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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成立

了专门的职能部门，与区域 40 多所中

小学一起进行航天 STEM 课程的持续

探索。航天 STEM 课程提升了学生的

问题解决能力和高阶思维，发展学生的

实践创新、合作交流能力，激发学生面

向星辰大海的强烈好奇心和内驱力。

航天STEM课程面临挑战

航天 STEM 课程的开发与整合、

实施与评价面临很大挑战：

第一，航天领域的任务复杂性使

现有航天科普活动难以课程化，难以

形成课程体系，缺少明晰的学习进阶

路径。

第二，缺少航天领域的背景知识，

缺少航天领域任务转化为课程的方法

和工具，跨领域、跨学科的课程开发与

整合具有一定难度。

第三，设计课程目标和组织课程

内容时，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平衡

点不容易把握。如果偏重科学的原理

和概念容易陷入海量“超标”的知识学

习，如果偏重工程实践则容易陷于技

能训练。

第四，一些教师自主开发课程，课

程评价的依据不足，课程改进的周期

较长。

作为教师研修及教学实践基地，海

淀区教师进修学校以研究与实践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航天STEM课程的开发与实

施，通过航天STEM精品课程、优秀教学

案例的研发及推广服务学校特色发展，

通过区域、学校、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

的共建共享“众筹”航天STEM课程资

源，通过研讨与实践提炼课程开发与实

施的成果，通过把成果转化为教师研修

课程促进STEM教师专业发展、提升学

生创新能力、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寻找课程体系的设计起点

航天领域的重大挑战性任务具有

工程实践的典型性和复杂性，有成熟

的问题解决方案，有清晰的问题解决

路径，蕴含经典的工程技术和基础的

科学原理，有创新的设计和精巧的模

型与原型，体现着传承与创新相结合

的鲜明特点。

学校应该从浩如烟海的航天任务

中寻找适切的内容作为课程体系的设

计起点，可以选择前沿研究实践的大

系统，将其分解为子系统，将蕴含的知

识与多学科课程标准进行联系对应，

与学生的认知特征相匹配。对于中小

学而言，可以实践的领域包括“载人星

球基地建设”“中国空间站”“未来太空

城市”等。

海淀区通过调研航天领域专家和

文献资料，形成了一张“载人星球基地

建设”的工程大系统图，其中“星球基础

设施”部分包括“星球基地本体系统”

“球面运输及作业系统”“球面起飞与着

陆系统”“星球通信与导航系统”“其他

辅助与支持系统”等。以“星球基地本

体系统”为例，可以分解为热控、能源、

信息、生命保障、防护、辅助等子系统，

其中“生命保障系统”是提供人在太空

工作和生活期间的消耗品供应、生命维

持所必需的载人环境、健康及医疗监测

保障等设施，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水、

空气、食物、光照、温湿度等子系统。按

照真实问题解决路径，将上述工程系统

转化为航天STEM课程体系，就可以将

“载人星球基地建设”作为总任务，形成

课程主题序列。

课程设计过程中，首先要明确课程

主题，聚焦典型的航天挑战性任务，与

航天专家共同研讨学习，突破专业领域

知识不足的问题，提炼真实问题的解决

路径；其次要找到与物理、生物、化学、

数学等学科素材的关联点，对应多学科

课程标准，梳理学科核心概念和跨学科

概念，结合学生认知特征形成航天

STEM课程目标，依据课程目标设计评

价方案；最后还要把真实问题解决过程

转化为学习活动，为学生的问题解决设

计路径、搭建支架、提供学习资源，让课

程实施保持开放性。总而言之，航天

STEM 课程中的学习活动要整合跨学

科的学习内容，体现科学探究与工程实

践的有机融合。

课程实施需要强调学生为主体，

以项目式学习为主，让学生经历分

析、解决、评估、优化问题的过程。比

如“设计月球基地的空气循环系统”

“设计基地生态舱中植物生长的光照

系统”等挑战性任务，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自觉调用已有的知识技能、思维

方法，形成新颖且有效的问题解决方

案或建构模型、制造产品，主动建构

知识间的关联，通过解释现象、解决

问题进行基于科学论证的有效表达，

积极反思问题的解决思路，发展自主

与合作、权衡与决策、沟通与表达、评

价与改进等素养。

突破课程开发与整合难点

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将航天领域

知识、跨学科知识作为基础研修，将航

天 STEM 课程设计与实施过程中提炼

出的课程设计模式和课程实施策略转

化作为专业研修，通过体验式学习、研

究性实践、跟进式研修等方式，促进教

师对航天 STEM 课程的系统认识，突

破课程开发与整合难点，提升学校的

教学实施与评价能力。

必修课程中，有“月球探测的科

学目标及实验方案设计”“载人航天

生命保障系统”等航天领域知识，有

从多个课程案例中提炼出的科学与

工程实践活动设计实施策略，有项

目学习支架和表现性评价设计与实

施的展示研讨等内容，一般依据研

修 目 标 以 工 作 坊 、专 家 讲 座 、研 究

课、展示研讨、课程开发实践等方式

进行研修。

选修课程中，要带动不同学段的

教师积极开展航天 STEM 课程。并非

所有教师都必须亲自进行课程开发，

可以通过“众筹共研”提升专业能力。

基于学习进阶理论，可以让小学、初

中、高中等不同学段的教师组建不同

课程主题的学习共同体，对挑战性任

务、概念建构、核心科学与工程实践能

力、学习目标、学习成果、学习评价、学

习活动、学习支架和工具等内容进行

深入细致的研讨、实践，使教师明确适

合学生发展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

形成不同学段的课程实施策略和学习

资源。

综上所述，航天 STEM 课程需要

融入学校教育主阵地，助推学校建设

高质量教育体系，引导学生像科学家

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实践，从而发

展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培养新时代

的创新人才。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

学校创新教育研究中心教研员）

“众筹”航天STEM课程资源
□ 陈咏梅 张乃新

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科学家一样思考
像工程师一样实践像工程师一样实践

我国正处于由航空航天大国向航

空航天强国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国家

航空航天的整体水平体现在5个方面：

军用空天力量、民用空天力量、航空航

天工业、航空航天高等教育、航空航天

科普。5个方面必须相互关联、相互支

撑，才能健康持久发展。其中，航空航

天科普面向社会大众和中小学生，目

前与一些欧美国家差距较大，这个“短

板”会影响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

采取措施。要想普及并发展航空航天

教育，首先应该明确航空航天分类的

基础知识以及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

展和巨大成就。

航空航天飞行器主要分为航空器、

航天器、火箭与导弹3类。航空器是指

在大气中活动的飞行器，主要受空气动

力学原理支配，如飞机、旋翼机、气球、

飞艇等；航天器是指在大气层以外活动

的飞行器，主要受轨道动力学支配，如

卫星、飞船、空间站、星际探测器等；火

箭与导弹带有火箭发动机，可以在大气

层内外活动——火箭可以运送航天器

进入大气层，导弹是一种可以制导、带

有战斗部的武器。

我国古代就有航空航天的发展雏

形，比如风筝、火药火箭、孔明灯、走马

灯、竹蜻蜓等；1909 年，“中国航空之

父”冯如设计、制造、试飞了中国第一

架飞机。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

中国空军和民航主要都在购买国外的

飞机，除了少量的维修工厂和部分高

校的航空院系外，还没有形成完备的

航空工业、航空教育体系，也没有航天

事业的发展意识，航空航天整体处于

非常落后的状态。

与许多欧美国家的发展途径不

同，我国是先有空军，后有航空工业，

再有航空高等教育，很长一段时间处

于学习和追赶阶段。新中国成立至

今，中国航空航天人奋力追赶的步伐

从未停息：航空领域历经维修、仿制、

自主研制、完全自主研制几个阶段，国

产歼 20、运 20、直 20 以及各类无人机

横空出世，基本形成了完整的航空工

业体系；航天领域经过“两弹一星”、载

人航天、探月工程、火星探索等里程碑

阶段，形成了完整的航天工业体系，达

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我国的航空航天

事业发展速度之快、技术水平之高、取

得成就之大，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保护人民发展成果、维护世界和

平提供了有力保障和重要支撑。

虽然航空航天科技发展迅速，但

是目前我国的航空航天教育仍然缺乏

社会层面的共识和互动，造成航空航

天原始创新方面动力不足、意识淡漠

等问题，甚至会影响未来航空航天事

业的高质量发展。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力需要从小培养，在中小学开展航空

航天教育至关重要。

航空航天是大量基础科学（包括数

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与工程技术（包

括自动化、机械工程、计算机、人工智能

等）的综合交叉，所以开展航空航天课

程可以促使学生探索多学科、多领域的

知识。当然，课程必须兼顾知识学习和

动手实践，一方面让学生了解航空航天

的历史、学习与航空航天相关的各种知

识，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引

导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体的课程可以从制作初级航

空航天模型开始。许多学生觉得航

模、纸飞机、水火箭等航空航天初级

模型充满神秘，这些模型的科学原理

比较简单，容易让学生获得成就感，

不断循环“好奇—探索—成功—收获

—再探索”的过程。制作航空航天模

型的评价标准是“飞行性能”，这需要

学生动脑、动手进行实践。初始阶段

不需要数学计算和复杂的科学原理

分析，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很容易就

能掌握“飞行”的基本规律，取得“飞

起来”的成功喜悦；但是要想“飞得

快、飞得久、飞得远、飞得高”，教师还

要引导学生深入探索相关学科的知

识，从而帮助学生养成科学严谨的学

习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

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

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

的位置。”在中小学广泛开展航空航天

课程，正是为“科学普及”提供了崭新

思路和实践方向。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

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为“科学普及”提供实践方向
□ 杨 超

2013 年 6 月、2021 年 12 月、2022

年 3 月，我国先后开展了 3 次“太空

授课”活动，航天员王亚平结合太空

中微重力环境、液体表面张力特点

和生理机能，向数千万中小学生展

示了多个神奇现象，并与地面师生

进行了双向互动交流。太空授课影

响广泛，许多学生看过太空授课视

频后，自己在家尝试进行模拟失重

的实验，一些学校组织学生观看后，

陆续开展了航天探究活动，开发了

与航天有关的校本课程。

在中小学开设航天课程，除了关

联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还

可以将航天精神融入思政教育。航

天领域许多生动活泼的案例充满了

教育意义，容易引起学生共鸣，有利

于让学生学习航天精神、认识大国重

器、了解航天应用、超越自我局限、培

养严谨态度、提升工程素养。

学习航天精神。中国航天事业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出

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发展道路，形

成了航天传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

和载人航天精神等。为了迎头赶上

世界先进水平，航天人默默承受着常

人难以承受的困难和压力，锻铸出艰

苦奋斗的崇高品格。面对一系列全

新领域和尖端课题，航天科技人员不

懈探索、敢于超越，攻克了一项又一

项关键技术难题，获得了一大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展示了新

时代中国航天人的卓越创新能力。

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航天人默默奉

献：早期航天人隐姓埋名、扎根深山

边疆，把青春、热血甚至生命都留在

了那片土地；当代航天人不计个人得

失、不求名利地位，表现出无私奉献、

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

认识大国重器。大国重器关系

国家民族命运，“两弹一星”的建设奠

定了我国长期发展的基础，使我国的

国家安全有了战略保障。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在考察中强调“大国重器一

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重大科技创

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只有

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

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

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

和其他安全。

了解航天应用。航天技术已经

深刻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气象卫

星每天提供气象观测数据，气象预报

越来越准确；出行可能需要用到导航

卫星；移动通信、电视转播、远程医疗

等上百种服务的基础是卫星通信技

术；数码相机、尿不湿、重症监护室等

都是航天技术转为民用的案例。美

国“阿波罗登月”计划中有 3000多项

专利技术转为民用，带动了美国计算

机技术、通信技术、测控技术、火箭技

术、激光技术、材料技术、医疗技术等

高新技术的全面发展，将美国的科技

整体水平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近年来，我国的航天技术也开始大量

向民用方向转换。

超越自我局限。苏联科学家齐

奥尔科夫斯基是航天理论的奠基者，

他在 1911 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预

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

会永远生活在摇篮里。”作为一个乡

村中学教师，齐奥尔科夫斯基热心研

究飞艇和飞机，后来由于经费不足转

而进行理论研究，在温饱问题还没有

完全解决时，他思考的却是未来人类

如何飞出地球。齐奥尔科夫斯基的

故事将会引导更多学生树立远大理

想，而不是仅仅看重眼前的利益。美

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首次踏上月球

表面时说：“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

人类的一大步。”阿姆斯特朗将个人

的成就归于人类的进步，这也将激励

学生超越自我局限，拥有更大的视野

和格局。

培养严谨态度。航天工程是当

今世界最复杂、最庞大的工程之一，

航天型号对于质量和可靠性的要求

非常高，不能有丝毫马虎。中国航

天人秉持严谨务实的理念，在实践

中形成了“产品零缺陷、发射零疑

点、在轨零故障”的质量理念，建立

了技术风险分析与控制、质量问题

彻底归零、应急突发事件快速处理

等管理机制，严格执行规章，“做事

有依据、做事按依据、做事留记录”，

体现了航天人科学严谨、求真务实

的态度和作风。

提升工程素养。我国正从制造

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大量工

程素养高的科技人员是持续前进的

保证。航天领域涉及多学科和跨学

科知识，包括航天技术、航天工程

等。在中小学开设航天课程是对传

统分科教育的有益补充，从 STEM

教育的角度来看，我国在数学和科

学方面设置了众多课程，而技术和

工程方面的课程较为缺乏。如果在

中小学开设航天课程，除了介绍航

天精神和航天历史，也应该有较大

篇幅涉及航天技术和航天工程，还

应该有一系列围绕航天技术的制作

和探究活动，有益于提升学生技术

和工程方面的综合素养。

学校可以组织专家收集、整理

已有的航天课程、航天活动，以此

为基础构建较为完善的、考虑不同

学段特点的航天课程，既让学生多

方面受益，又为航天事业的发展提

供后备人才。

（作者系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

将航天精神融入思政教育
□ 高云峰

特别策划

航空航天领域既包含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

知识，也包含自动化、机械工程、人
工智能等工程技术。在中小学开设航

空航天课程，需要整合相关内容，寻找
一条适合学生发展的课程建设路径。目
前，许多学校进行了一系列尝试，本期
我们邀请几位航空航天领域的专家

探 讨 航 空 航 天 课 程 的 意 义 和 内
容，同时呈现一些学校的课

程建设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