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EM 教育是当前教育创新与教育改革的研究热点，其中的四个

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了科学 (Science)、技术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四个学科，而 STEM+教育则是在

STEM 教育的基础上加入了艺术、社会、文学、历史等学科领域的内

容，强调更大范围的整合与创新。具有 STEM+素养人才的数量多少，

将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全球竞争力。 

 

本次大会为大家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本着“学科融合•协同创新

•实践分享”的主旨，开展 STEM+教育理论及实践成果的交流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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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负责人 

8.20 13:00-20:00 会议报到 演播楼一楼大厅 兰莉娜/郭佳丽 

8.21 7:30-8:30 会议报到 图书馆 3 层报告厅外 郭佳丽 

8.21 

大会开幕 

主持人：吴  娟 地点：图书馆 3 层报告厅 

8:30-9:10 介绍来宾、领导致辞、科学秀 

大会主题报告 

9:10-9:50 余胜泉教授：从 STEM、STEAM 到 STEM+ 

9:50-10:10 大会合影（京师广场） 

10:10-10:50 李象益教授：科技馆中的 STEM 教育与创客教育 

10:50-11:30 项华教授：青少年 STEM 能力培养策略 

11:30-12:00 互动沙龙  

学术论文演讲 

主持人：傅  骞 地点：图书馆 3 层报告厅 

14:00-14:10 陈闫达美：Encounter with STEM 

14:15-14:25 李锐：STEM 教育的实践探索 

14:30-14:40 
梁志成：源于学科，高于学科——例谈中学创客课程的开

发与演变 

14:45-14:55 
龙丽嫦：基于项目学习的创客教师实训研究——以“创客

项目”教师培训为例 

15:00-15:10 彭聪：基于创客教育理念的职前物理教师教育课程设计研究 

15:15-15:25 
王晶莹：APP 电子书培养工科学生技术创造力的效果研

究：以自动控制课程为例 

15:30-15:40 王树志：融入计算思维的中小学数学教学理念初探 

15:45-15:55 邢雪梅：关于高中 stem 教育的实践探索与思考 

16:00-16:10 赵倩：创客教育在武汉科技馆中实践可能性与发展建议 

16:10-16:30 讨论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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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大会主题报告 

主持人：毛澄洁 地点：图书馆 3 层报告厅 

8:30-9:20 王敏红：STEM 创新教育的思考与分享 

教学案例演讲 

主持人：毛澄洁 地点：图书馆 3 层报告厅 

9:30-9:40 陈磊：垃圾分类 

9:40-9:50 成皓：星星点灯 

9:50-10:00 刘秋萍：皮影盒子制作 

10:00-10:10 邓晓敏：功、功率、机械效率复习课 

10:10-10:20 梁婷：3D 照片 DIY 

10:25-10:35 讨论与交流 

10:35-10:45 裘炯涛：制作智能水杯底座 

10:45-10:55 时小明：智能浇花系统 

10:55-11:05 
孙效华：蓝色小球-控制电机的动态交互装置制作，    

旋转格子、舀光 

11:05-11:10 王钰彪：汉字与修辞 

11:10-11:15 张英华：亲近自然 写景要抓住特征 

11:15-11:30 讨论与交流 

大会主题报告 

主持人：吴  娟 地点：图书馆 3 层报告厅 

14:00-14:30 管雪沨：创客教育区域推进策略 

14:40-15:10 傅骞：中小学创客教育载体选择 

15:20-15:50 蔡苏：STEM 教育案例设计模式 

大会闭幕 

16:00-16:30 闭幕式、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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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家介绍 

李象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卡林加科普奖”获奖者。中国自然科

学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原中国科技馆馆长、中国科协普

及工作部部长、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国际博协

执委、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北京市政府科普工作

顾问，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李象益教授从亊科普工作 30 余年。2013 年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颁发的“卡

林加奖”，该奖是世界科普领域最高奖，被誉为科普诺贝尔奖，每年世界评选一

人。这也是该奖项自 1952 年设立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摘得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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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胜泉  

余胜泉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副部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移动学

习、泛在学习、区域性教育信息化、教育信息

生态、网络学习平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等。主持和参与国家、教育

部、北京市等重大课题六十余项。其研究成果在中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百八十

余篇，并出版专著三部。曾获 Learning Impact Awards 铜奖；中央电化教育馆优

秀研究成果奖；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项华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教育学博士。

专业方向为物理课程与教学论、信息技术与学

科教学整合、科学教育与传播。曾经主持国家

级中学物理骨干教师培训，承担了多项国家省

部级课题项目，近 10 年以来，获得各类成果

约 102 项。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度融合方面，建立了“数据探究”理论，该理论对

跨学科课程与创客教学具有指导意义。随着进入大数据时代，其“数字科学家计

划（ESP）”项目，正在科学教育与传播方面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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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澄洁 

北京景山学校信息技术高级教

师，北京市东城区区级信息技术的学

科带头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

数字科学家项目核心专家与核心教

师，主要进行项目教师的技术培训、

PBL 项目设计与学习组织指导，并在北京景山学校开设数字科学家课程。 

曾先后负责学校的“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教学研究

的项目与课题，参与学校的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工作；作为核心成员和专家教师，

参与教育部管理信息中心重点课题《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创新应用研

究》。 

 

王敏红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哈佛大学，麻省

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等知名高校访问学者。北京师范大

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访问研究员。重点研究方向

为 STEM 教育，远程教育及网络学习，知识管理。作为

首席调查员相继主持有关在线学习，智能学习诊断决策

系统等研究，获得多项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项目基金，

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出任香港研究资助局竞争性研究资助计划外

籍评委，香港大学 Knowledge Management & E-Learning 期刊主编。 

  

http://web.edu.hku.hk/staff/academic/mag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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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雪沨 

中学高级教师、常州市名教师工作室领衔人、常州市

天宁区教师发展中心教育信息中心主任；先后被评为常州

市信息技术学科带头人、优秀教研员、优秀教育工作者。

从事信息技术教育 16 年，共有 20 多篇信息技术文章发表，

获全国交互式电子白板信息技术学科优秀课例一等奖、中

央电教馆模范教研员；是国内创客教育发起人之一，先后

主持、主办了创客教育论坛、首届中小学生创客大赛等，建立了国内最大的创客

教育社区“猫友汇”网站和 QQ 群，受到广大师生欢迎。 

 

蔡苏  

毕业于计算机应用专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虚拟现

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将近 7 年的计算机图

形学和虚拟现实的研究，是中国计算机学会“突出贡献执

委”。主要研究方向为究方向：三维虚拟学习环境、增强现

实在教育中的应用、先进网络教学平台、STEM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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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骞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副教授，从 2014 年开始关注

创客教育，并认为：从生态的角度考虑，中国人必须做自己

的创客教育工具，于是推出了面向中小学使用的 Mixly 这一

免费开源图形化创客编程工具。在创客教育教学上，提出了

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快乐创造与分享的 SCS 教学法，开发

了一系列创意电子课程。为创客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贡献了一

定的力量，在创客及创客教育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娟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学院副

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

基本理论，研究重点是信息技术创新教育改革、受

众体验的科学活动的设计与开发、多学科融合视角

下的 STEM 教育等。1998 年起师从何克抗教授获硕

士学位和博士学位。2001 年 9 月留校至今，自主新

建本科生或研究生课程共计 7 门，执教课程计 11 门，教学深受广大师生好评。

工作期间，作为主要核心人员参与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各类课题研

究和项目；近年来，个人主持 6 项北京师范大学校级教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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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信息 

会务信息 

报到地点：演播楼一层大厅 

会议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三层报告厅 

 

报到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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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息 

 

北京师范大学附近公交车站 

 

  

北京师范大学南门

•本站位于师大南门外，马路两边均有站点。

•路南的上行站点经过16路、92路、304路、331路、620路、645路

•路北靠近师大南门的下行站点经过92路、304路、510路、579路、645路

北京师范大学

•本站点共有3个公交站台。

•位于二炮总医院门口，京师大厦斜对面，途径的公交与铁狮子坟站上行站点一致，16路、

92路、304路、331路、620路除外；另外508路通过此站

•位于师大小东门外，只能乘坐508、510、579路。

•位于二炮总医院对面、京师大厦对面，有22路、47路、88路、618路、运通104路通过。

铁狮子坟

•本站位于北师大东门外，天桥两端均有站点。

•路东的上行站点经过16路、22路、47路、88路、92路、304路、331路、345快、618路、

620路、635路、645路、运通104路

•路西靠近师大东门的下行站点经过22路、47路、88路、92路、304路、331路、510路、

579路、618路、620路、635路、645路、运通104路

北太平桥西

•北太平桥西站位于学校北门出去的三环天桥附近，此处经过公交极多，交通特别方便，可

直达南站（84路）、西站（21、387、694）、三环上任意地区（300、特8）等大量地区，

因此请提前查阅好公交路线。

•另外，北太平桥西站在三环上，分内站和外站，请确定自己需要乘坐的公交在三环上还是

三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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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信息 

 

校内可用现金消费的地点： 

①兰蕙公寓内餐厅      ②新乐群，学五食堂部分楼层及沿路外卖窗口  

③三为轩，桂林米粉，西北餐厅，三棵树等  ④教工食堂，实习餐厅等  

⑤白鹿餐厅等        ⑥Canada 餐厅  

 

学校附近就餐地点： 

南门：巴依老爷等 

东门：麦当劳，Laker’s，等一系列迷你西餐店 

西门：汤本味（江西），皖南水乡（安徽），潮汕渔村（广东），金狮麟（河南） 

北门：白鹿（江西）以及数家小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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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信息 

 

汉庭酒店(北京积水潭店) 

学院南路 4 号楼 

距离北京师范大学直线距离约 0.2 公里 

 

7 天连锁酒店(北京师范大学店)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新风街 3 号院内(新风街往西

120 米) 

距离北京师范大学直线距离约 0.7 公里 

 

速 8 酒店(北京北太平庄店)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2-6号(北太平桥东南角,

城建大厦南边) 

距离北京师范大学直线距离约 1 公里 

 

总政北太平庄招待所 

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38 号(北太平桥西)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