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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 27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论文征集活动获奖名单 

一等奖（10篇） 

省市 论文名称 作者 单位 

北京市 
基于创新思维培养的自主学习单的设计 

——以“中国古代建筑”活动为例 
崔 雪 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上海市 基于工程思维及工程学研究视角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探索 黄嘉希 上海青少年科学社 

上海市 基于创客教育的小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策略 程 琛 上海市浦东新区华高小学 

上海市 促进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的科技教育案例及策略 冯碧薇 上海市建平中学 

浙江省 基于学生现有思维水平培养论证能力的实施策略 王新烽 海宁市桃园小学 

浙江省 浅谈 STEM 理念下科技实践活动中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洪芳丽 海盐县向阳小学 

福建省 大数据思维在小学科学中的应用研究 
陈 华 

何星源 
厦门市仙岳小学 

重庆市 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实施路径与案例解析 
李九彬 

李佳颖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四川省 融合 STEM 教育理念优化小学科学教学践行创新思维培养 
吴逢高 

滕海川 

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附属

小学 

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 

四川省 科学教育与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实践研究 李中平 四川省达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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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74篇） 

省市 论文名称 作者 单位 

北京市 
科技教育与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 

——基于高中生物课题研究全过程实践的思考 
李 超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北京市 
基于 STEM 教育理念培养青少年创造性思维的思考 

——以“挑战戈德堡”活动为例 
尹 玉 密云区青少年宫 

北京市 始于自发现问题的项目式学习：创新教育的新途径 阮祥兵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北京市 浅谈科普活动对青少年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刘宏宇 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北京市 北京科学中心对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的实践探索 吴 媛 北京科学中心 

北京市 
以学生为中心，推进学生科学思维培养的教学策略 

——以“制作八音盒”为例 
李天轶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中学 

北京市 小制作、大科学——基于初中物理教学的科技教育初探 李向龙 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 

河北省 基于创新思维下游戏化教学在小学数学中的应用策略 
刘艳升 

胡冬雪 
固安县第五中学 

河北省 自然科学教育中的经典研读与创新思维培养 陈 宇 华北油田采一中学 

山西省 搭建“学习自由”平台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谭 韬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教育局教

研室 

内蒙古自治区 科学教育与青少年创新能力的培养 曲丽霞 内蒙古满洲里市第一小学 

内蒙古自治区 
借“STEM+”本土化促小学生创新思维 

——立足身边科学，践行“STEM+”初探 
王春梅 

内蒙古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旺

泉小学 

辽宁省 科学教育与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 
杨 阳 

李 颖 
兴城市高家岭满族乡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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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论文名称 作者 单位 

辽宁省 浅谈青少年创新思维的培养 郭 新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第三初级

中学 

辽宁省 浅谈如何在科学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那英君 

陈 爽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饶二小学 

上海市 
结构游戏中支持幼儿自主建构科学认知经验的策略研

究 
施 敏 上海市宝山区虎林路幼儿园 

上海市 科技创意，让想象力飞翔 陈剑波 上海民办行知二中实验学校 

上海市 
Scratch校本教学对培养学生程序设计能力的实践研

究 
朱春妹 上海市南汇第二中学 

上海市 
本区学生参与创新大赛生命科学类课题的成绩现状及

提高方法 
卢 轶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上海市 开展人工智能教育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赵一斌 上海南汇中学 

上海市 基于学生研究性学习中“合问题解决”能力提升的探索 马新莉 上海市吴淞中学 

上海市 利用信息化平台 促家校深度合作 推学校科技教育 金云琼 上海市宝山区宝虹小学 

上海市 
从竞品分析入手指导青少年科技创新课题选题的实践

研究 
刘文菊 上海市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 

上海市 基于培养小学科学学习主动性的项目化学习研究 张 群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小学 

上海市 基于课程资源优化  提升“提问能力”的策略研究 周 斌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中心校 

上海市 

利用校外教育优质资源推进 STEM 本土化课程开发的实

践研究——以奉贤区青少年“‘小创客’再现家乡古桥

风貌”课程为例 

朱卫国 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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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论文名称 作者 单位 

浙江省 “融拓一体”的 STEM 实践研究 夏 兵 嘉兴市秀洲区高照实验学校 

浙江省 
随笔潜入纸，润物细无声 

——巧借科普写作“三部曲”式训练提升学生创新思维 
屠雪婷 嘉善县第二实验小学 

浙江省 教材校本化开发中的创新思维培养策略 沈国飞 桐乡市高级中学 

浙江省 论创客教育与 STEM教育在创新思维培养上的兼容性 吴永其 平湖市林埭中学 

浙江省 校外科技教育活动对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的作用 郭叶铭 浙江省科技馆 

浙江省 汇聚发散性思维之光，点亮创造性能力之灯 卢晓洁 金华市秋滨小学 

浙江省 运用虚拟仿真软件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金 松 丽水第二高级中学 

浙江省 小学科学教学中创新思维培养的策略研究 陈晶娜 青田县温溪一小 

安徽省 浅谈科技活动对生物课堂教学的改善与促进 丁 艳 
安徽省合肥市琥珀中学五里墩

校区 

安徽省 浅谈青少年创新思维的构建和培养 张宏亮 安徽省阜阳市第五中学 

安徽省 关于科幻画的研究与实践 丁雯雯 安徽省淮北梅苑学校 

福建省 基于数字化实验系统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李文良 晋江市紫华中学 

福建省 微研究及其焕发青少年探究活力的意义 黄春信 福建省武平县第二中学 

福建省 高中生物 STEM 项目导学活动中构建模型 石进德 厦门一中集美分校（灌口中学） 

福建省 依托科普 e 站培养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践 曾德添 福建省武平县第三中学 

福建省 设计思维在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中的实践研究 王胜祥 福建省武平县第一中学 

福建省 利用创客教育培养高中生创新思维 杨金辉 柘荣县第一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STEM教育融入柳州青少年自然教育创新实践的初步探

索 
都基毅 柳州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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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论文名称 作者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浅谈科技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策略及方法 张 洁 广西科技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纳百川”扩展科学表演内容创作空间 

——以广西科技馆快乐科普校园行科学表演创作为例 
黄梅珠 广西科技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小学科学教育活动平台的搭建对青少年创新思维培

养的积极影响——以广西青少年科学节为例 
陆世高 广西科技馆 

重庆市 改进与创新教具对小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的研究 周 军 重庆市巴南区鱼洞第二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科学教学培养思维能力的实践与反思 

——以“摆的研究”教学为例 
林 洁 重庆市巴南区融汇小学校 

重庆市 浅谈小学科学教学中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策略 董玉梅 重庆市巴南区融汇小学校 

重庆市 中学科技创新课程研究文献回顾与展望 刘银春 重庆市江北中学校 

重庆市 基于九年级化学课程培育学生问题意识的优化策略 王建伟 重庆市江北中学校 

重庆市 基于国情的 STEM 教育伦理规制 
付新民

黄仕友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重庆市 

创新思维培育：基于 STEAM教育的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 

——以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STEAM研学课程“悦来越

美”为例 

刘蓓佳 

姚 杰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重庆市 STEAM 与创新设计素养的实践探究 来 泽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重庆市 利用 Arduino 开展创客教育的探索 沈菊颖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重庆市 结构思考力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何 燕 重庆市开州区实验中学 

重庆市 
基于 STEAM 理念与小学科学课程有机融合的教学研究 

——“点亮中山四路”案例分析 
刘 婷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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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论文名称 作者 单位 

重庆市 基于计算思维培养的小学 Scratch课堂教学策略研究 段 亚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科学课堂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策略研究 

——以 Flash 教学资源为例 
唐 巧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校 

重庆市 小学低段学生科学记录习惯及培养策略研究 许 华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校 

重庆市 聚焦核心素养：STEAM教育视域下小学生思维发展的策略 陈伟杰 重庆市沙坪坝区南开景阳小学校 

重庆市 渝东南民族地区农村初中 STEM课程资源开发与设计 杨张图 重庆市酉阳县酉州中学 

重庆市 基于 STEAM 的中学科创课程设计和应用研究 张苧心 重庆市长寿中学校 

四川省 论小学科幻画教学中想象力的培养 朱 彧 茂县河西小学校 

四川省 浅析初中物理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付 遥 

陶朝晟 
四川省理县通化九年一贯制学校 

四川省 
从白羊学校的科技实践试论解决山区学校科技教育和 

创新思维培养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谭加健 

 纯平 
松潘县白羊九年一贯制学校 

四川省 关于偏远地区中学科技创新教育的思考 
董 莲 

陈 燕 
凉山州会东县会东县中学 

云南省 
开展综合性科技实践，培养小学生创新思维 

——以云大附小红嘴鸥科技实践活动为例 
侯悦明 

云南大学附属中学一二一校区

小学部 

甘肃省 
中学生科技创新思维培养的实践与思考 

——以西北县域中学生为例研究 

沈向安 

王勇杰 
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中学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在“数字科学家”课程中培养小学生的创新思维 施文娟 北京师范大学克拉玛依附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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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论文名称 作者 单位 

单位会员 

（浙江省） 

基于创新思维培养的青少年科学工作室 

——以 2019年杭州市青少年低碳创意实践活动为例 
金利芳 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 

单位会员 

（四川省） 
青少年校内科技教育中培养创新思维的策略初探 

吴晓菲 

谢 超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第一中学 

单位会员 

（上海市） 
开源智能硬件教学中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周 静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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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126篇） 

省市 论文名称 作者 单位 

北京市 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项目式 STEM 教学的实践与探索 张占峰 北京市房山区少年宫 

北京市 立足农村学校，在科技教育中融入 STEM理念的实践与思考 沙黎明 北京市密云区十里堡镇中心小学 

北京市 利用区域优质教育资源开展科技实践活动的实践与探索 孔海燕 密云区青少年宫 

北京市 
以科技制作为载体 发展青少年的创新思维 

——仁和中学校本课程 

余志权 

刘 铁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中学 

北京市 微课教学提升学生生物学习兴趣及创新思维能力 
张 帆 

谷会颖 
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科学技术馆 

北京市 基于 STEM 的机器人活动设计与实践 王 昕 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科学技术馆 

北京市 
发散思维在机器人教学活动的同课异构 

——多材料剪叉机构设计活动案例分析 
闫莹莹 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科学技术馆 

北京市 利用 STEM 教育理念进行课程设计改进的初步尝试 马昕弈 北京市宣武青少年科学技术馆 

北京市 
浅谈学习进阶思维与小学科学课程的融合——以低年级

为例 
高 珊 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北京市 思维素养下的人工智能教育与信息技术课程融合初探 王 娟 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 

北京市 
浅析科技馆在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中的作用 

——以北京科学中心为例 

苗秀杰 

孙小莉 
北京科学中心 

北京市 
从科技历史的长河中探寻创新的火花 

——中国古代科技史课程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初探 
侯 越 北京市西城区少年宫 

北京市 生物社团中逐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王晋飞 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 

北京市 科学教育与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策略探析 邱立君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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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论文名称 作者 单位 

北京市 
“你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在科普活动中培养中小学

生创新思维的实践与思考 
王 芳 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北京市 以青少年科普卫星实践活动为载体，培养中学生创新能力 毛 峰 
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青少年科

技馆 

河北省 创客教育与科技教育深度融合的探讨 
吴旭林 

董碧春 

华北油田钻二中学 

华北油田第一中学 

河北省 针对小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机器人课程教学模式探究 王萌冬 华北油田机关小学 

河北省 文物古迹游学项目与 STEAM课程整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孙玉双 

高建华 
承德高新区阳光四季小学 

河北省 创建科学高效的课堂  给创新思维插上翅膀 宫玉美 华北油田油建小学 

河北省 物理 STEAM 课程实施的困境与实践路径研究 
李富恩 

王晓梅 
华北油田第三中学 

河北省 试论创造性思维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培养 
关变弟 

杨 超 

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礼让店乡

关各店小学 

河北省 创新教育引领学生科学素质发展 窦建陇 华北油田十五处学校 

河北省 变废为宝，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张 君 华北油田钻二小学 

河北省 少年科技梦从这里起航 李 新 廊坊市第八小学 

河北省 开展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的研究 
杜 芳 

张艳东 

河北省廊坊市第五小学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炊庄中心

小学 

河北省 浅谈科学教育与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 杜丽博 石家庄市新华区党家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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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论文名称 作者 单位 

河北省 科技教育与青年创新思维培养 
沈巧灵 

张艳东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炊庄中心

小学 

河北省 浅谈如何在科技教育中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思维 
李梦云 

王 颖 
固安县第五中学 

河北省 试论科学教育与青少年创新思维的培养 宋伟伟 石家庄市新华区党家庄学校 

山西省 浅谈小学科学教学中利用 STEAM理念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田世强 山西省孝义市永安路小学 

内蒙古自治区 小学阶段的一堂科普讲座 董志强 
内蒙古呼和浩特铁路局包头职

工子弟第一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浅谈科技创新教育在小学阶段普及的实施策略 王文学 
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牛桥街第

一小学 

内蒙古自治区 
学生创新思维能力从哪里来 

——论科学教育活动在创新思维能力养成中的作用 
徐培英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

第四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科学影像拍摄活动——一把为学生开启幸福科研路的金

钥匙 
周 丽 

内蒙古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榕

欣小学 

内蒙古自治区 创新之泉 实践之源 之科学教育浅析 谭喜龙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二十一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以工程素养推进创新思维量增——论 STEM 课程实施中培

养学生工程素养的价值及其可能路径 
杨冬梅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察尔森

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利用科技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王根运 乌海市海勃湾区教研室 

辽宁省 探索培育科学素养的新途径 张 立 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教育局 

辽宁省 对小学教育科学化的一些思考 李冬冬 
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联丰小学

欧洲城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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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论文名称 作者 单位 

辽宁省 创新化学实验教学 培养学生科学素养 
王 勇 

张 景 

辽宁省辽阳市辽阳县河栏镇九

年一贯制学校 

辽宁省 STEAM 科技教育与数学课堂教学融合 
王治刚 

任冲会 

兴城市徐大堡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兴城市沙后所南关小学 

辽宁省 小学阶段是科学教育与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的根本 李佳男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青年街小学 

辽宁省 科技创新不竭源泉 于 群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石油小学 

吉林省 科学教育有助于青少年创新思维的发展 
张惠雅 

孔庆欣 
吉林省珲春市第六幼儿园 

吉林省 浅析在科技画中培养学生的绘画兴趣 田 禹 吉林省珲春市第十小学校 

上海市 
科技教育与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 

——DIY物理创新实验室对培养学生创造型思维的研究 
陈 岭 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 

上海市 科普教育基地在青少年科学教育中的作用及策略研究 徐 群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上海市 学生创新意识发展在影视创作课程中的探索 李 伟 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上海市 大班主题背景下“亲子参与式”科学活动的实践研究 蒋继威 上海市宝山区馨佳苑第二幼儿园 

上海市 浅谈“做中学”家庭菜单之家园指导策略研究 施 薇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二村幼儿园 

上海市 核心素养视角下的区域 STEM+教育的实践探索 俞惊鸿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上海市 指向核心素养的上海市中学生科普英语活动转型分析 朱静宜 上海市静安区少年宫 

上海市 基于项目学习的高中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郑小琴 上海市嘉定区方泰中学 
 

浙江省 图形化电路、编程、仿真软件与小学智能电子创客辅导 范利玛 嘉兴市秀洲区印通小学 

浙江省 
浅谈 STEAM 课程中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以科学拓展性课程《创客木工坊》的开发为例 
施婷华 嘉兴市秀洲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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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论文名称 作者 单位 

浙江省 开 STEM 教育之花，结创新教育之果 单慧英 嘉兴市秀洲实验小学 

浙江省 STEAM 教育下的科技教育探究 魏永春 浙江嘉善高级中学 

浙江省 项目学习中的技术写作 吴 铮 嘉善县大通小学 

浙江省 以“电子百拼”为载体的“电子制作”校本课程实施策略 鲍建国 海宁市黄湾镇中心小学 

浙江省 以创新思维促小学生显性成果的探究 袁央清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第二

小学 

浙江省 科技创新 挖掘潜能 沈永铭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附属学

校教育集团江滨分校 

浙江省 依托农科院 STEAM课程，开展种植创新的实践探索 蔡 云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小学 
 

浙江省 探究真实视角下 STEM 活动的动态设计与研究 计锡萍 海盐县向阳小学 

浙江省 搭建三方支架 优化科技创新教育 赵姗姗 景宁畲族自治县第二实验小学 

浙江省 引导青少年开展创客活动“三路径” 吴善进 青田县伯温中学 

浙江省 
基于 STEAM 理念的小学科学实验教学改进 

——以制作“小杆秤”为例 
章翀翀 庆元县屏都小学 

浙江省 
从“引领兴趣”到“激发创新” 

——以“电子百拼”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策略 
章圆圆 庆元县第二实验小学 

安徽省 “铁路干线能量转化收集装置”——科学创新实践活动 魏庆红 安徽省淮北市实验小学 

安徽省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农村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研究 赵 银 
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赫店中心

学校 

安徽省 农村初中开展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赵 尚 
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赫店中心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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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论文名称 作者 单位 

安徽省 论小学机器人编程社团培养学生的几种能力 李家万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镇宁

溪小学 

安徽省 浅谈小学社团建设中的目标和有效管理方法 胡德刚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镇宁

溪小学 

安徽省 “铁路干线能量转化收集装置”——科学创新实践活动 魏庆红 安徽省淮北市实验小学 

福建省 基于 PBL的高中物理科学实践教学探究 陈 斌 福州第三中学 

福建省 创设 GeoGebra 数学实验 培育创新思维品质 
赖晓晖 

陈锦平 
福州高级中学 

福建省 浅析科学实践活动对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 钟文婉 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福建省 基于STEAM教育背景下的中学VEX机器人科技实践活动探索 苏小亚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福建省 地理微课程开发与实践的微思考 陈文峰 泉州市泉港三朱中学 

福建省 基于 STEM 背景提升农村科技教育魅力的几种途径 陈建琳 泉州市洛江区双阳中心小学 

福建省 
当“纸”遇上“电”——谈科艺制作对小学生科学思维的

影响 
张友为 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 

福建省 运用"对比"教学法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与收敛思维 罗伟彬 清流县第一中学 

福建省 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提升小学科学教学 陈燕梅 泉州市台商投资区民族实验小学 

福建省 浅谈在科学课程中如何培养一年级学生的创新思维 朱晓平 云霄县元光小学 

福建省 基于课程标准的 STEM 教育科学新课堂 林桂宁 永春县第三实验小学 

福建省 浅谈中学数学教学中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郑芬芬 南安国光中学 

福建省 奏响“创意科学”三部曲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林梅兰 安溪县第三实验小学 

福建省 浅谈 STEM 教育在小学科学课堂中的实践探索 梁丽琼 晋江市池店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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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巧借校外资源，开展科技教育 
许文凤 

唐明爱 
泉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福建省 
“导”到深处课自华——浅谈小学科学创新思维的培养和

实践 
黄小止 南安市第一实验小学 

福建省 科技引领未来 创新放飞梦想 蔡淑芬 南安市丰富小学 

福建省 
“多元化”项目教学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以通用技术学科为例 
潘琼芳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中学 

福建省 
以过氧化氢催化分解的微研究培养青少年创新能力的新

尝试 
张 珍 福建省龙岩市第二中学 

福建省 
碰撞 融合 拓展——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与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的整合初探 
陈 丹 福安市逸夫小学 

福建省 信息技术助力幼儿园科学探索活动的思考 郭林珊 福州市鼓山中心幼儿园 

湖南省 浅议学生科学素养在语文教学中的培养 
李宏亮 

任丽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旭日小学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东升小学 

湖南省 通过普适性科普活动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思维 
罗红斌 

田晓芳 

湖南省邵阳县河伯乡中心学校 

湖南省邵阳县河伯乡五皇小学 

湖南省 浅议在科学课堂中融入 STEAM教育以培养青少年创新思维 张 蔚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大同第三

小学 

湖南省 科学课堂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周 舟 

贺蔚然 
湘潭县易俗河镇烟塘中心小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如何利用本地资源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杨慧萍 北海市海城区第十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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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论文名称 作者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小学校兼职科技辅导员专业能力上存在的问题对学生 

创新思维培养的影响——以广西梧州市新兴二路小学为例 
杨媛仪 梧州市新兴二路小学 

重庆市 小学科技活动类型与科学素养关系的调查研究 李晓红 重庆市江津区向阳小学校 

重庆市 农村小学科技创新教育实践研究 游 超 重庆市渝北区古路中心小学校 

重庆市 浅谈科技教育中的创新思维培养 黄 芳 重庆市长寿区晏家实验小学校 

四川省 科学实验助推学生创新品质的培养 陈和平 达川区实验小学 

四川省 初探城郊小学科学教育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曾 林 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云盘小学 

四川省 试论怎样依托科技实践活动培养中学生的创新思维 梅志容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泸化中学 

四川省 创客教育在农村小学的实践与探索 胥 刚 泸县兆雅镇明德小学 

四川省 
科技与艺术共生共赢 

——浅谈茶瓷对话艺术实践工作坊科技教育活动 
代先芬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四川省 中小学科技教育与创新思维培养刍议 
何 耿 

陈 婷 
四川省长宁县培风中学 

云南省 关注科技创新活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刘朴佑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太和街道

小坡小学 

甘肃省 如何培养小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 李明霞 
甘肃省临夏县土桥镇尹王中心

小学 

甘肃省 试论如何在科学实验活动培养小学生创新能力 朱亚东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洮阳镇五

爱小学 

甘肃省 巧妙设计物理实验 培育学生创新思维 
牛志鹏 

祁艳萍 

甘肃省永昌县第一高级中学 

甘肃省永昌县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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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巧用科技教育 培育学生创新思维 赵永刚 永昌县第三中学 

甘肃省 浅谈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的热点与趋势 张佐琴 岷县十里初级中学 

甘肃省 一位年轻教师对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的认识 张 娟 平凉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甘肃省 
根植实践的沃土 激发创新的火花 

——丰富“科技活动”载体，培养小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李慧琳 甘肃省山丹县东街小学 

甘肃省 信息技术 2.0 时代的青少年科技教育 张立红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明德学校 

甘肃省 利用信息化创意智造活动提高小学生的创新能力 严丽娟 滨河小学 

宁夏回族 

自治区 
科普活动助力小学生科学创新思维培养 姜 伊 宁夏中卫市第七小学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多彩课堂藏活力，创新培养显魅力 

解志英 

赵星豹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第五小学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基于 STEAM教育理念的 3D打印+Arduino课程设计探索和

实践 
王晓东 

宁夏科技馆 

（宁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单位会员 

（江苏省） 
适应思维成长规律，培养科学创新思维 虞朝晖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新开河实验

学校 

单位会员 

（江苏省） 
巧用仪器做探究，潜移默化增素养 高 标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新开河实验

学校 

单位会员 

（浙江省） 

原来生命如此多娇 

——小学科学高段“生命世界”创新实验的研究 
高一岚 

浙江省新昌县大市聚镇中心小

学 

单位会员 

（上海市） 
基于 Srcatch Pi平台的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内容构建探究 袁 霞 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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