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
国家工程实验室



孙英宝

科学+创新——

智慧生态校园自然教育课程的研发与建设
——以北京市海淀区第四实验小学为例



孙英宝
中国植物科学绘画第四代传人
王文采院士学术秘书
中科院植物所科普大讲堂 堂主
北京大学出版社自然学校 校长
博物精品绘总监
植物致知网络主持
微信：syb727746
Email:jronson@126.com



目 录

自然教育的发展现状与出现的问题

智慧生态校园自然教育的成功案
例

校园自然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一、

二、

三、



第一部分 自然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自然教育在中国……

科普讲座、基地游学、专项研学、自然探秘和参观讲解等



自然教育在学校……



当前自然教育出现的问题……

片段式学习，作业式参与，思想孤独，缺乏交流学生

盲目选择，寄托希望，注重颜面家长

追求成果，政策跟随，看重各科成绩学校

市场 内容不系统，缺乏多学科整合，课程质量参差不齐



第二部分 校园自然教育的成功案例
（北京市海淀区第四实验小学）



一、校园植物硬件环境改造

设计建设教学温室……



教学温室外观



教学温室自动管理系统

喷雾系统、遮荫系统、排风系统、温湿度控制系统和供暖系统



植物配植与牌示系统

划分沙生植物区、亚热带及热带植物区和水生植物区



二、校园植物文化氛围营造

校花、班花、种植角……



选定校花（西府海棠）



构建校园植物牌示系统



选定班花

形成人人关注植物爱护植物的氛围

找到真正热爱自然科学的潜在人才

增进孩子们的自豪感和集体荣誉感



设立种植角



建立开心农场



三、校园植物文化活动硕果累累

社团、讲座、研究……



成立植物科学社团

培养教学温室讲解员
培训校园讲解员
参加讲解员比赛



科普大讲堂专家进校园



开展教委千人计划课题研究



走进科普基地



走进北京电视台

参加北京电视台教育频道（BTV3）《春天去哪》的节目录制
鼓励和推进孩子们的对自然的热爱与成果的展示



打造智慧校园

生态校园+科技示范校园+校园植物研究所
加入北京市海淀区少年科学院并获得“植物研究所”授牌



四、校园植物系列科普读物开发

名录、创课、植物三部曲 ……



调查编写校园植物名录



植物创课

植物创课设计了多种与植物相关的互动游戏，让学生在游戏中了解植物





植物科普读物

植物学、博物学、国学、美学与学校多学科整合



科学绘画置入校本教材与科普读物
目录

第一章 植物家族
第一节 校树校花海棠
第二节 繁荣的植物家庭
第三节 植物家族的进化和贡献

第二章 植物智慧
第一节 植物的智慧从哪儿来
第二节 植物的生存智慧
第三节 植物的繁殖智慧

第三章 植物驯化
第一节 人类为什么要驯化植物
第二节 世界各地驯化的物种

第四章 植物与数学
第一节 观察测量海棠树
第二节 计算树叶的面积
第三节 植物世界中的数学规律

第五章 植物与语文
第一节 哪些植物最中国
第二节 古老传说里的植物知多少
第三节 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植物

第六章 植物与艺术
第一节 植物与绘画艺术
第二节 植物与音乐艺术
第三节 植物与传统艺术



科学绘画置入校本教材与科普读物
目录

第一章 植物与环境
第一节 植物的生活要素知多少
第二节 植物的习性有多奇特
第三节 生态系统那些事儿

第二章 神奇的植物感知
第一节 植物如何看到光
第二节 植物丰富的感知从哪儿来
第三节 植物的感知如何被利用

第三章 植物与昆虫
第一节 你真的了解昆虫吗
第二节 植物与昆虫的百变关系
第三节 我们对植物与昆虫关系的利用

第四章 有趣的植物学历史和研究方法
第一节 植物学的发展历程
第二节 世界知名的植物园和植物名人
第三节 植物学的研究方法知多少

第五章 植物与人文
第一节 植物如何成为文化的名片
第二节 民俗怎么离得开植物
第三节 植物怎样成就文学经典

第六章 植物与艺术创作
第一节 植物与国画
第二节 植物与传世名曲
第三节 植物与中国园林



科学绘画置入校本教材与科普读物
目录
第一章 我看到的植物

第一节 植物长什么样

第二节 植物是由什么构成的
第三节 植物怎么生活

第二章 植物的四季变化多
第一节 植物的春夏很繁忙
第二节 植物的秋天很美丽
第三节 植物的冬天很不同

第三章 植物让生活更美好
第一节 植物送上的美食
第二节 植物制造的衣服和房子
第三节 植物开出的药方

第四章 植物带我学科学
第一节 植物中的数学
第二节 探寻植物之最
第三节 植物启迪的发明

第五章 植物给我讲故事
第一节 植物名字的故事
第二节 中国植物故事
第三节 外国植物故事

第六章 植物是位艺术家
第一节 植物爱画画
第二节 植物音乐会
第三节 植物的艺术范儿



第三部分校园自然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一、一支画笔记录植物的世界

科学绘画自然笔记

研究、观察、绘画、记录 ……



科学家的研究与笔记
热爱大自然，学习大自然 ——自然科学教育家王文采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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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套读本讲述植物

生活、生存、生态 ……



植物系列读本

《植物与生活》

（1-2年级）

植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植物与生存》

（3-4年级）
植物自身生存的秘密

《植物与生态》

（5-6年级）
植物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编写思路

与学校各学科内容相衔接
多学科内容整合
分低中高三个年级编写

明线：植物与各学科内容融合
暗线：植物自身发展的规律
纵线：三本书对应章节成体系

有趣：趣味性，可读性
有用：有用处，有收获
有效：自然教育，应试

以植物为
核心

三个要求

三条线索

三个目标



读本内容

书名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植物与生活》
（低年级） 植物是什么 植物的四

季变化
植物在我们
生活中

植物中的数学
（计数、单位） 植物与故事 植物之美

《植物与生存》
（中年级） 植物家族 植物智慧 植物驯化 植物与数学

（比例、统计） 植物与语文 植物与艺术

《植物与生态》
（高年级） 植物与环境 植物感知 植物与昆虫 植物学历史与研

究方法 植物与人文 植物与艺术创作



读本特色

学科跨越

• 生态学、植物生理学、昆虫学、植物史学、文学、绘画、音
乐、园林等多个学科专业知识

• 多视角、立体化地理解植物的古往今来、衣食住行，感受人
类与植物的密切关系。

认知规律

• 低年级的常识认知
• 中年级的知识认知
• 高年级的探索性认知

表现方式

• 内容的科学性与表述的文学性并举
• 精美的科学手绘画让学生感受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三、小学语文书解读博物学

植物、动物、人文 ……



三个关键词

语文

植物博物

50



丰富的博物学内容

以北师版的语文四年级上册为例，书中涉及的博物内

容包括9大类100多个知识条目

植物

动物

矿物 地理名胜

文物

人物 典籍

艺术

军事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7%BF%A1%E7%BF%A0&step_word=&ie=utf-8&in=&cl=2&lm=-1&st=-1&cs=151179986,2648067077&os=429537061,2544695569&simid=0,0&pn=11&rn=1&di=40460192320&ln=1995&fr=&fmq=1522207554578_R&ic=0&s=undefined&se=&sme=&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0,0&istype=2&ist=&jit=&bdtype=13&spn=0&pi=0&gsm=0&objurl=http://imgsrc.baidu.com/image/c0=pixel_huitu,0,0,294,40/sign=14cb723ac395d143ce7bec631a88e76e/b21bb051f8198618601671bd41ed2e738bd4e6b2.jpg&rpstart=0&rpnum=0&adpicid=0


植物内容



动物内容



还有很多内容等待我们去开发



在京津冀建立友好合作学校
（北京纪家庙小学）（天津丽泽学校）

校外博物科考研学、交流

今后工作

——编写校园植物志（师生共同参与编写）
——建立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协助）
——与科研单位和企业建立合作



结束语

智慧生态校园自然教育的研发与建设
可以引导孩子们认识、参与和理解真实的自然事物
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在孩子们心中埋下一棵种子
更如同一把通往智慧之门的钥匙
而学校则是配制钥匙的地方

在校园自然教育内容的引导之下，孩子就会有新的科学发现
通过深入了解，大脑开始积极转动思考，激发灵感，提出假设
经过反复设计实验，分析结果成功之后
出现创新成果
新的人才诞生

大家共同携手，
用科学与智慧，
研发设计更多好的校园自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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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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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Thank You！

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热爱植物、保护植物，即是保护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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