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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科普场馆青少年科学教育沙龙

2008 年 12 月 2 日，中国科普研究所举办了
科普场馆青少年科学教育沙龙，来自博物馆科
学教育、青少年科学教育、科普研究以及科普
产品制作等领域的 30 多位学者参加了沙龙。中
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任福君首先介绍了科普研究
所在科普场馆展教功能、展教手段的监测评估
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如何
在科普场馆开展活动来提高青少年科学素质的
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交流，此次沙龙为科
学普及、科学教育和科普场馆研究领域学者的
广泛交流搭建了重要的学术平台。
以下是本次沙龙各位专家的发言概要。
郁波 渊中央教育科
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冤 我
们探讨的主题是科普场
馆与科学教育，而我的
研究方向正是小学科学
教育，我给大家简单介
绍一下小学的科学课程
以及近 10 年来中国的
小学科学教育发展情
况，以及我们怎样借助
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促进小学科学素质的提高。
2000 年以来，我国小学科学教育在新一轮
课程改革和世界科学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具体表现在课程性质、基本理
念、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等诸多方
面。
关于课程资源方面则是与今天讨论的议题
直接相关的部分。 《科学课程标准》 （3-6 年
级） 第四部分“实施建议”的“课程资源的开
发与利用”中指出，为了使小学生的科学学习
收稿日期院 200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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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广阔的智力背景，科学教育不能局限于传
统意义上的教材，必须利用与开发多种多样的
课程资源。有关的社会教学资源包括学校、家
庭和社区 3 个方面，其中社区课程资源就包括
科技场馆 （如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少年
宫、农技站等）。
通过考察全国各地小学科学课程的实施情
况，我们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教学资源非常
匮乏。目前，学校资源只包括学习袋、工具箱
以及光盘，但是目前这些可用资源远远不够，
具有非常广阔的开发余地。
科普场馆与教学资源可能发生的联系非常
广阔。目前 《科学》 教材的 32 个单元都可以在
相应场馆中学习，例如，“植物”的学习可在
各地植物园、自然博物馆开展，“动物”的学
习可以在各地动物园、自然博物馆、水族馆等
开展，等等。在所有单元中，我认为首先需要
加强天文场馆的利用，另一个需要支持的是生
命世界这部分，相对而言，物质科学这部分的
资源最容易获得。
对于科普场馆与学校科学教育相结合的形
式，首先是科普场馆深度介入课堂教学，成为
科学教育的一种有效形式，也就是“场馆即课
堂”；另外可以开展类似科普大篷车式的到校服
务，作为教学的延伸和补充。尤其对农村来说，
科学课程只能依靠教材本身，如果能有展品和
现场的实验进行配合，将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另外，科普场馆可以对教师进行专业知识
和技能的培训，向教师提供体验科学探究的机
会，因为我国相当大一部分的小学科学教师没
有经过科学探究学习，不能很好地实践探究式
教学，而科普场馆正可以带领教师去探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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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经进行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最后，我想表达这样的愿望：学校科学教
育迫切希望建立有效的社会运行机制，整合各
类教育资源与学校的科学教育相衔接，这不仅
是因为我国的科学教育资源十分贫乏，而且因
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有利于儿童理解科学究竟
是什么，才能推动社会对科学教育的理解。
钟 琦 渊 中国 科 普
研究所副研究员冤 近
几年国内各类场馆虽
然根据自身的特点及
新理念开展着科学教
育的探索，但缺乏实
践经验的总结提升和
理论支持，整体水平
不高。对这方面的研
究也没有形成自然科
学博物馆科学教育的专业领域，在科技传播研
究中仍未形成研究体系，研究成果很少。去年
我们做了一个课题，对我国自然科学博物馆的
科学教育进行研究，对提高科普场馆科学教育
水平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以期推动我国
科普场馆科学教育活动水平的提高。
在研究方法上，为了方便与国外案例的对
比研究，课题以案例研究为主线。我们面向 68
家各类自然科学博物馆发函征集科学教育案例，
包括实地考察的 8 个场馆。回收 97 个案例，课
题组分成活动、展览、夏令营、培训、影视出
版 5 个版块，逐个整理、分析，并总结各版块
案例特点。选取 41 个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出版
《自然科学博物馆科学教育活动》。
收集案例的主要情况如下： （1） 征集案例
包含了课题所关注的所有形式，但数量上以活动
为主，占总体的 7 成左右； （2） 虽然从绝对数
量上并不多，但科学教育开展较好的还是自然史
博物馆类； （3） 科技馆中以上海科技馆较为突
出，科学教育形式多样、手段丰富； （4） 动、
植物园由于主管部门不一差距较大，没有收到
自然保护区的案例； （5） 已有场馆在基本陈列
上引入科学教育理念，细分观众群，针对观众
需求设置陈列。
这些活动案例表现出整合社会资源的特点，

活动中发现一些馆开始采用了多感官结合的形
式，也注重突出活动三步走的特点。就展览的
案例来说，不仅表现为在场馆中出现了包装手
段，还具有了展览与活动进行互动的特点。
当然，案例中还存在各主题之间的关联性
不够、与中小学生课改的融合不足、运用数字
化技术进程缓慢等问题。下一步，我们要继续
总结各种形式的科学教育案例的优秀经验，提
升理论成果，进行国外比较研究，并推广我们
的研究成果。
郭耕 渊北京麋鹿
苑博物馆副馆长冤 我
所做的是麋鹿苑的户
外 生 态 教 育， 虽 然 麋
鹿苑是很小的博物馆，
却有很深刻的历史文
化渊源。我觉得科普
有着自然与人文融合
的渊源，而麋鹿苑博
物馆现在所展示的正
是自然与人文的融合。
去年我们在麋鹿苑门口推出门区文化墙，
上面刻着中国古代至今和麋鹿有关的诗词。另
外还有万国欢迎词石雕，是由 60 个民族的语言
写出的“欢迎”两个字，上面刻着麋鹿的 logo，
这个 logo 正是我们祖先在瓦当上设计的麋鹿图
案。
通过对麋鹿的人文自然历史，特别是科学
史的介绍，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例如，
我们在麋鹿苑内做出标牌，指出 1865 年法国的
大卫发现麋鹿的模式种产地，1900 年麋鹿在中
国灭绝，1985 年麋鹿重新引入我国。麋鹿苑经
历了 3 个朝代，孩子们来到这里首先要进行入
苑宣誓，刚开始很多学生是逆反的，但是宣誓
后的效果却是巨大的。更有一些大学生开始不
愿意宣誓，参观完主动要求宣誓，从中可以看
出科普效果是良好的。
在科普设施的开发上，2007 年麋鹿苑开发
了鸟类迁徙地球仪、观鸟台等；2008 年则推出
了三不猴和生态足印和足印小径等。此外我们
马上要推出湿地科普长廊。我们为不同年龄段
的孩子编写科普歌，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并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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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传唱。我们还建立了世界灭绝动物的墓地、
工业化与物种灭绝生态破坏的联系、中国传统
护生思想中的环境道德观等多个与生态保护相
关的主题展，期望人们能以动物为师,走可持续
发展之路。
科普的触角不只是在某个单位里面，可以
触及到各个方面。在麋鹿苑中，我们时刻贯彻
着“保护自然,即保护未来”的理念，同时提倡
换位思考，推崇厚德载物的思想。
哈骏 (北京 市文物
局博物馆处副处长) 截
至 2008 年 12 月，北京
市已有注册登记博物馆
共 148 家。北京地区博
物馆具有明显的科普资
源优势，北京地区博物
馆数量居全国之首，全
市博物馆所收藏的文物、
艺术品数量巨大，同时
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区位优势明显，有丰
富人力物力资源。除此之外，北京地区博物馆
还具有顶尖的科普专业人才。
从科普场馆上看，北京地区注册登记的科
技类博物馆 23 家，约占博物馆总数 16％。2007
年，北京地区博物馆科技或与科技 有关的 35
项，约占 11%；举办临时展览 427 项，科技类
展览 33 项，约占全部临时展览总数的 7%。
北京市文物局大力开展科普工作，与北京
市科委联合下发 《关于推进北京地区博物馆开
展科普教育活动的若干意见 》。2003 年开始，
在北京市科委的支持下，每年组织科普培训班，
加强科普人才培养，大力鼓励并支持文博专业
人员开展科普活动。同时，科普项目经费投入
逐步增加，从最初的数十万元到近年的数百万
元，活动投入从单一的政府投入到政府、企业
和个人多元投入。
此外，其他博物馆也不断举办科普展览，
如北京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青铜铸造”，李长
春同志参观后给予高度评价；首都博物馆面向
中小学生的北京历史考察系列活动，介绍了陶
艺坊和木版年画印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中国航空博物馆、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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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馆等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这些
活动受到了观众和青少年朋友的欢迎，。
最后，谈一下我对科普的一些看法。科普
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好的科普活动在于策划，
好的策划是活动成功的关键，之后才可以充分
借助媒体，把科普内容与方式展示给观众。我
在航空博物馆任社教主任期间，借助航空博物
馆这个良好的的工作平台，开发了 4 大类 140
多项活动，每年都推出一些活动，如航空一日
游、科普周末、野外生存训练等。我们这些活
动都经过比较好的策划，也都取得了比较好的
效果，受到公众的欢迎。
朱幼文 渊中国科
学技术馆研究员冤 最
近，邓楠同志在中国
科技馆座谈会上指出：
我国科技馆事业的发
展正面临重要的转折
期，科技馆要实现
“三个转变”——
—转变
展示设计的思路、转
变“有展无教”的局
面、转变单一的科普教育方式。我今天带着期
望与渴望而来，重大转变正是我的渴望所在。
目前，我国科技馆普遍存在“有展无教”
和科普教育方式单一化的问题，其根源是“以
物 （展品） 为中心”的观念根深蒂固，并主导
了展览设计和教育方式，表现为： （1） 展品的
罗列与堆砌，展品之间缺乏逻辑关系，展览没
有主题思想和内容发展脉络； （2） 沉溺于用展
品表现具体科技知识，忽视展品背后人与科技、
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和科学的精神、思想与方法；
（3） 把科普教育的道具 （展品） “神圣化”，或
者说是把科普教育简单化，以展品取代教育；
（4） 以展示为单一教育方式，导致 20 多年来一
直未能形成具有科技馆特色的非展览科普教育
方式。
中国科技馆正在建设新馆，新馆期望改变
这种状况，实现展览设计与相关教育活动设计
同步进行、培训实验活动与展览教育紧密配合，
并开发具有科技馆特色的非展览科普教育活动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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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提出：应使科技馆的观众“低着头
来、抬着头走”。这将导致科技馆教育以传播知
识为主要目的，是“展品中心论”的另一种表
现。 其实，科技馆不可能为观众的所有科技疑
问提供完满的答案，这本身也不符合科学本身
的性质和规律。也许，让观众产生更多的疑问、
思考和探索欲望才是科技馆的价值所在，也是
科学教育活动的关注点。因此，中国科技馆在
理念研究报告中提出把“激发科学兴趣、启迪
科学观念”作为科技馆的主要教育目的。但中
国科技馆的理念研究只是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的
原则和思路，并没有彻底解决具体的实施方法
问题。
目前，中国科技馆正在进行新馆常设展览
的深化设计，同时组建了几十人的团队开展相
关教育活动的前期研究与设计，这在全国是首
创。中国科技馆参加“科学教育沙龙”是本着
学习和求教的目的来的，希望参加“沙龙”的
各位专家对我们给予指导。我们愿与专家们和
相关机构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为专家们的理
论和教育活动方案提供实践基地。
朱进 渊北京天文
馆馆长冤 从我接触到
的一些学生来看，兴
趣以及好奇心的培养
应该是教育中需要优
先考虑的方面。但是
从目前来看，尽管很
多学校已经意识到知
识的学习和灌输不是
有效的教育途径，进
而在学习过程中更加
强调能力的培养，但目前的教育和考试体系大
体上仍然是一个逐渐抹杀学生的好奇心，包括
对所学习课程内容的好奇心，以及对课程内容
之外更加广阔的事物的好奇心的过程。
在我看来，天文学是非常有助于培养好奇
心的。天文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的区别
首先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天文学的研究对象
是地球大气层以外的天体，是与我们可以日常
接触到的生物、植物不同的对象，而且天体现
象是在不断变化的，对这些内容的了解可以激

发人类好奇心。例如，2008 年 12 月 1 日，天文
学家拍摄到金星、木星和月亮组成了漂亮的金
木月笑脸，今年在土星的卫星上发现了水的迹
象，甚至更早一些的日全食、狮子座流星雨等
天文学现象都是青少年可以观测得到的现象，
而对这些现象的观测正是能够培养青少年好奇
心的。
当前，我们的科学教育中注重宣传成熟的
科学常识，使得青少年觉得我们的科学知识是
完备的，当遇到与日常经验不一致的问题时，
会直接求助于老师或专家。从我自己的亲身经
历来看，如果进行天文学的观测时，通过天文
学的一些观测和学习，观测者没有先入为主的
经验，会很容易理解行星、流星等天文学现象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与此同时他也许不可避免
地发现，教科书的内容有可能是过时的甚至是
错误的，老师甚至专家说的话都有可能不对，
需要自己基于各种观测事实和数学物理基础进
行判断。我想这正是培养好奇心或者创新素质
的必然要求。
北京天文馆做了很多天文科普的工作，包
括基本的观测，以及中学、大学内的天文教学。
课件的开发是天文馆今后科普的一个重要方向，
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后会致力于开发天文学的课
件，而且会不断更新，并通过网络传播。2009
年是国际天文年，希望明年可以组织更好的天
文学科学教育，推动科普场馆青少年科学教育
的开展。
杨丹丹 渊首都博物
馆社教部主任冤 作为首
都博物馆社教部主任，
我是直接实践社会教育
的人。就首都博物馆来
讲，目前“大社教”是
我们进行社教活动的一
个理念。
博物馆的社会教育
部门在综合展示首都历史文化时，需要拓展首
都博物馆的阵地。首都博物馆近 2 万平方米展
厅并不能完全展示北京发展的脉络，因此我们
做了户外参观 （后来改为遗址遗迹参观） 的亲
子活动，侧重于对北京历史的了解，从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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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线延展开，我们称为魅力的中轴线。我们不
只是借助于地图，还请了自然地理方面的专家，
从中轴线讲述北京的发展变化，通过北京的自
然地貌等方面来展现北京的历史，获得了非常
好的效果。
这类的活动将阵地搬出了博物馆的展厅，
扩大了首博阵地范围。“移动的城墙”、“北京
的塔”、“北京的桥”都是类似的活动，从不同
的角度把博物馆的服务内容和展览延展，使得
观众借助户外了解北京的变化，从轻松愉快的
展示活动中了解北京的历史。
其次，在资源整合上，过去博物馆评定上
注重文物，只要文物数量多，博物馆等级就高，
但是我们注重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文物的挖掘
者、研究者与展览形式设计者都是可用的人力
资源，这些人都是博物馆服务的潜在资源。我
们在开发这部分资源时也是根据观众的需求展
开的。
我们将来馆参观的称为观众，未来馆参观
的称为公众，这些都是博物馆的服务对象。博

物馆教育中受众研究是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的
受众分几个方面，包括小学生组、中学组、大
学生组、社区组以及志愿者等，分类后按照受
众展开不同的服务。讲解员可以胜任包括中小
学生以及社区观众的讲解，而对于专业领域人
员，我们就请了解历史了解文物的志愿者、专
家讲解，使得深刻了解文物历史的专家与公众
直接接触，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另外，我们在开展活动时不断扩大受众面。
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我们设计了很多新的活
动，如画脸谱、年画制作等都多次吸引了中小
学生。我们组织了 13 项户外参观活动，公众参
与的过程就是了解博物馆的过程，伴随着这样
的活动公众会开始了解和喜欢博物馆，从而达
到我们的“大社教”的理念。虽然博物馆是人
文科学的领域，但借助于博物馆我们可以延伸
到很多领域，所以我们也期望通过博物馆搭建
一个共同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平台。
(本文由王丽慧根据录音整理)

渊上接第 83 页冤
汤寿根 撰写科学散文 （或小品），编书，
陪着“科普宣讲团”满世界跑。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离开中国科学院后，
由于脱离了创作的源头，就很少能出原创作品
了。但在实践中，我逐渐摸索出了一条新路：运
用文学艺术的笔触来释读科学技术，创作“文理
交融”的科普作品。这种作品兼跨形象思维和逻
辑思维两个领域。在这里，不仅仅是科学内容与
文学形式的结合，科学的内容也具有文学的意
义，符合文学的要求。文学与科学一样，都是我
们认识世界的眼晴，发挥着认识同一事物的特殊
功能。这样的作品，也是原创科普作品。
根据这种思路，我尝试着创作了 《主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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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螺旋》、 《腔棘鱼的新发现》、 《中华飞蝗覆
灭记》、 《长青草和仨老头》、 《悠悠寸草心》、
《蒲公英的情怀》、 《微笑人生》、 《忆“春回神
州”
》、 《故乡的小河》 等，算起来也有好几十篇
了。期望读者在接受科学知识的同时，感悟人
生。科学知识会过时和更新，但文学的价值却是
永存的。对文学家来说，我这是“班门弄斧”，
见笑了！
我想，自己写的那些文章如果能够逐渐积累
一个集子，今后再在“科普美学”的研究上有所
收获，那么，我这一生也算可以交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