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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1 日

跳舞机器人、变形金刚舞动全场！深圳罗湖中小学大创客节科技味浓

南都讯 记者伍曼娜 通讯员刘炳坚 徐军 创意智能交通机器人、3D机器人、寻迹机器人、磁感线应桌子……11月 11日，由罗湖区教

育局、罗湖区科技创新局（罗湖区科学技术协会）、共青团罗湖区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罗湖区中小学首届大创客节开幕式活动在罗湖翠园中

学初中部隆重举行，全区各中小学校 5000多名师生及家长参加了当天活动。

罗湖区中小学首届大创客节活动以“智慧、融合、创新、共享”为主题，此次活动将罗湖区中小学科技信息节、罗湖区中小学学生创

客节、罗湖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三大青少年智慧科技教育活动有机融合，有效推动了罗湖区青少年科普教育、智慧教育和创新教育向

纵深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罗湖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随着罗湖区教育局局长王水发宣布活动开幕，热气球、小气球同时升空，跳舞机器人、钢铁侠、变形金刚舞动全场，航空航天火箭模

型集体发射，充满科技元素，场面宏大，热闹非凡。

开幕式当天共设置了比赛区域、展示区域和体验区域等三大区域。在比赛区域，共设置了 9大现场比赛，包括三模比赛、无人机比赛、

机器人比赛、机关王比赛、3D打印笔创作比赛、创意七巧板比赛、橡筋动力飞机制作留空赛、风筝比赛等，此外还有 3个比赛分别在罗

芳小学、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和洪湖小学进行，近千人次参加了现场比赛，选手们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实力，展示出勇于拼搏、顽强奋进、

团结友好的良好风貌。

在展示区域，共设置了近百个展位，分为学校智慧、科普和创新教育成果展、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成果展、创客企业项目展示和项目

推介会等，分别展示罗湖区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近一年来各方面最新成果，包括 54所学校和 25家企业参加了现场展示。在体验区域，共

设置了 VR体验、动感电影、科技制作体验、互动机器人等 22个体验项目，学生可凭体验卡参加活动，领取小奖品，场面气氛十分热闹。

其中，罗湖小学以“学雷锋、好习惯、大创客、创未来”为校园四大特色文化，积极开展创客实践，本次创客节活动展示了《雨衣头

盔》《磁感线应桌子》《带卷笔刀的桌面吸尘器》《按摩花洒》等多项学生小发明。景贝小学“小工匠”创客实践室的“小创客”带来了

机器人、3D打印笔作品、小发明小创作作品、现场演示编程猫，还参与了现场 3D打印笔比赛及机器人、车模、航模、VR虚拟现实、无

人机等现场体验活动。罗湖外语学校初中实验部的学生们则展示了他们制作的创意智能交通机器人、创意环保休闲亭、创意移动式插座等

作



品。

根据活动安排，罗湖区中小学首届大创客节活动从 11月 11日正式开始，持续到 30日闭幕，共设置了 11项专题活动，包括教育现代

化暨创客教育高峰论坛、学校智慧创客教育交流会、教师泛微课大赛、教师码课资源展评、学生电子作品展评、学生科技活动竞赛、中小

学科技模型竞赛、学生科技创新挑战赛、学生现场创客体验活动、创客企业项目体验展示和项目推介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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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1 日

罗湖区中小学首届大创客节开幕！罗湖青少年科创大赛同期启动

11月 11日，由罗湖区教育局、区科技创新局（区科学技术协会）、共青团罗湖区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罗湖区中小学首届大创客节开幕

式在翠园中学初中部举行，全区各中小学校 5000多名师生及家长参加了当天活动。

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名誉院长、原深圳中科院院士生活基地负责人倪嘉缵院士,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副部长陈志远，深圳市

教育信息技术中心主任、深圳市育新学校校长杨焕亮，罗湖区教育局局长王水发，罗湖区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黄挺青和共青团罗湖区委员

会副书记张俊欣，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宾华，常务副院长付培之，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童海云等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罗湖区中小学首届大创客节活动以“智慧、融合、创新、共享”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罗湖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

方案（2017—2020年）》和《罗湖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落实新素质教育，推进“智慧校园”建设，实施“大创客”行动，

提升师生科技信息素养和创新意识，培养选拔跨学科创新型人才，展示罗湖区智慧教育、科普教育和创新教育的新成果，落实打造罗湖“精

品教育”的教育目标。

此次活动还将罗湖区中小学科技信息节、罗湖区中小学学生创客节、罗湖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三大青少年智慧科技教育活动有机

融合，有效推动了罗湖区青少年科普教育、智慧教育和创新教育向纵深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罗湖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开幕式上，倪嘉缵、杨焕亮、黄挺青、宾华先后向参加活动全体人员致欢迎辞。倪嘉缵代表深圳中科院院士生活基地向辖区 32所中

小学赠送共 43位院士的 53幅事迹画框，并和出席活动的全体嘉宾一起，向近一年来在全国、省、市级相关青少年比赛中获奖的代表进行

颁奖。

紧接着，随着王水发宣布开幕，嘉宾们共同浇灌金沙，热气球、小气球同时升空，跳舞机器人、钢铁侠、变形金刚舞动全场，航空航

天火箭模型集体发射，充满科技元素，场面热闹非凡。

活动现场有许多有趣的罗湖“创客”作品。来自桂园中学的小发明“自动浇花器”吸引了许多目光。将剪刀形状的感应器插进盆栽的

泥土中，系统通过感知泥土的干湿程度开始喷水，等到泥土的潮湿度达到标准后自动停止喷水。这套装备还将使用太阳能电池解决电力供

应的问题，造型环保、简单，但科技感十足。读特记者了解到，该作品由吴雨林、晏淏楠、郭耿斌、谢艺鑫这 4位桂园中学初一学生制作



完成，通过老师邱黛虹和叶颖的指导还使用了编程软件 arduino IDE。据悉，该作品还将参加 12月的深圳市青少年创新大赛。

开幕式当天共设置了比赛区域、展示区域和体验区域等三大区域。在比赛区域，共设置了 9大现场比赛，包括三模比赛、无人机比赛、

机器人比赛、机关王比赛、3D打印笔创作比赛、创意七巧板比赛、橡筋动力飞机制作留空赛、风筝比赛等，此外还有 3个比赛分别在罗

芳小学、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和洪湖小学进行，近千人次参加了现场比赛，选手们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实力，展示出勇于拼搏、顽强奋进、

团结友好的良好风貌。

在展示区域，共设置了近百个展位，分为学校智慧、科普和创新教育成果展、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成果展、创客企业项目展示和项目

推介会等，分别展示我区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近一年来各方面最新成果，包括 54所学校和 25家企业参加了现场展示。

在体验区域，共设置了 VR体验、动感电影、科技制作体验、互动机器人等 22个体验项目，学生可凭体验卡参加活动，领取小奖品，

场面气氛十分热闹。

活动将持续到 30日，共设置了 11项专题活动，包括教育现代化暨创客教育高峰论坛、学校智慧创客教育交流会、教师泛微课大赛、

教师码课资源展评、学生电子作品展评、学生科技活动竞赛、中小学科技模型竞赛、学生科技创新挑战赛、学生现场创客体验活动、创客

企业项目体验展示和项目推介活动等。这次活动充分展示出罗湖区智慧教育、科普教育和创新教育的新成果，营造出罗湖区智慧创新实践

的新氛围。



2018 年 11 月 11 日

酷炫创客体验来袭 罗湖区中小学首届大创客节来了

11 月 11 日，罗湖区中小学 5000 余师生、家长齐聚翠园中学初中部的足球场，罗湖区中小学首届大创客节活动酷炫开幕，云集了热

气球、跳舞机器人、会飞的钢铁侠，会跳空中芭蕾的无人机。一天的时间里，学生们参加了 9 大现场比赛，排队体验了 22 个项目，54 所

学校和 25 家企业现场展示了创客成果。

32 所中小学获赠 43 位院士事迹画框

此次创客节活动是由罗湖区教育局、罗湖区科技创新局（罗湖区科学技术协会）、共青团罗湖区委员会共同主办，将从 11 月 11 日

开始，一直持续到 30 日。大创客节活动以 " 智慧、融合、创新、共享 " 为主题，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师生科技信息素养和创新意识，

培养选拔跨学科创新型人才，展示罗湖区智慧教育、科普教育和创新教育的新成果，落实打造罗湖 " 精品教育 " 教育目标。

当天活动中，满头白发的中科院院士倪嘉缵现身，代表中科院深圳活动基地向罗湖区 32 所中小学赠送共 43 位院士 53 幅事迹画框，

罗湖区教育局局长王水发宣布罗湖区中小学首届大创客节开幕，开幕式上，诸多罗湖区 " 小创客 " 登台领奖，他们是近一年来在全国、

省、市级相关青少年比赛中获奖的代表。

罗湖区教育局局长王水发表示，此次活动将罗湖区中小学科技信息节、中小学学生创客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三大青少年智慧科

技教育活动有机融合，有效推动了罗湖区青少年科普教育、智慧教育和创新教育向纵深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罗湖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充分展示出罗湖区智慧教育、科普教育和创新教育的新成果，营造出罗湖区智慧创新实践的新氛围。

54 所学校和 25 家企业现场展示创客成果

在比赛区域，共设置了 9 大现场比赛，包括三模比赛、无人机比赛、机器人比赛、机关王比赛、3D 打印笔创作比赛、创意七巧板比

赛、橡筋动力飞机制作留空赛、风筝比赛等。

此外还有 3 个比赛分别在罗芳小学、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和洪湖小学进行，共计近千名师生参加了比赛。

在体验区域，共设置了 VR 体验、动感电影、科技制作体验、互动机器人等 22 个体验项目，吸引前来参加体验的学生排成了长龙，

气氛人脑，他们戴着 VR 眼镜，身临其境般的感受科技带来的视觉体验，参与意念赛车比赛等。



在展示区域，一字儿排排的数十个展位，分为学校智慧、科普和创新教育成果展、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成果展、创客企业项目展示和

项目推介会等，54 所学校和 25 家企业参加了现场展示。

华丽小学学生王睿达设计的多功能户外水杯的设计图，不仅可以吸收太阳能，储存电量，还可以有手电筒模式和 SOS 模式，遇到危

险还可以自动亮起。

桂园中学的学生设计自动浇花器，可以自动监测花盆里土壤的湿润度，然后根据监测的结果给花浇水。

怡景小学开展 "E 景神奇楼梯 "，使用编程，通过互动游戏和物理装置等，将哈里波特、动物嘉年华里有有趣的创意一一呈现。

水田小学展示 " 习本云课堂 " 教学情况，介绍了多功能水循环，让纸立起来等探究活动。

罗湖小学带来了雨衣头盔、磁感线应桌子、带卷笔刀的桌面吸尘器、按摩花酒等多项学生的小发明。

淘金山小学重点展示了众多 3D 打印作品，还邀请了众多学生参加趣味吸管体验。

人民小学展示的黑科技则包括了防偷窥膜、真钱变假钞、充电宝发动机、儿童安全伞、爱心药箱等。

水库小学则展示了学生们采用新方法水培种植多肉植物，这些多肉植物形态美、易种活，让很多家长和学生爱不释手。



2018 年 11 月 11 日

深圳市罗外教育集团新秀小学参加罗湖区首届中小学大创客节

11 月 11 日上午，深圳市罗外教育集团新秀小学参加罗湖区首届中小学大创客节。创客教育团队由校长卢鉴钊任组长，以信息技术、

综合实践及科学科组教师为主要参与力量，统整语文、数学、美术、音乐等学科。现场的创客教育课程如机器人搬运社团、创意剪纸校队、

科学戏剧社团、航模、车模等多种多样，吸引学生和家长目光。

活动现场上，学生们对戏剧社、剪纸社团、航模社团等兴趣围观，家长更是啧啧称赞。 目前，新秀小学以拓展课及社团课为载体，

开设适合学生的创客教育课程，如机器人搬运社团、创意剪纸校队、科学戏剧社团、Scratch 创意编程社团、航模、车模等。其中剪纸社

团在该校最具影响力，是新秀小学的特色社团，学校以 " 巧手慧心创新精彩剪纸艺术，奇思妙想造就灵秀学子人生 " 为口号，以 " 剪纸

教学 " 为基础，致力打造具有特色的校本课程，重点培养剪纸兴趣人才，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教育。

记者看到，该校的剪纸社团作品表现内容大致分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以有民间寓意、吉祥图案为主，传统纹饰的运用比较普遍；

另一类是创新的，主要以学生日常生活为主，表现形式更为活泼生动多样，表达更为随心所欲，夸张而耐人寻味。

据卢校长介绍，新秀小学特色课程不少，剪纸课程最受学生欢迎，该校有专门的剪纸室给学生学习、使用，剪纸室配备了教学台式电

脑、互动白板、复印机、超短焦投影机、实物展台等，都对学生开放。" 一件成功的剪纸作品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数天，孩子们一旦

沉浸在学习剪纸乐趣中，除了培养专注认真的工匠精神，更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开发他们

的智力和情趣 "。

新秀小学剪纸作品在历届全国中小学书画作品比赛、省市青少年科幻画创新大赛、深圳市历届少儿艺术花会及市、区级教育部门组织

的各项学生创新作品比赛、现场展演等，累计获得一、二等奖 1000 多项。新秀小学曾被授予国家级 " 组织工作先进集体奖 "、市 " 艺

术教育先进单位 "、区 " 艺术教育先进单位 " 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