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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是进行科学教育

最好的切入点。它从远古时

代就激发着人类的好奇心，

且天文学作为六大基础学科

中唯一未进入中小学课程体

系的学科，可以不受已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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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14 亿人只有不到 3000 名职业天文学

家，相当于每 46万人中才出 1名天文学家。”在近

日召开的第一届天文科学教育研讨会上，中国科

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刘继峰呼吁，“我们希望

在未来 10年内将中国职业天文学家人数提升到

1 万人，若按照当前每年增长 300 人的速度这一

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为进一步推动天文科学教育，在本次研讨会

上，由国家级专业研究机构和专业天文学家群体

共同推动天文科学教育联盟建设。“我们就是希

望形成合力，整合科研机构、高校、中小学等各方

资源，打通天文学家、科学教师、学生间的互动交

流渠道，以联盟作为连接器，让学生与科学教育

真正连接起来。”南京大学教授李向东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通过科学教育可以让更多的人理解

天文学究竟在做什么，让更多的人投身到天文学

研究中，同时也能储备后续人才。”

天文学是科学教育最好
的切入点

“比宇宙更大的是什么？”“太阳为什么不会

掉下来？”“火星上有植物吗？”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武向平在云南做

科普报告时，遇到纳西族小学生的连环追问。这

些千奇百怪的问题，武向平已经历了多次。他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小孩子是天真烂漫的，对世界

充满了好奇，也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作为科

技工作者，我们有责任保护这份好奇心，通过科

学教育将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理念告诉他

们，在他们心中播下科学的火种。”

“科学教育的目的不是要让每一个孩子成为

科学家，而是要让孩子们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在

武向平看来，科学教育不是“科学+教育”，也不

是“科学的教育”，而应该是注重思维方式的养成

型教育，承担起知识拓展与知识融合的功能。

与会专家认为，天文学是进行科学教育最好

的切入点。因为它从远古时代就激发着人类的

好奇心，而且天文学作为六大基础学科中唯一未

进入中小学课程体系的学科，可以不受已有学科

教育范式的束缚。

天文科学教育还有很多
困难待解

近年来已有很多中小学校采购天文观测设

施、开发校本课程、组织天文活动等，相关教育机

构也推出各类观星活动与天文研学，在天文科学

普及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国内也有 20多所大

学成立天文专业，在培养天文科技创新人才、推

动天文学科创新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此

同时，天文科学教育还有很多困难亟待解决。

刘继峰认为，当前中小学天文科学教育普遍

资料陈旧，缺乏紧跟前沿热点的新知识，且因望

远镜等天文器材动辄投入数十万、上百万，设备

设施标准化不足导致后期运行维护成本高昂，很

多学校的天文课程最终难逃“不了了之”的结

局。同时，作为现行科学教育的最重要场所之

一，科技场馆多集中在大中型城市，中西部偏远

地区的学生较难获得科学素质教育。

为此，刘继峰指出：“需要进行全链条的设计

与思考，持续性、体系性地面向全国中小学开展

天文科学教育。”

标准化培训让天文教学
不再“曲高和寡”

为解决教学资料匮乏陈旧的问题，未来，天文

科学教育联盟将依托北京师范大学专家团队编写

教材。“标准化的教材让一线教师增强了信心，希望

教材还可以配套开发实验材料，并在编写后尽快让

学校试用，以反馈修改建议。”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

学部教师周友富表示，“我们非常愿意做实验学校。”

针对大多数中小学教师没有专业的天文教

育背景，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张丽透露，天文科教

联盟将建立规范化、职业化的培训体系，提升天

文教师教学水平。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南京

光学天文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正阳也表示，天文

科教联盟将制定标准化指南，帮助中小学选取合

适的观测设备，并提供统一的维护方案，让天文

望远镜在使用、维护、购买等方面更加便捷，让每

个学生都有用上望远镜的机会。

目前，该联盟已经选取了多家学校作为试点

进行探索。“我们希望到 2024年天文课程可以辐

射几百所学校，5—10 年内服务全国 25 万中小

学。”刘继峰说。

“希望通过天文科学教育，创造仰望星辰的

自由环境，让具有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意识、创

新精神、创新能力的青少年不断‘冒’出来。”张丽

说道。

天文科学教育：培养更多青少年仰望星空

近日，在国家一级学会赛事——第六届全

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中，来自西南科技大学

（以下简称西南科大）地质工程专业的学生获

得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学校在 64 所全国参

赛高校中名列前茅，获得优秀组织奖和团队二

等奖。

从 2005 年至今，西南科大环境与资源学院

培养出了全国一半多的建材地质总队大队长、总

工程师，该学院学生先后获得国家级创新创业学

科竞赛奖励 186 项……这些成绩折射出西南科

大在地矿环境类人才培养领域已经探索出一条

复合型人才培养新路。

“我校自 1952 年起开办采矿班以来，地矿环

境类人才培养已有 70 年历史。”日前，西南科大

党委书记、校长董发勤谈及该校地矿环境类人才

培养历程时说，“我们花了 17年时间深入开展复

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今年暑假期间，西南科大环境与资源学院

“承诺自然”环境保护协会走进四川省绵阳市

游仙区新桥镇，开展“彩虹背后绿色飞扬”主题

夏令营活动。20 名来自不同高校的学员，在当

地进行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调研和环境知识科

普与自然体验活动。“丹心一片育新苗，幼芽千

株留新桥。”该学院学生刘尚松表示，“学院开

展的社会实践活动，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

己的专业知识与低碳环保理念之间千丝万缕的

联系。”

据悉，西南科大环境与资源学院自 2005 年

成立之时，就依托环境工程国家特色专业建设

项目，创造性地提出了绿色与生态贯通育人理

念，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论，与地

矿环境生态领域的全生命周期理论相融合，贯

穿到人才培养的各个具体环节，增强学生的生

态文明素养和哲学认知。

“我们重构了地矿环境类学科专业群的共

性知识体系，建立了‘学科模块化’镶嵌式学科

知识体系，实现了学科交叉融合。”董发勤介绍

说，该校构建了跨学科跨专业教学团队，实现

了专业理论课程、实践课程在生态文明观基础

上的有效衔接，提高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西南科大也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各

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并引导教师改革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全面提升生态文明教育能力，打

造全方位生态文明教育环境。

“我校以环境生态学科为先导，地质、矿产

资源、矿物加工学科为主干，在专业基础内容

部分前置生态保护类的通识课程。”董发勤表

示，该做法让专业人才形成了生态保护意识。

此外，西南科大也在专业课程中植入了生态协

调、环境友好等理念。

据了解，西南科大在第一课堂之外，还鼓励

学生参加“承诺自然”环保协会、“彩虹背后绿

色飞扬”主题夏令营等社会实践，以及世界地

球日、世界环境日、国际湿地日等环保主题活

动，强化学生的价值观塑造，让学科专业知识

与绿色低碳理念有机结合，增强学生的生态文

明素养。

让学科专业知识与绿色生态理念结合

近日，在西南科大环境与资源学院专业教师

谭江月的课堂上，同学们积极性高涨，课堂气氛

十分活跃。这得益于她采用设计学习情境的教

学方法进行的课堂教学。

“四延伸”“五协同”“三元融合”育人才

中国西部地区在中国发展的战略棋盘中占

据着重要位置。但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较为

脆弱，需要从源头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这就对新

时代地矿环境类人才的知识结构和生态环境保

护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然而传统地矿环境类专业教学下，学生生态

文明素养不高，难以满足西部大开发对复合型人

才的需求。同时，该专业教学环境也相对封闭，

导致学生被动学习、知识结构单一，解决复杂工

程问题能力普遍较弱，因此学生毕业后难以扎根

西部。

为解决以上难题，西南科大在多元协同培养

地矿环境类复合型人才领域做出深入探索，让学

生跨学科专业创新能力得到显著提升。该校培

养的地矿环境类复合型人才具有多学科知识，能

解决复杂地矿环境类问题，并活跃在地质勘探和

生态环境保护的第一线，其中 80%的毕业生扎根

西部，比 10年前增长近一倍，为国家西部大开发

作出了突出贡献。

近年来，西南科大教师积极开展教学研究，

主动投入专业和课程建设，担任学生学术活动导

师。该校获批国家级教学团队 7个，开设国家级

一流课程 28门，主编教材 34部。同时，该校教师

在社会服务方面也积极作为，如该校董发勤教授

团队利用微生物矿化技术，帮助九寨沟、黄龙进

行震后修复工作。

“在教学实践和经验探索中，我校教师综合

能力不断提高。”董发勤说道，该校教师先后在

《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等期刊上发表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 144篇；该校召开“共建‘一带

一路’：绿色发展与治理国际论坛”“绿色发展与

城市治理国际研讨会”等国内外学术会议 55次，

积极推广教学成果，对国内高校地矿环境类专业

人才培养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据了解，下一步，西南科大将持续以绿色低

碳的地球自然系统观为引领，引导学生将个人理

想融入中西部地区建设之中，为区域发展提供地

矿资源、环境生态类复合型人才。

为区域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另辟蹊径培养地矿环境类人才另辟蹊径培养地矿环境类人才

西南科大将绿色低碳贯穿育人全过程西南科大将绿色低碳贯穿育人全过程

从2005年至今，西南科

技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培养

出了全国一半多的建材地质

总队大队长、总工程师，该学院

学生先后获得国家级创新创

业学科竞赛奖励186项……

这些成绩折射出西南科技大

学在地矿环境类人才培养领

域已经探索出一条复合型人

才培养新路。

近年来，西南科大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能

力，推行“四延伸”教学改革和“五协同”育人模

式，强化“三元融合”思政教育，取得显著成效。

何为“四延伸”教学改革？实际是让教学内

容从教辅资料向在线资源延伸，变灌输式教学方

式为探究式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学习方式上从被

动接受式学习延伸为分组讨论学习；让学习时空

从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向实践基地、科技活动场

馆、校外工程现场延伸，以便能增强学生的学科

交叉复合研究能力、研究创新能力、沟通合作能

力和工程实践能力；在教学方式上从灌输式、讲

授式向探究式、研讨式、线上线下混合式延伸，增

强学生研究创新能力。

“我们的‘五协同’系统培养模式主要包含专

业协同、学科协同、校际协同、校企协同和校所协

同五种育人模式。”董发勤介绍道，该校打破了传

统地矿环境类专业之间相对封闭的教育教学体

系，在地质类专业教学中嵌入环境工程课程模

块，在环境类专业教学中嵌入地矿资源课程模

块，使得地矿环境类专业相互融合，形成专业集

群，拓宽了学生的专业视野。

同时，西南科大又将地质学、矿业工程、环境

工程等学科有机结合，组建跨学科教学团队 15

个，以及国家城市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等教学科研平台 43 个，促进了学生知识

结构的交叉复合。并联合多所高校组建高校联

盟，按照“章程约定、专业对接、课程互设、学分互

认”的运行机制，形成优质资源共建共享。

据悉，目前西南科大已与西部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武钢集团有限公司等 86 家企业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科学

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等建立

了“学科对接，人才互聘，成果共享，技术共用”

的运行机制，在学生实习实训、科研联合攻关等

方面开展合作，实现了科技合作广结硕果的良好

局面。

刚刚开学，面庞黝黑的鲁作旺迫不及待地和社团的同学比拼着球

技。在红绿相间的篮球场上，他游刃有余地穿梭在队友之间，多次带球

突围。“这里操场大、同学多，还能学篮球！”鲁作旺罗列着新学校的种种

好处。

10 岁的鲁作旺来自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黄峪镇邵家洼村。去年他

从自家村头的邵家洼小学转入黄峪镇宋家沟小学。提起鲁作旺过去的小

学，宋家沟小学校长朱弋尽是惆怅：“山乡留不住人，年轻父母想方设法将孩

子转到城镇，村小渐渐只剩下 21 个孩子。老师的许多教学想法无力落实，

孩子的学习热情渐渐消散。”

七 里 河 区 位 于 甘 肃 省 兰 州 市 中 南 部 ，农 村 面 积 占 全 区 总 面 积 的

85.9%。近几年，随着城乡一体化速度加快，当地农村年轻人大量进城务工，

生源持续减少的农村学校出现严重的空心化现象，随之而来的是教育资源

浪费等问题。

2020 年，兰州市七里河区立足实际，探索区域内城乡教育一体化办学

发展改革，将 26 所农村中小学和教学点进行资源整合，同时与城区 51 个优

质学校组建为 7个小学和 3个中学的教育集团，改进乡村学校管理，促进城

乡教育均衡化发展。

如今，校长朱弋满怀信心：“鲁作旺所在小学附近的所有‘萎缩’小学的

学生都转到了交通便利的宋家沟小学，在校学生数量增加到了 121 个。现

在每个学科都配齐了老师，学校新建了食堂，硬件设施进行了升级改造，随

着教学质量的改善，原本流失的学生也陆续回来了。学校体量变大后，校园

重新恢复了活力。”

为了缩小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七里河区探索实施教育集团内 10%至

20%的教师城乡双向柔性流动，以优质师资的交流示范，实现优质教育资源

辐射共享。同时组织城区 50余名优秀教师多轮次深入农村学校送教送培，

着力提升农村学校师资水平。

许鸿雁曾是一名在西果园镇袁家湾小学“蹲守”的语文教师。该校仅有

30个学生和 9位老师，面对着只有数名学生的课堂，许鸿雁的教学激情不断

减退。“那时虽然也有教育系统组织的教学培训，但很多先进的教学理念根

本无力实践，学生积极性也不高，上课全靠点名。”

随着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许鸿雁成为兰州市第二十九中学小学部的教

师，并有幸参与城区学校的轮岗培训。城区学校先进的教学理念深深震撼

了许鸿雁，优质的教研培训、超越书本的教学内容、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使

她的教学观念发生着改变。

培训结束后，回到第二十九中学的许鸿雁惊喜地发现，经过农村学校布

局调整和集团化办学，这里的教学氛围和校园风貌已经非常接近城市学校，

这也让她更加专注于教学工作。

“整合后，学校由内而外翻修一新，不仅为宿舍、教学楼粉刷了墙面，还

在操场铺设草坪。现在，足球、拳击、剪纸等多彩的社团课开展起来，大课间

被花样跳绳、锅庄舞等丰富的活动填满，一切大变样了。”兰州市第二十九中

学校长曹建说。

近年来，七里河区每年向农村学校投入专项资金对整合资源的农村学

校进行了标准化改造建设。“班班通”、触摸屏教学一体机等先进教育器材的

配备，使所有农村学校实现了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

兰州市七里河区委书记芮文刚说：“我们将继续为乡村孩子提供优质、

温暖的教育环境，期盼更多的学子回归。”

城乡一体化办学，“点亮”乡村教育

“研究好坝上农业节水的途径与技术路线的设计，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这是我们的专业，也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在河北张北坝上工作 30 多

年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张立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我们研究的意义就是

要让坝上的农业增效，让农民增收。”

近日，河北农业大学师生奔赴张北坝上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喜迎二

十大 助力乡村振兴”大学生志愿者暑期社会实践主题活动，依托坝上资

源，用科技助力当地农业经济产业发展。这已是他们连续第七年奔赴张

北开展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了。

一个月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师生过得忙碌而充实。他们来到田

间地头调查了解农户种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土壤含水量测量、作物

生长监测，为当地农民开展农业技术讲座，手把手指导农民如何选择高产

品种、实施科学灌溉、开展杂草防控等。

不仅如此，他们还来到德胜村旧址、新民居示范户、光伏实验基地，感

受坝上经济发展变化，并围绕“光伏发电以及后冬奥时代德胜村新能源特

色小镇建设”等具体问题提出方案，向当地村委会反馈。

河北农业大学农学院参与张北坝上“农业综合试验站”工作，已经

有 30 多年的历史。本次社会实践活动开设了一场“田野里的党课”，

原张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杜永库和 80 多岁的河北省优秀离退休干部、

党员杨福存共同为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师生上了一堂有意义的党史

教育课。

“这种党课的形式既新颖又接地气，不仅让我对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

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让我明白了一代代农学人坚守坝上的责任与

初心，作为一名党员，我们一定以杨福存、张立峰老师为榜样，结合自己的

科学研究，为党的事业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参加该校

社会实践活动的成员闫宝月如是说。

河北农业大学师生

把科技送到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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