地挖掘

学校周边资源，扬长避短开展创新教

育，在学科教学中融进创新教育思

想。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我们学校成

立了科技活动管理、辅导团队，也开

发了凸显学校特色的科技教育课程

体系，现已建成全县唯一的农村中学

科技馆。

我现已成长为英萃中学分管教

学、教研、信息化的副校长，指导学

生获得多项省、市级科技创新大赛

奖项，助力学校获评全国青少年科

学调查体验活动优秀实施学校。学

校科技创新教育道路越走越宽。

（四川省旺苍县英萃中学副校

长、科技辅导员 曹军）

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电脑，当时

许多家长都觉得玩电脑是荒废学

业。我初中入读九江镇中，当时刘

志伟是我的科技课教师。他引导我

充分发挥电脑专长，在玩中搞科技

创新，鼓励我把创造力、新奇想法变

成实际作品。同时，他主动跟我的

家长沟通，让他们保护我的好奇心，

支持我创新创造。

刘志伟老师总是引导我们自己

去发现、去求知、去创新，呵护我们

的创新意识。他还为我们争取到许

多参加科技竞赛的机会，指导我们

走上创新之路。在刘志伟老师指导

下，我参与的科技项目夺得南海区

一等奖。更重要的是，我把科技创

新的理念想法、兴趣爱好带到了高

中、大学，在多个科技创新大赛中夺

得奖项。

我现在在阿里巴巴淘系技术部

做前端开发。在初中培养的发现、

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让我

受益匪浅。在工作中我不会一上来

就扎进去做开发，而是先从更高维

度思考项目本身，先想再做，这样能

让开发的项目更成熟、更成体系。

刘志伟老师是我成长路上的引

路人。

（阿里巴巴淘系技术部前端开

发工程师 甘超阳）

刘志伟刘志伟：：
乡村学校创新教育“点灯人”
□ 本报记者 刘 盾 □ 通讯员 黎鉴远

刘志伟，正高级教师、特

级教师、国家“万人计划”教

学名师、教育部“国培计划”

专家、国家基础教育杰出人

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主持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获国家和省教育教学成果奖

励 6 项。其中，《<科技与创

新>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于2014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二等奖。

致敬
脱贫攻坚
教师

师师教教
节节 特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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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伟在指导学生做探究性实验

扎根乡村，助力乡村
学 校 科 技 创 新 教 育“ 脱
贫”；培养“明师”，造就众
多乡村科技创新教育“致
富带头人”；刘志伟用教育
科研照亮更多乡村学校的
科技创新教育路，进而唤
醒更多师生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