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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实验小学贵阳分校：

北斗卫星辅助定位测绘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贵阳分

校的航空航天课程开课了。每周四

下午 16：00—17：30，学校五、六年

级喜欢航空航天科技的学生都会来

到航天教室学习。

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走访、调查

研究等方式，学生选择具有重要意

义的一处公共场所，如学校、社区、

工厂、公园、地标性建筑等，使用能

接收到北斗卫星信号的手机软件或

辅助工具，采集经纬度、进行定位测

距，完成这一地点的地图绘制并撰

写说明材料。

学生输入经纬数据获取相关地

点的卫星图，对建筑物的长、宽、高进

行测绘，还要根据测量数据合理选用

比例，再利用绘图工具进行绘图。该

课程涉及的知识面很广，不仅培养学

生爱科学、学科学的意识，还锻炼他

们动手、动脑的能力。 （张蕊）

重庆两江新区重光小学校：

航天知识走进多个学科

重庆市两江新区重光小学校依

托多学科融合方式，将航天课程引

进课堂，让航天知识走到学生身边，

学生在学习科学、美术、语文、数学

等知识的同时进入了航天的世界。

语文课上，教师带领学生阅读

航天书籍，制作“好书推荐卡”，学

生在书中看到了飞船的升空、火箭

的发展。美术课上，教师带领学生

用画笔把对宇宙和航天事业的憧

憬和好奇展现出来，化作一幅幅美

丽的画卷。科学课上，教师引导学

生感受宇宙的神奇，探索航天的奥

秘。数学课上，教师让学生认识火

箭的图形构造、了解火箭的“前世

今生”，从数字里感知空间站与学

生的距离。 （吕应佳）

四川成都武侯实验中学：

做一名“星际探索者”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引

入航天STEAM课程“星际探索者”，

将航空航天知识在一个个新颖有趣

的科创实验中传输给学生。期末结

课时，学生以团队合作的形式搭建

一个高度还原的深空探测器。

教室里三三两两的学生围拢

在一起，拿出主板、温度传感器、固

定悬架等物品，在教师指引下用螺

丝刀组装成一个完整的机械装置，

再将装置与一旁的电脑相连，将编

写好的测温程序输入装置，最后利

用装置完成测温任务——这是学

生学习“知冷暖的探测器”一课时

的场景。

这节课由两部分组成。上半时

先由教师简单介绍各个行星的具体

温度、在太空中各种能源的来源等理

论知识，下半时由学生动手操作，学

生分成不同小组，利用传感器和主板

组建“太空温度测试仪”。学生会在

小组中担任不同角色，包括硬件工程

师、软件工程师、操作工程师、安全工

程师等，分别完成装置的设计组建、

编写程序、测试调试等工作。

据介绍，“星际探索者”课程参

照了中国探月计划三部曲中的“绕

月计划”，以学生为主体展开了一

个异星探索任务，通过课堂知识讲

授、课内外实践等环节，唤醒学生

对太空探索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动

手能力，初步建立学生的团队合作

意识。 （陈兴隆）

（本报记者解成君根据相关资

料综合整理）

“亲爱的乘客，‘银河号’将于5分

钟后起飞，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座椅

靠背和小桌板，做好飞行准备。”这是

发生在湖北省武汉市汉南第一中学

飞行体验课的一幕。在一片欢呼声

中，全真模拟飞行器开始运行……如

今，学校特色课程“通用航空”已成为

学生抢手的选修课，自从开课以来一

直热度不减。

起飞：家国情怀

“通用航空业是以通用航空飞行

活动为核心，包括从事医疗卫生、抢

险救灾、气象探测、海洋监测、科学实

验、文化体育等方面的飞行活动，是

全产业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

谈起为何钟情通用航空，校长李小勇

侃侃而谈。

近年来，随着国家逐步放开中低

空空域，通用航空业迎来难得的历史

发展机遇，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着力

打造的“通用航空之都”就选址汉

南。汉南通航机场是目前全国最大

的通航机场，也是国际航联指定的世

界飞行者大会永久举办地。

通航产业属于朝阳产业，航空人

才的培养不仅关系到学生发展，而且

关乎国家安全。学校借助天时地利

人和，选择通航教育作为发展方向，

开始了一场艰难而扎实的破冰之旅。

着陆：特色课程

学校组建了以武汉市教科院专家

为主的课程设计团队，拟定通航课程

的“四梁八柱”，严格把握课程的原则

与要素，撰写校本教材《通用航空》，内

容涵盖世界航空发展史、航空基本理

论等。2020年，升级版《通用航空2.0》

面世，增加了无人机方向的章节：无人

机概述、航空气象知识、通信链路、地

面站应用、空中侦察等。

学校各学科教研组开发出一系列

关联通航教育又不失学科特色的校本

课程，如英语组的“航空英语”、物理组

的“航空动力学”、化学组的“航空材料

学”、地理组的“气象与航空”、历史组

的“世界航空史”、体育组的“航空与身

体素质”等。这些课程有力支撑了“通

用航空”课程，形成了相互关联、体系

完善的特色课程组群。英语教师在教

学时增加了航空英语方面的知识和术

语，如塔台和地面控制方面的听力，同

时教授航空通用英语、民航客机空乘

广播等方面的内容；物理教师讲解空

气动力学、空洞、飞行原理等内容；地

理教师拓展航空气象知识……“通用

航空”课程的教学时间固定，实行“五

落实”原则：时间落实、课程落实、人员

落实、评价落实、效果落实。

通航课程一般分为 3 类课型：第

一类为通识教育，由外聘航空航天专

家进行系列化、专业化、常态化科普

讲座；第二类为融合课，即通航科普

与学科知识融合，如将通航动力知识

与物理学中的力学、风洞、电学等结

合起来；第三类为体验课，这是学生

最为感兴趣的课型，他们可以直接体

验模拟飞行驾驶仪，还可以利用飞机

模拟驾驶APP模拟飞行。

通航课程组群的建设不仅极大

丰富了学科内涵，满足了学生的个性

化要求，而且促进了师生思维方式和

行为习惯的改变。担任通航课程的

授课教师姚运华感触很深，他说：“通

航课程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既远在

天边又近在眼前。教师需要立足云

端教学，学生则要‘跳起来摘星星’。”

学生李思媛从小对航空航天很感兴

趣，她表示“通航课程改变了自己看

世界的方式”。

为了保证教学效果，学校与华中

师范大学、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等单位

建立合作关系，专家定期对教师进行

轮训，并实时监测评

估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

2020年，省级重点课题《普通高

中育人方式变革背景下的通用航空

2.0 特色课程的建设》成功立项开题，

自成一体的课程建设实现了通用航

空教育的“软着陆”。

发力：校企融合

2015年起，学校陆续与珠海易航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武汉白云航空应

急救援队等单位开展校企战略合作，

易航通用航空在学校设立飞行体验基

地，学校则在易航通用航空设立科技

素质拓展基地。2016年，学校与汉南

通航机场以及武汉私之人飞行俱乐部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每学期都会

在俱乐部举办航空科技节，让学生与

专业选手、前沿科技面对面，感受科技

进步的力量。在汉南通航机场，除了

举办航空沙龙、人工智能实操等拓展

活动外，机场还把热气球升空以及乘

坐旋翼、三角翼、直升机、轻型运动型

飞机等体验飞行项目作为对优秀学生

的奖励，学生在千米高空惊呼“从空中

俯瞰大地的感觉真好”。

目前，学校已经成立了12个航空

兴趣班，学生在校接受系统的通航理

论教育。学校航空创新实践中心于

2021年12月挂牌，航空实训室、航空体

验室、航空展览室、VR实验室等一应

俱全。学校还购置了一批新型无人

机，无人机教学规范有序；同时，无人

机组装车间正在紧锣密鼓筹建之中，

未来学生可以尝试自主组装无人机。

师资是课程的保障。学校推出

“梦翔工程”，选送大批教师到战略合

作单位参加学习培训，壮大通航师资

力量。学校还聘请汉南通航机场飞

行员林永昌、降落伞大讲堂教师王重

洋、中国民航无人机教员尹力等作为

驻校讲师，提高学校的通航课程教学

水平。

“当我的手触到仿真飞机操作杆

的那一刻，我就暗下决心，此生的方

向是蓝天。”2021 年考取清华大学计

算机仿真和模式识别专业方向硕士

研究生的学生姚天衡谈到第一次模

拟驾驶时仍然激动不已。

汉南一中是学生梦想起飞的地

方。“立德树人、内外兼修为通航教育

校准了航向。”学校党总支书记罗华

平如是说。不久，在通航教育的培养

之下，一大批飞行员、空勤人员、地勤

人员、机务专业人才，将不断从汉南

走向全国。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汉南

第一中学）

我们的航空航天课

链接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小学前身是

中航工业洪都集团子弟小学，经过

70 年的发展，学校从一所普通的航

空企业子弟学校发展成为一所现代

化特色品牌学校。从 2010 年起，学

校以转型发展为契机，结合地域特

点创建了航空航天校本课程。洪都

是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第一枚海防

导弹、第一辆摩托车的诞生之地，居

住着一大批航空科技精英，学校许

多教师和学生都生活在航空人家

庭，从小听着飞机试飞的轰鸣声长

大，长期受到航空文化的熏陶，与航

空文化血肉相连。因此，学校依托

所在地的航空科技文化，开启了观

照学生生命、关注学生发展的“梦想

教育”实践探索。

校本课程播下梦想的种子

“点燃学生心中的梦想，激发学

生探索星辰大海的热情”，这是学校

航空航天课程建设的宗旨之

一，普及性和探索性的空

天课堂、活动化和兴趣

化的梦想社团、实践

式和体验式的梦想

活动，共同构成了

学校航空航天课

程的3个维度。

打 造 空 天

课堂，实现课程

体系化。一是

建设课程资源，

学 校 组 织 骨 干

教师编写校本教

材《航空梦 飞无

垠》，还同步编写了

课程标准及教师用书，

加深了教师对课程的理

解，解决了教师在课程实施

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二是

进行师资培训，为了让教师更好理解

和掌握课程建设精髓，学校通过校本

课程岗前培训、示范课、竞赛课等方

式，保障校本课程的高质量实施，避

免教师“各自为政”的情况。

开展实践活动，实现课程活动

化。一是确立航空航天活动内容，学

校结合课程实施在每个年级设置了

不同的活动内容：一年级开展唱航空

歌曲、制作竹蜻蜓活动，二年级开展

画航空航天科幻画、制作纸飞机活

动，三年级开展讲航空故事、放风筝

活动，四年级开展探访身边的航空航

天人、制作回力镖活动，五年级开展

绘制手抄报、制作孔明灯活动，六年

级开展制作航空航天电子报、撰写航

空航天作文活动。二是组织航空航

天实践体验：参观航空知识展览，丰

富学生的航空航天知识；参观飞机总

装车间、试飞站，观看飞机诞生的过

程，让学生实地了解气候、天气等条

件对飞机起飞的影响，进而了解飞机

如何起飞；开展“羽翼梦想”航模展示

活动，观看太空授课；等等。

组建航模队，实现课程竞赛化。

学校于2010年组建了航模金牌校队，

聘请知名航模教练入校授课。航模

队员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学习航模

运动的基本知识，利用课余时间积极

制作、调试、试飞多种类型的航空模

型，逐步积累了一定的空气动力学知

识和模型飞机调试的经验。

研学实践让梦想萌芽

2015年2月，学校与中科院联手开

展了以“航空航天行”为主题的研学旅

行。学校借助“走进中科院，走近科学

家”项目，先后16次走向全国20余省市

开展活动。师生先后前往紫金山天文

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新疆天文台南

山观测站、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以及中

国科学院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

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29家研究院所

和高校，通过聆听科学家讲座、参观实

验室、开展科研实验等系列活动，了解

我国的前沿科技，传承科学精神。

通过研学实践，师生在世界上最

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FAST（天眼）

旁与科研人员进行深度交流，在北京

天文馆感受浩瀚宇宙的神奇奥妙，在

九号宇宙航天深空科技馆了解什么

是真正的“斗转星移”，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参观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历史博物馆、问天阁……在科学探索

的道路上，学生勇往直前，一粒粒梦

想的种子破土萌芽。

科学家入校滋润梦想
之树生长

2017年 6月 25日，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

远走进学校，开展了一场与学生面对

面的交流，共同探寻“中国人的探月

梦”。活动首先由小宣讲员向院士介

绍学校概况，再由小记者就航空航天

方面的问题向院士提问，学生的问题

得到了院士的耐心讲解。学生利用废

旧物品制作的“嫦娥三号月球车模型”

获得了院士的高度评价，他勉励学生：

“心中有梦就去追吧，看准了方向一定

要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去实现。”

学校还邀请了许多航空航天领

域的科学家入校开展科普活动：中国

工程院院士石屏生前经常与学生互

动，提出“做一个有梦想的人”的殷切

期望；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

总指挥张厚英为心中憧憬“航天梦”

的学生开展题为《嫦娥探月，神州华

彩》的讲座，讲述自己探索航空航天

的经历。

此外，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

演讲团团长白武明、西北工业大学教

授刘波、中国航空学会科普部高级工

程师肇晓兰等专家先后走进学校，做

了题为《科学在我身边》《神奇的载人

航天》《飞翔之梦》《飞机的基础知识》

等多场科普讲座。科学家入校让学

生近距离接触到心中的航空航天专

家，梦想之树在一次又一次与科学家

面对面中茁壮成长。

学校的教育离天空最近、离梦想

最近。随着航空航天课程的创建，学

校已经成为一座梦想的“天空之城”，

学生逐梦星辰大海的梦想之旅已经

逐步开启。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小学）

实现通用航空教育的“软着陆”
□李春联 张大勇

点燃学生的“空天梦想”
□刘红英 朱 婷

学生与院士爷爷面对面进行交流学生与院士爷爷面对面进行交流

学生展示自己制作的航模学生展示自己制作的航模

学生在体验模拟飞行学生在体验模拟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