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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科普资源助推“双减” 

工作简报 
（第 9 期） 

 

中国科协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10月31日 

 

【要闻】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

记张玉卓围绕《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

见》文件出台的背景和意义，新时代科普工作的特点，如何高质

量落实《意见》，做强做优做大新时代科普工作等接受专访。强

调要深化供给侧改革，提升科普公共服务能力，强化优质科普资

源服务‚双减‛。 

●9 月 28 日，中国科协专职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孟庆海会

见教育部副部长孙尧一行。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中国科协相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会见。双方就充分发挥科技馆等科普场馆阵地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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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等学会专业优势，推动教师培养培

训和科学素质提升等方面展开交流。深入探讨在促进教师培训培

养、加强教师专业化建设，以及推进建设国家老年大学等方面开

展合作。 

 

【动态】 

●江苏省扎实推进科普资源助推‚双减‛工作。徐州市科协

联合市教育局于组织开展‚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进校园巡讲‛系

列活动，吸引近 3 万名师生参加；连云港市赣榆区科协充分发挥

科普资源的组织优势，创新开展‚十百千助双减‛行动，推动科

普资源服务千名中小学生；南通市各县（市）区组织开展‚科技

筑梦 创新成长‛等青少年主题科普活动；镇江市科协联合市教

育局开展‚科普进校园 共筑强国梦‛科普进校园活动；常州市

科协积极探索‚双减‛背景下科学教育新模式，面向全市中小学

推广‚菜单式‛科教资源服务。 

●河南省积极组织动员各地推进‚科创筑梦‛助力‚双减‛

科普行动。安阳市整合辖区内科普资源，面向全市青少年启动科

普开放日公益活动，10 家科普教育基地参与活动；漯河市召开

‚科创筑梦、助力双减‛科普行动试点工作交流推进会，围绕如

何推进漯河市试点工作建言献策；濮阳市发挥科协的科普资源优

势，组织开展‚弘扬科学家精神—科普讲座进校园‛活动。 

●9 月 15 日，2022‚双进‛服务‚双减‛全国科技馆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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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同上一堂科学课‛主题活动暨‚科技馆里的科学课‛2022

年秋季学期活动启动。航天英雄、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副总设计师、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杨利伟出席活动，并为

线下及线上参与的师生带来一堂航天主题科学课。来自北京地区

10 所‚馆校结合基地校‛代表及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的部

分师生现场参与活动，约 400余所‚科技馆里的科学课‛试点校、

‚馆校结合基地校‛师生超 28.8 万人次线上收看直播。新华社

等 25 家媒体现场报道，线上观看量超 106 万人次。 

●福建省科协与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联合组织科技教

育工作者深入福建省乡村‚复兴少年宫‛开展科技服务，19 所

小学 1300多名学生在活动中受益。 

●内蒙古科技馆助力‚做更好的自己‛开学第一课公益直播

活动，活动线上观看量达 149.7万。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旗县（市、区）三级科技馆走进 7 所中小学校开展‚助力乡村振

兴 科普万里行‛全区科普大篷车联合行动，活动惠及 3000余名

师生。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分别走进呼和浩特市海西路小学、呼

和浩特市第三十五中学，参与活动师生 300 余人。9 月 17 日，

全国科普日内蒙古主场活动围绕‚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主

题开幕，活动当天参观人数达 4125 人。 

●重庆科技馆通过搭建多馆联动平台、馆校融合和志愿服务

平台助力‚双减‛提质增效。开展 2022年‚双进‛服务‚双减‛

全国科技馆联合行动科学嘉年华之‚绿色丝路‛科考计划，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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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观看量达 101.4 万人次。携手四川科技馆联合川渝两地 30

家科普基地共同开展‚科普列车川渝行‛线上科普活动。获批首

批重庆市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基地。与江北区 28 所学校签

订‚馆校合作‛共建协议。申报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翱翔之翼‛

大学生科技志愿服务项目，丰富‚双减‛科普活动人才队伍。 

●新华网与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科教工作者协会共同

策划‚‘科创筑梦’助力‘双减’—新课标专家谈‛直播活动，9

月 23 日开播，传播量超 500万人次。 

●9 月 15 日，‚助力双减 课后服务‛江苏科教资源推介展

在南京启动。展览汇聚全省各地、各行各业助力‚双减‛的科教

资源，来自长三角科教产业联合体及省内科教企业、社会组织共

54 家单位参展。本次展览在线上同步直播，累计超过 5.4 万人

次观看。 

●山东省科技馆（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认真践行科普助推

‚双减‛，以青少年科普教育 330工程为依托赋能基层课后服务，

邀请中国科学院科普专家团队面向全省广大青少年开展 4 期‚与

科学家同行‛线上科普报告。9月全省共 30 万师生参与。 

●湖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在黄冈市举办青少年科学调查体

验活动教师能力建设及交流活动，来自全省科技教师、科技辅导

员 90 余人参加线下培训活动，线上直播观看量突破 50 万人次。 

●福建省科技馆 9月 10日-11日，举办 2022年中秋科普活动，

推出科普剧《红蓝对决》和‚半刻钟‛科学课堂——《平衡大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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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向青少年科普物理化学知识；围绕‚探月‛主题策划《三球

仪》、《飞向月球》等科学工坊活动，活动参与人数近 300人。 

●中国青少年科教工作者协会组织召开《科技类校外培训机

构开展科技教育活动指南》课题成果汇报会，教育部校外培训监

管司有关负责同志出席。 

●广西科技馆（青少年科技中心）联动全区 14个市、70 多

所中小学校启动广西青少年调查体验活动，共计 5万多名师生共

同开启‚2022年广西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之旅‛；走进南宁

市月湾路小学组织‚2022 年‘我们的节日—中秋’探月课堂暨

天文知识讲座活动‛；联合南宁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等单位共同

组织开展‚喜迎二十大 科普向未来‛科技节活动。 

●青海省科学技术馆积极推进科普助力‚双减‛工作，基于

‚馆校合作‛项目，与市区及州县学校联合开展科普进校园的活

动，自主开发《摩擦起电》等八大系列课程，为新学期更好地开

展‚馆校合作‛工作做好准备。 

●宁夏科技馆（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发挥‚大手拉小手科

普报告汇‛暨宁夏‚蒲公英‛科教育苗提质行动科普专家服务团

作用，开展科普讲座、互动交流、动手实践体验，200余名师生

参加。 

●安徽省科学技术馆和濉溪县第一实验学校联合开展‚双

进‛活动服务‚双减‛工作馆校合作活动。‚活动期间，安徽省

科学技术馆展览教育部代表还和学校签署了馆校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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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聊城市科协将‚科普大篷车‛驶进临清市先锋办事

处中心小学，助力‚双减‛工作，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科技创新能

力，为学生们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普盛宴‛。 

●安徽省安庆市科协联合市教体局召开‚‘科创筑梦’助力

‘双减’科普行动‛座谈会，要整合校外现有科普资源，助力校

内科普活动开展；积极搭建更多服务平台，助力‚双减‛工作落

实到位，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 

 

【案例 1】 

9 月 22 日，江苏科普资源‚双进‛助推‚双减‛专栏正式

上线。专栏由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设计，设‚科普双进行动‛、

‚‘双减’科普课程‛、‚科普资源推荐‛三大板块。 

‚科普双进行动‛板块通过新闻动态和通知公告向社会公众

深入宣传中央‚双减‛政策要求，详细介绍江苏省科协系统贯彻

落实‚双减‛工作的工作方案、具体举措和经验做法，展示社会

各界积极支持‚双减‛有关工作情况，呈现协同育人、协同减负

的合力。 

‚‘双减’科普课程‛板块主要通过科教课程、科普视频、

名师讲座等形式，向广大中小学生指导开展各项科技活动，免费

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感悟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激发学生

探索未知科学世界的热情。资源按照学科分类，教师和学生都可

通过多元化的科技教育资源，满足教与学的个性化需求，践行‚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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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惠泽每一个学生‛的理念。 

‚科普资源推荐‛板块是江苏省科协系统面向全省设区市科

协、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省市级学会、科技馆、青少年宫、科

普教育基地及有关单位征集到的优质科教资源的集中展示区域，

供省内有需求的学校自主、自愿对接选择，打通科教资源供需间

壁垒。 

 

【案例 2】 

河北省邢台市科协以创建全国‚科创筑梦‛助力‚双减‛科

普行动试点城市为契机，联合市教育局等 14 单位成立了‚科创

筑梦‛助力‚双减‛科普行动工作联盟，推动试点工作出真绩见

实效。 

一是完善科普阵地建设，增强平台承载能力。从全市各类科

普阵地中，评选出 139 家‚双减‛科普基地，并策划了 49 个校

外实践活动课程，开展了 176场基地研学活动。全市共建成 6所

县级综合科技馆、26所专业性科技馆、41家乡村（社区、校园）

科技馆。联合市文广旅局，授予 49 家单位为‚邢台市科技文化

融合体示范单位‛。不断丰富完善数字科技馆建设，与气象、消

防等部门联合，不断扩充资源、加强宣传，今年新增 300 多个视

频资源。 

二是加强科教人才培养，壮大科技辅导员队伍。从各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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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相关市直单位推荐的科技辅导员中，评选出 133名市级首

席科技辅导员，组成科普服务团，并定期不定期开展培训。遴选

一批科技人才和科普工作者，建立 1346人的邢台市科普教育专

家资源库。成功推荐 70人入选河北省利用科普资源助推‚双减‛

科技教育专家服务团成员。每年评选精品科普课程、优秀课后科

普活动各 20 个。2022年，成功推荐 24 项内容入选河北省利用

科普资源助推‚双减‛工作资源库。 

三是丰富科学教育活动，提升课后服务水平。组织全市首席

科技辅导员，走进校园进行公益授课，共举办 259 场活动，惠及

179 所中小学、5万余名学生。在第 36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中，荣获 201项省级荣誉，获全省唯一国家级基层优秀组织单

位推荐名额。成功争取全国‚天宫课堂‛分会场，与中国空间站

宇航员同步进行太空实验。组织 17 个县（市、区）、553 所学校、

30 万余名中小学生进行同步直播观看。 

 

【案例 3】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四力‛同发，推动科普教育助力‚双减‛。 

一是学校发力，科学课堂“活”起来。学校紧扣‚减负、提

质、增效‛三个关键点，以科技教师为骨干，以集体备课形式组

织教师分学科、分系列、分层次整理出学科渗透科普教育的知识

点，研发校本课程，使科普教育在各学科中具有可操作性。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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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半‛课后服务普及率达 100%，引进科技服务机构开展丰

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动手、动脑能力。 

二是馆区合力，科普资源“请”进来。充分发挥辖区内省科

技馆、省地质博物馆等 10 多家省市优质科普场馆的作用参与学

校科普课后服务。天心区人民政府与省科技馆正式签署《助推‚双

减‛科普教育行动框架协议》，在馆校融合试点、科技教师科学

素养提升、科普专题活动、科普文创开发等方面强化合作供给，

实施馆校结合、协同育人。 

三是联盟聚力，科普研学“动”起来。深入挖掘高校、科研

院所、高企、重点实验室等各级各类科技资源，组建天心科普阵

地联盟，以‚前沿科学知识普及+科技活动开展+科学家精神宣讲‛

为核心内容，组织青少年参加科普研学活动。联合 6 家国家级、

省级重点实验室，开展‚探秘重点实验室‛研学活动，推动青少

年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科学精神的培育。 

四是服务给力，使科学体验“乐起来”。天心区科协统筹协

调区卫健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湖南省机器人科教学会、

湖南省无线电运动协会等多家单位的科技志愿者以及部分科技

企业的科普资源，扩展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食品安全、等 9

个门类、涉及 27 个活动主题的‚乐学课堂‛科学体验校外资源

项目，由学校、社区点单，为课后服务提供多样化选择。‚乐学

课堂‛覆盖全区 14 个街道、98 个社区（村）、32 所中小学校，

累积受众超 3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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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学会、省级科协。 

中国科协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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