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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鸡蛋到孵出小鸡需要多少时间？
孵化适当的温度是多少摄氏度？湿度大约是多少？
…………
今年3月底，某个周五下午放学后，江西师大附小

二（1）班学生家长，在班级微信群里收到班主任邱艳
萍发来的一则消息：班上正在孵化的 56枚鸡蛋中，一
枚蛋壳被啄开了一个小口子。得到消息后，许多学生
兴奋地赶回班级，静静等候小鸡破壳而出，这一守就
是3个多小时……

探寻神奇的生命之旅，孩子们历经了期待、紧张
和兴奋……这一堂小学“孵蛋课”的教改尝试，也带来
许多启发。

一堂趣味盎然的“孵蛋课”——破解
“‘鸡娃’焦虑”，开启兴致勃勃的“孵
蛋”之旅

“教育焦虑”近年来始终位居社会热点话题前
列。与此同时，学校教改的各种尝试与努力，总会引
起家长们关注。作为学校，“课后育人活动”如何开
展？小学“孵蛋课”无疑是个新尝试，让师生收获许多
超乎想象的体验。

“我是在与一名学生家长交谈中获得的灵感，这位
家长很赞同并愿意提供鸡蛋，让‘鸡娃’们养只鸡。”邱
艳萍介绍说，这个提议也得到大部分家长同意。

孵蛋器、加湿器、增温灯……3月初，教室的一角，
一个小小的孵蛋实验室很快就建立起来了。从来没
有看过小鸡孵化的孩子们兴奋不已。

“鸡蛋能孵化出小鸡吗？”第一批56个鸡蛋被小心
翼翼地放入孵蛋器时，所有孩子都充满疑问。1天、2
天、3天……时间似乎过得很漫长，考验着每个孩子的
耐心。按课程要求，孩子们每天要写观察日记，开展
一个班级小课题研究《探寻神奇生命之旅——孵蛋
记》。课余，孩子们会挤在孵蛋器旁，细细观察、记录。

“3月 4日，我们把鸡蛋放入一个 fu（孵）蛋 qi（器）

中，邱老师还拍了一张照片呢！”
“鸡蛋圆圆的，好像一个肉色的球，我想它一定很

可爱吧。”
“有血丝，也有心跳，我希望小鸡健康成长！”
…………

“‘孵蛋课’关注科学知识本身，重视学科知识之间
的整合，其中包含生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科学、
文学（写观察日记）、美术（制作一本课题绘本）、音乐
（会唱关于小鸡歌谣）等诸多学科知识的整合。”一份课
程指南，勾勒出课程设计思路、内容和实施步骤等。

省教育厅监测评估院副院长、江西师大硕士研究
生导师杜侦认为，“孵蛋课”的教改尝试很有意义。从

“道”的层面说，通过生命教育可以帮助孩子做一个有
情感、有温度的人；从“术”的层面，可以提升孩子们的
观察力、表达力、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增强孩子
们的综合素质。

一堂关注生命成长的“孵蛋课”——
用生命教育魅力感召学生

关注生命成长，从了解生命开始。让小学生感受
生命来之不易、生命是宝贵的、美好的。“孵蛋课”的设
计指向是：这种宝贵的生命教育不是生命知识的宣
讲，而是让学生发现生命的奥秘之后，以唤醒生命意
识、培养生命态度、尊重生命价值。

为了提高参与度，每个鸡蛋被标上数字号码、一
一对应全班 42 名学生的学号，外加 14 枚备用蛋。作
为鸡蛋的主人，孩子们感到了责任，每天到校，第一件
事就是去观察鸡蛋的变化，图文并茂作记录。

“今天我终于看到了我的小鸡蛋，我 te（特）别开
心。因为老师说我就像是鸡蛋的爸爸一样，要照 gu
（顾）它。”

“3月 5日，我发现鸡 dan（蛋）会 gun(滚)动……我
xi wang(希望)小鸡能快点po ke（破壳）。”

…………
3月 26日，历经 21天的期盼，第一只小鸡破壳而

出。孩子们目不转睛盯着，生怕错过每个细节。当小
鸡最后挣扎着出来时，教室里沸腾了。

“第24天，今天我看见了2只小鸡在箱子里啾啾地
叫，它们好萌啊！”在问卷调查中，孩子们表达了真实
想法——第一次经历孵化小鸡的过程，你有什么感
受？78.57%的学生选择“有了责任，每天都想知道它的
变化”……

在杜侦看来，生命教育的魅力，在于用生命的生
长感召学生。通过“生命成长过程的体验”，让学生体
会到“生命是独一无二”的价值理念，让学生养成尊重
生命的健康心理。在此教育实践过程中，教师的价值
也得到实现，教育生命质量也得以提升。

一堂激发好奇心的“孵蛋课”——培
养孩子对科学的体验与感悟

如何从娃娃抓起，引导和培养孩子的科学兴趣？
在开展《探寻神奇生命之旅——孵蛋记》小课题研究过
程中，孩子们亲身经历并记录孵化、照蛋、破壳、养鸡等
全过程——孵化时，定时给孵化器加水、保持湿度恒
定；破壳后，每天给小鸡们喂食、换水，清扫鸡窝；天气
好时，带小鸡去晒太阳……孩子们精心照顾小鸡。

人手分发一册印制的课题研究报告，内页包括日
期、天气、心情和观察栏等，学生们细细观察、认真填写。

“第 7天，今天我们用光照了一下鸡蛋，我的鸡蛋
有血丝，太棒了！”

“第 14天，我看见一只小鸡的黑影在动，太棒了，
小鸡有生命了！”

…………
为培养学生精确的思维能力、细致的观察力，课

程设计调查问卷：（1）小鸡孵化大约需要多少天？回
答全部正确：20 天左右。（2）孵化适当的温度是多
少℃？有66.67%的学生选择“37℃～37.8℃”选项。（3）
孵化适当的湿度大约是多少？有 59.52%的学生选择

“60%左右”选项……
然而，第一批 56枚鸡蛋中仅孵化出两只小鸡，是

否启动第二轮“孵蛋”？自主权交给了学生，通过投
票，大家一致同意。每名“小研究员”必须先做好充分
的课题立项准备，再进行研究，要求每一步的观察要
特别细致……结果第二批鸡蛋孵化成功率大大提升：
25只小鸡顺利孵出。

孩子们对科学精神、科学价值的认识有所增强了。
当调查问卷问到：“你认为小鸡成功孵化的重要原因是
什么？”孩子们的答案各异：蛋本身的原因、温度的合理
控制、温度的影响等选项，均有76%以上孩子选择。

6月2日，初夏的吉安市吉州区庐陵生态文化园绿树葱郁，空气清新，健
身爱好者与“城市绿肺”情景相融，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通讯员 李 军摄

让“鸡娃”们养只鸡
——一堂小学“孵蛋课”带来的启发

本报记者 李冬明

记者手记：

“孵化”人生 期待“破壳”
“孵蛋课”作为一种教改新尝试，通过创设生命教育、

探索创新和劳动教育的平台，让孩子参与到“孵蛋”过程
中，是探寻神奇生命之旅、科学之旅，更是针对义务教育存
在的功利化等问题的“抗争”。当然，培养良好的生命意识、
科学思维和勤劳品质，不能一蹴而就，也不是简单地通过某
一堂课就能实现。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优化教学方式，积极
开展各种课后育人活动，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依然任重
而道远。但我们坚信，只要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在日积
月累、潜移默化中让孩子们“孵化”自己的人生，获得自己独
特的生命体验与感悟，有朝一日他们终会“破壳”而出。

针对校外培训机构挤
占“鸡娃”过多时间的状

况，不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开始尝试新办法，推进教育教
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5月
21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第十九
次会议强调要“鼓励支持学校
开展各种课后育人活动，满足
学生的多样化需求”。许多
中小学资深教师和基础教
育领域专家感到眼前一片
“豁然开朗”。

城市绿肺

承办国际产学研用合作
会议，开拓国际合作新渠道

2018年、2019年，南昌航空大学和
省教育厅、兄弟高校连续承办国际产
学研用合作会议（南昌），务实推进中
国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
的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在前沿科技领
域的产学研用深度合作，探索中外良
性互动、合作共赢的国际合作交流新
路径。两次会议期间，来自中国、俄罗
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
等国家的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的 700
余名专家学者汇集一堂，聚焦产学研
用一体化发展，挖掘合作潜力，加入航
空航天事业发展的大潮中。

2018 年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
南昌航空大学邀请国外航空领域嘉宾
20人赴会，与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
白俄罗斯信息及无线电技术大学签署
校际合作协议，召开了三次企业、高校
合作洽谈会，组织学术报告8场。2019
年主办了“航空技术”“通用航空”两个
分论坛，与 10多所“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高校签署校际合作协议 11份；邀
请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英国、美
国等国外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专家59
人、国内高校和企业专家 100 余人参
会；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家
的专家举行了10余场洽谈；会议期间，
举办首届国际交流日活动，来自 20多
所国外合作院校的60余名领导和1000
多名学生与专家现场交流。

推动产学研用国际合作实
践，深化科学研究国际化合作

南昌航空大学围绕建设航空强
省、“物联江西”、打造VR产业高地等

实施一批国际产学研用联合攻关的重
大项目，强化科技平台建设，提升创新
能力水平。首届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
议之后，学校成立了国际合作创新研
究院，依托学校航空学科开展高层次
人才引进、教育国际交流、科技创新与
科研成果转化。

依托这一平台，学校已和多所国
外院校与科研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在
联合打造的平台上合作开展科学研
究，极大提升了学校一流学科建设水
平和国际影响力与知名度。学校在海
内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技术合作、科研
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领域也取得了
较大进展。学校采取柔性和全职引进
的方式引入乌克兰、英国、美国、法国
等国内外高层次航空、材料、环境工程
领域专家 19 人。正在引进涵盖航空
航天、电子材料科学、机械制造、医疗
技术等领域的相关先进技术 20 余
项。与此同时，学校 8 名航空专业学
科带头人前往乌克兰、白俄罗斯等航
空高校交流洽谈。

产学研用既要搭台，更要唱戏。
以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为契机，学
校与参会各航空企事业单位纷纷签订
产教融合协议，并逐步落实到位。学
校与航空工业洪都共建“工装设计产
教融合教改班”，每年选派 15 名同学
进班培养；与中国航发集团共建航空
发动机学院，已招收了 6 个航空发动
机专业本科班 240 人；与航空工业昌
飞共建通航学院，招收了 3 个通航飞
机设计专业本科班 90 人，8 个通航飞
机维修专业的本科班320人。

搭建国际人才培养平
台，聚焦人才培养国际化布局

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为南昌航
空大学培育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水平
的创新人才搭建了全新平台。学校成
立了中乌国际学院，与乌克兰各高校
开展合作与交流，先后获批国家公派

《赴乌克兰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优秀
本科生交流计划》《国家建设高水平公
派研究生项目》《赴俄白乌专业人才培
养计划》《促进与俄白乌国际合作培养
项目》等出国留学资助项目，此类项目
受资助人数和规模居全省高校前列。

学校与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航空
航天大学、乌克兰（基辅）国立航空大

学联合举办的 2+2 飞行器动力、航空
维修双学位实验班，目前已有 2 届共
100 名学生在读，该项目学生将于第
三、四学年赴乌克兰高校学习。学校
19名航空相关专业骨干教师赴乌克兰
哈尔科夫国立航空航天大学进行专业
培训；选拔了航空、电子、机械、材料等
相关专业 82 名师生赴乌克兰两所航
空大学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
同时，乌克兰国立航空大学 7 名研究
生来校交流学习。值得一提的是，学
校已获批国家留学基金委俄白乌国际
合作培养专项资助，此后每年可选拔
航空、电子等专业 115人赴乌克兰、白
俄罗斯合作高校攻读本科、硕士、博士
学位。2021年，还将有 21名师生获专
项计划资助赴白俄罗斯、乌克兰高校
攻读博士学位。

以航空产业大发展为契
机，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校企合作模式

近年来，南昌航空大学与中国航
空发动机集团下属公司，如湖南动力
机械研究所、南方航空动力公司 331
厂、哈尔滨东安、贵州黎阳发动机研究
所等，与军事科学院、航空工业洪都、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63820部队吸
气式高超声速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进
一步密切了科研合作关系。在航空发
动机结构动力学、发动机W封严环的
设计和制造、发动机金属材料在高温
下的力学性能、发动机燃烧室先进制
造工艺技术研究等方面研究成果丰
硕，成功研制出我国首个合格W封严
环并装机试验，成功研制我国首台 W
封严环综合试验机等。

聚焦江西航空产业的发展特点和

需求，学校持续推动科研成果应用。
学校相关科研成果在 L15 机身结构、
武直10动力、C919传感器研制和数字
化装配、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等得
到应用，助推江西航空产业能力大幅
提升。复杂高温载荷下结构分析和寿
命预测、抗环境损伤技术国内领先，研
制了国内首台增材制造高超音速冲压
发动机并通过地面试车，获江西省自
然科学奖一等奖 1 项；超薄超细航空
构件精密焊接技术与装备已应用于
C919大飞机温度传感器、航空发动机
超薄壁环形零件的研制；航空细长轴
加工变形控制技术，解决了C919舱门
细长轴加工难题；钛合金高精密化铣技
术，解决了X型战机研制中隐身结构加
工制造的关键技术难题；大尺寸激光增
材制造技术，解决了超大复杂航空结构
件一次性增材成形的难题，实现了军事
科学院X型号高超音速飞行器发动机
燃烧室的快速制备；真空差压铸造技
术，解决了多个国防型号的复杂薄壁铝
合金铸件生产的难题，获中国产学研学
会科技奖一等奖1项；搅拌摩擦焊关键
技术及装备应用于我国大型运载火箭、
高空高速无人机、航空发动机和导弹贮
运系统的生产，获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科
技奖一等奖1项；航空薄壁连接管整体
成形不均匀变形协调关键技术，应用于
成飞某型战斗机、洪都某教练机及某
型战斗机。

加强“内功”修炼，持续
增强航空服务地方能力

2021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召开
之际，南昌航空大学出台《关于进一步
强化航空特色 建设高水平航空学科
群 提升服务航空产业发展贡献的若

干意见》，主动作为，积极融入国家航
空强国建设，服务江西航空产业发
展。近年来，学校新增的横向项目中，
服务国防军工、服务省内项目共占近
65%。学校深化与中国航发、航空工
业、中国商飞等单位的交流合作，推动
中国商飞大飞机项目复合材料中心的
建设，强化民航考试中心的运行管理，
推进 147 部培训中心的建设。与上海
飞机制造有限公司、中科院稀土研究
院、北航江西研究院、方大新材料（江
西）有限公司、江西华赣环境集团等签
订了战略合作或产学研合作协议。与
航空工业洪都、航空工业昌飞、景德镇
直升机研究所、冠一通用飞机有限公
司等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与中国
航发 410 厂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与
中国航发 310 厂共建大学技术中心
UTC，首次实现共建UTC校、厂、所覆
盖，合作经费近 2000 万元。联合民航
江西适航审定中心、中国商飞南昌基
地、洪都集团、昌飞集团、中国直升机
设计研究所等在赣航空企事业单位共
同举办“携手共筑江西航空梦”主题日
活动。2020届毕业生到航空国防单位
就业比例为33.3%。

学校以军民融合与航空发展高端
智库为依托，参与地方政府发展规划
制定，为江西航空产业腾飞提供人才
支撑和智力支持。《产学研用链接互
动 助力江西航空圆梦》、《全力打造
江西航空一站式维修基地建设的政策
建议》《以通航产业为突破口，撬动江
西航空产业发展升级》《我省通航产业
在中部地区勇争先的分析与思考》等
调研报告获省领导肯定性批示。

融四海文化，铸大学精神。
南昌航空大学前瞻开放、面向世

界的办学精神薪火相传。面对后疫情
时代新的契机与挑战，学校将继续探
索“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国际合作
交流新模式，主动融入“政府主导、市场
引导、企业主体、学校主为”的互动合作
运行体系，围绕航空产业链布局创新
链，以创新链重塑人才链、教育链，进一
步拓展国际视野，提升合作能级，奋力
开启有特色高水平大贡献大学建设新
局面，为早日实现“航空产业大起来、航
空研发强起来、江西飞机飞起来、航空
小镇兴起来、航空市场旺起来”的江西

“航空梦”贡献力量。 （黄小路）

（图由南昌航空大学党委宣传部提供）

南昌航空大学

深化国际产学研用合作 助力江西航空产业发展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
南昌航空大学始终以

积极、包容、共赢的态度面
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机遇与
挑战，加强同相关国家的互
容、互鉴、互通，推动师资队
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
术交流等方面的国际化进
程，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宽
领域、高水平有航空特色的
国际化办学格局。

近年来，学校与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乌克兰等
20 个国家的 70 多所高校建
立稳定的校际合作关系；与
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爱尔
兰等国家的高校共同举办
本科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精准对接国内外科技
资源、人才资源，不断深挖
和推动各国在全球相关领
域的优势资源合作，服务江
西省航空产业发展。

罗胜联教授指导来华交
流学生开展研究

学生在飞行模拟仓上课

学生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航空大学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