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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 出新天地
要三门峡市东风小学创客空间建设之路
要要
阴 杨仲勋 杨莉/文图

谁是创客钥 比尔窑盖茨钥 乔布斯钥
精致的独 栋 房 屋 尧 浮 雕 凉 亭 尧 足
球狮子 尧 白雪公 主噎噎当 头 脑 中 最初
的 创 意 袁 通 过 3D 打 印 技 术 完 美 变 身
为色彩丰富尧 触摸可及的实体物品时袁
孩子们禁不住感叹着 野造物冶 的神奇浴
而这一群朝气蓬勃的校园小创客袁
则让人 看到了兴 趣激活教育 尧 科 技 改
变生活的力量遥

智慧与创新的美丽相遇
野同学们袁 听说过 3D 打印吗钥 大
家看到的这个水晶内雕作品袁 就是利
用这一技术生产出来的浴冶 在三门峡市
东风小学孩子们的一声声惊呼中袁 讲
授者开 始演示 3D 打印 的 工 作 原 理尧
介绍 3D 建模的发展趋势和前景遥 特
别是当一个个色彩艳丽尧 活灵活现的
模型展现于面前时袁 小学生们跃跃欲
试遥 这位给 3D 打印社团成员讲授第
一节课的老师袁 是东风小学校长要要
要
岳晓赟遥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袁 创
客与教育的融合袁 正慢慢改变传统的
教育理念尧 模式与方法袁 并将形成一
种新的教育生态遥 始建于 1959 年尧 前
身为洛阳铁路子弟学校袁 后更为现名
的三门峡市东风小学袁 适时提出了
野智慧教育冶 理念袁 即以创新思维铸就
学校发展的灵魂袁 让广大师生更加主
动尧 更有创意地投入到校园生活袁 进

而形成一种健康向上尧 勇于创新尧 敢
于担当的校园生态文化遥 为此袁 2017
年 3 月袁 学校投资 90 余万元启动了创
客空间建设项目遥
该空间 核心功能 区袁 自然 非 3D
打印和机器人专用空间莫属遥 前者配
备了 10 台 3D 打印机袁 以环保可降解
的 PLA 耗材为材料袁 生产所能想象的
任何产品遥 后者配备的两个奥科流思
机器人能说会唱尧 会计算袁 还能与同
学们对话袁 是孩子们的最爱遥 考虑到
学生操作能力和安全需求袁 学校配置
了可伸缩防触电插座袁 以及达到国家
标准要求的环保型材质等专用装备遥
为尽快培训一批创客骨干袁 学校
先后选派多位教师前往快速制造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尧 上海能力风暴教育机
器人培训中心参加观摩培训遥 另外袁
学校也积极选派老师参加省创客教育
师资培训尧 能力风暴世界教育机器人
大赛 渊W ER 冤 西北大区公开赛的观摩
等活动遥 日常工作中袁 成员们以创客
教育为研究方向袁 不断完善尧 规范课
程体系袁 课题实践与课程研发齐头并
进袁 普及教育与特长教育双轮驱动遥
2017 年袁 市级课题 叶信息技术对有效
教学的促进和提高策略方法的研究曳
立项实施袁 以创客教育为研究方向的
课题也正在进行中遥

创客课程掀起头脑风暴
作为三门峡市首个开展创客教育
的学校袁 东风小学 野玩转创客冶 课程

以社团形式吸引了全校学生的普遍关
注遥 学校通过综合分析学生兴趣爱好尧
对创客了解程度尧 想象力及年龄特点袁
在中尧 高年级选拔出部分学生参加试
听学习遥 在这一双向选择中袁 让真正
有兴趣的孩子留下来遥
课程方面袁 学校设置 3D 打印设
计尧 机器人尧 动漫社团尧 益智手工等
4 个版块遥
其中袁 3D 打印 课程以 知名 高校
叶青少年 3D 打印趣味课程曳 和 叶创意
设计及 3D 打印曳 为蓝本袁 以学生实
际需求为依据设计教学内容袁 以项目
式学习方式开展教学活动袁 由教师引
导学生动手设计建模尧 动手打印作品袁
随时随地把想法转化为 3D 模型袁 做
到模块化的无缝衔接袁 孩子们在动手
操作的过程中享受尧 体验智慧创新的
快乐遥
机器人课程的核心就是让孩子自
由搭建袁 激发创新精神袁 培养科学兴
趣遥 东风机器人社团采用乐高教育机
器人套装进行教学遥 这种新型学习工
具内容丰富袁 具有挑战性尧 趣味性和
可操作性遥 学生通过分析原理尧 组装
搭建尧 调试传感器尧 编写程序尧 调试
程序等过程完成每节课的任务袁 在玩
机器人的过程中学习了机械尧 电子尧
软件尧 仿生等各种综合知识袁 动手操
作能力尧 逻辑思维能力尧 综合应用和
实践创新能力得到了提升遥 他们说袁
看到自己精心搭建尧 组装尧 调试的电
风扇尧 起重机尧 小汽车等动起来袁 感
到特别有成就感遥
在其余两类课程
中袁 动漫社团课程教会
学 生 用 电 脑 制 作 flash
动画尧 动漫视频等遥 益
智手工课程整合学科教
学袁 教会学生制作盘子
画尧 卡通人物泥塑尧 卡
通插件等袁 并为学生提
供了交流展示的平台遥
这些课程既培养了学生
兴趣袁 陶冶了情操袁 又
开阔了视野袁 锻炼了能
力袁 彰显了学校作为全
省首批 野动漫教育实验
学校冶 的独特魅力遥

野做中学尧 创中学冶袁 创客精神与
教育实践袁 智慧与创新的不期而遇袁
激发了学生的创新能力袁 孩子们用自
由的双手表达智慧的头脑袁 将想法变
成现实袁 让智慧引领教育袁 让科学成
为流行袁 让创新在校园飞扬遥

野玩冶 中启智袁 动手造物

六 渊2冤 班的学生李周优扬动手拼
搭的蠕虫机器人在前进袁 笔者只见他
用手一挡袁 机器人就自动调整了路线
继续前进噎噎
旋转角度为 135 度的摇摆式电风扇
是宋静怡及其小伙伴们共同制作的遥 每
次社团活动袁 他们就一起在创客教室兴
奋地忙碌遥 宋静怡开心地说院 野把创意
制作成作品袁 需要不断摸索研究袁 我们
的动手协作能力也得到了提高遥冶
野创客教育课程非常吸引我袁 课堂
上可以进行各种尝试袁 将书本中学习
到的知识和头脑中的创意变成现实遥冶
3D 打印社团的毛毅哲同学这样说遥
野我们读书的时候只能玩纸制的模
型袁 现在的孩子们都开始玩创客啦袁
东风小学的学生真幸福遥冶 说起创客教
育袁 3D 打印社团成员郭晨阳的爸爸兴
奋地说遥
野参加创客活动袁 确实能开 阔眼

广告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是一所全日制公办医学类普通高等专科学校袁
经过多年发展袁 逐步形成了如今以西医为主体尧 中医为特色尧 医护药技
管门类齐全的办学格局遥
学校占地约 88 公顷袁 校舍建筑面积 44.92 万平方米袁 教学科研仪器
设备价值 1.35 亿元袁 馆藏图书 167 万册袁 中外文期刊 1300 余种袁 创办的
叶国医论坛曳 杂志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遥 中药标本馆全国一流袁 人体生命
科学馆国内领先袁 仲景文化特藏馆独具特色遥 学校建有各类标准实验室
500 余个袁 拥有千兆校园网和手术直播示教系统袁 所有教室均配有多媒体
教学系统遥 学校建有 3 所附属医院袁 床位 3300 张遥 3 所附属医院均建有
较为完备的实训场地和示教系统遥 学校还在市内外另设了 105 个临床教
学医院袁 为学生临床教学和见习尧 实习提供了有力保证遥
学校现有教职工 3000 余人 渊含 3 所直属附属医院冤袁 专任教师 829
人袁 其中副高以上职称 331 人袁 具有硕士尧 博士以上学位的教师 427 人遥
学校设有 14 个教学系部袁 开设有临床医学尧 中医学尧 针灸推拿尧 护理尧
药学尧 医学影像技术等 18 个专业遥 2018 年袁 学校普通专科将面向全国
15 个省尧 自治区共计招生 5475 人遥
为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和先进教育理念袁 经河南省教育厅批准袁 学校
与美国哈森大学合作开办临床医学尧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袁 与日本大阪滋
庆学园合作开办护理专业 渊老年护理方向冤袁 与菲律宾伊密里欧学院合作
举办护理尧 药学尧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遥 教学计划由学校和国外合作高校
共同制定袁 部分课程由国外教授来校授课遥 学生学习期满袁 成绩合格袁
可获得南阳医专普通大专毕业证书和就业报到证袁 同时获得国外合作院
校所修专业学分袁 可申请到国外继续深造或就业遥
学校秉承 野崇仁尧 厚德尧 恒志尧 精术冶 的校训袁 致力于仲景品牌的
培育袁 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袁 仲景学子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可袁 学生就
业率连年保持在 95% 以上遥 近年来袁 学校先后荣获 野河南省文明单位标
兵冶 野河南省职业教育品牌示范学校冶 野河南省示范性高职高专院校冶
野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工作先进集体冶 野河南省普通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
作先进集体冶 野平安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冶 野河南省职业教育攻坚工作先
进单位冶 野河南省行风建设先进单位冶 野河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
单位冶 等称号遥 2018 年袁 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对全国 1388 所高
职高专院校进行排名袁 南阳医专综合指数位居全国医药类高职高专第一袁
教育竞争力指数位居全国高职高专院校第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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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袁 看到孩子的作品袁 真为他们独特
的创意而自豪遥冶 机器人社团成员罗文
硕的妈妈骄傲地说遥
3D 打印社团教师李志林和机器人
社团教师岳明星说袁 孩子们的奇思妙
想袁 是大人们难以想象的遥 创客空间
是一片神奇的天地袁 在这里袁 老师所
要做的袁 就是引导和鼓励孩子们将天
马行空的创意变成实物袁 智造未来遥
创客是 野玩冶 出来的遥 东风小学
校长岳晓赟说袁 创客教育就是通过会
玩的老师袁 利用好玩的课程袁 培养会
玩的学生要要
要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创
客一起玩时袁 世界将因 野玩冶 而改变遥
激发孩子创意和在造物过程中引导
他们学习袁 是东风小学创客教育的价值
所在遥 学生们不断学习尧 尝试袁 做乐高
模型尧 尝试 3D 打印尧 激光雕刻等袁 使
学生们体会到 野造物冶 的乐趣噎噎孩子
们亲手制作的印有学校的校徽尧 校名等
标志的 3D 打印作品袁 作为一件件精美
的纪念品送给到校参观的客人们时袁 他
们感受到一种特别的自豪遥
教育就是用教育者的智慧启迪学
生的智慧遥 创新尧 探索尧 求知袁 在东
风小学校园里袁 学生们在创客教师带
领下开始了头脑风暴遥 这成为了学校
闪亮的标签遥
近两年来袁 东风小学先后被授予

3D 创新教育示范校尧 河南省首批中小
学创客教育试点校尧 河南省汉之星信
息化教学实验学校袁 并获得了河南省
第六届中小学生技术设计与创新成果
比赛机器人项目大赛一等奖遥 张娟莹
老师的 叶盘中趣曳 校本教材获得全省
校本课程优秀成果一等奖袁 其参与编
撰的 叶全国综合实践系列丛书曳 之
叶工艺品拼贴画曳 已经面世遥
未来的东风小学袁 将通过集中化
的桌面管理袁 将个人桌面环境集中存
放于数据中心袁 取代客户端的本地计
算袁 实现个人桌面环境的按需分配的
教育虚拟化的桌面平台建设遥 校长岳
晓赟说袁 利用现代信息手段与课堂教
学进行有机融合的新型教学模式袁 实
现了课堂多媒体互动袁 让课堂变得简
单尧 生动尧 高效袁 实现了以 野学生为
中心冶 的教学模式曰 以平板电脑为载
体袁 以交互式一体机为依托袁 以教育
生态理论为依据的 野智动课堂冶 平台袁
将人机交互技术尧 无线技术尧 多媒体
技术尧 智能终端技术有效整合袁 从而
实现学生自主尧 合作尧 探究学习的高
效课堂模式袁 完美呈现东风小学创客
教育的科技与未来遥
创客教育袁 让东风小学变成了培养
创客的温床袁 一粒粒梦想的种子在生
根尧 发芽尧 茁壮成长噎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