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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
背景 国家倡导，政策支持

课程介绍 课程开发背景意义

2021年12月，教育部和中

国科协《关于利用科普资源

助推“双减”工作的通知》

2021 年 6 月，国务院《全民
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
（2021—2035 年）》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双减”政策，第

10条，科普排第一位

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学校要制定课后服务

实施方案，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充分

用好课后服务时间，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

业，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

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

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

、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

激发青少年好奇心和想象力，增强科学兴

趣、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引导变革教学方式，倡导启发式、探究式

、开放式教学，保护学生好奇心，激发求

知欲和想象力。

建立校内外科学教育资源有效衔接机制。

实施馆校合作行动，引导中小学充分利用

科技馆、博物馆、科普教育基地等科普场

所广泛开展各类学习实践活动。



优质科普教育资源成果化、普适化

服务“双减”，促进教育均衡，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

解决课后服务课程短缺的瓶颈

政府倡导 民生工程

权威出品 馆校合作 线上线下支持

素质拓展 解决托管 家长放心

课程 读本 实验包一体，听 看 做一体，在线STEAM课程 中科馆 北师大 专业团队打造，内容科学可靠

双师在线 直录播结合 解放教师身心

体验科学，启迪创新，推进小学阶段科普教育，培养学生科学思

维、科学精神，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
课程
意义

课程介绍 课程开发背景意义



课程介绍 教育部最新课程标准

从1990年起，教育部每10年左右更新一次课标。2022年4月，教

育部最新课标发布，涉及16个科目。2个高频词：跨学科、探究
领会
内涵

学科核心素养：主要是指学生在学习科学课程
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
会发展所需要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是科学课程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包括
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态度责任等
方面。

教学建议：基于核心素养确定教学目标，围绕
核心概念和跨学科概念组织教学内容，以学生
为主体进行教学设计（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水
平），以探究实践为主要方式开展教学活动。

学习活动主要包括观察、测量、观测、实验探
究、模拟实验、制作、体验、调查、种植养殖、
读图识图、项目研究、科普剧等。

科学课程内容



历史渊源

《科技馆里的科学课》始于2017年的“馆校合作项目”，是中国科技馆利用场馆展品设施优势，在十几年积淀的多元教学资源基
础上，遵循实践、探究的教育理念研发的，科普素质提升类融媒体课程 跨学科的教学内容、探究式学习模式，可以很好的激发
孩子学习兴趣，丰富其科学素养，提升其综合素质。

项目背景

发挥教育强区和国家级科技馆的优势，深化
探索“馆校合作”模式，着力馆校资源开发，
逐步搭建“中小学科学教育共建共享平台”。

课程介绍

主创机构

出版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馆

一流科技辅导教师，发挥科技馆教育

资源，体现先进教育理念。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小学科学教研员、骨干教师，融合前沿地区先进

经验，明确课程要求，熟知学校教师及学生的特

点与需求，共同参与开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专家评审



《 科 技 馆 里 的 科 学 课 》

中国科技馆 中国教科院 北师大 北京教科院 深圳教科院百余位教育专家、名师倾力打造

国内最具权威的青少年融媒体科普课程

中国科技馆独家授权

课程介绍 课程简介

课程研发遵循实践、探究的教育理念，以中国科技馆展品为切入点，结合小

学课标，以视频课程、科学实验包、拓展读本、科普视频资源库和教学资源

库 为立体呈现形式，采用双师课堂的形式在课后科学兴趣班使用。

课后延时服务必备课程



课程特色与优势 与同类课程对比

序号 对比项目 《科技馆里的科学课》 其他科普类课程

1 权威机构背书 中国科技馆，北师大音像电子出版社 无同类背书

2 研发团队 中国科技馆专家、北京、深圳两市教科院百余位专家、名师 无此教研背景

3 研发资源 12年多元教育资源积淀，4年馆校合作，500余所学校实践 无此资源优势

4 专业审定 中国教科院、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专家审定 多数无专业审定

5 出版发行 国内首套综合性、体系化融媒体出版物，科学严谨、版权保护 多数无正式出版

6 课程定位 基于课标、超越课标，项目式学习；1-6年级，专业化、体系化 多数为自研体系或无体系

7 课程构成 视频课程、科学实验包、拓展读本、科普视频资源库和教学资源库 无此丰富的课程资源组合

8 课程内容 由中国科技馆展品、展项引入，实践、探究教育理念 无此类优势资源

9 授课形式 线上线下同步教学，双师课堂授课，减轻教师压力 单一线上或线下授课

10 教研支持
省部级课题参与，“馆校合作”授牌（与区域教育局合作），研学

参观，课程直播，培训论坛，线上科技节，数字科技馆科普资源等
无此丰富的教研支持



课程特色与优势

应用场景广泛，
适宜大规模推广

学校采用双师课堂的形式，
组织兴趣班、学习小组进
行上课，实验材料包、读
本既可人手一套也可小组
一套。
线下老师无专业性要求，
只需维持秩序和组织活动。

探究式学习，提升
科学素质

通过在线视频课程与手

工实验相结合的探究式

学习，提高学生动手实

践能力，培养学生科学

思维和科学精神。

500余个配套科学实验讲
解及活动，通过试听课程
与手工操作实验包相结合，
使课程充满趣味性、可观
赏性和动手参与性，可提
升广大青少儿童对科学课
程的喜爱度、参与度。

学练结合，动手实
操，更具趣味性

权威性、科学性、
系统性兼具

强背书，专业创作团队精

心策划，课程分层设计。

根据不同年级、年龄段身

心特点，系统化编排课程。

契合国家政策，满足青少年成长需要



课程主编

李志忠博士

童海云老师

李志忠

高级工程师、工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教育中心实
验活动部副主任，从事科普场馆科学教育与科普展览策划
相关工作。

童海云

特级教师，深圳市教科院教研员，教育部教育科学出版社
小学科学教材副主编，教育部科学国培项目授课专家。

课程特色与优势



评审专家成员简介课程介绍

王磊 教授/副院长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院

中国化学会化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魏锐 教授/副院长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

作为主讲教师参与建设国家级精品课、国家级精品
资源共享课、MOOC建设；
致力于推动核心素养、科学概念理解、科学思想方
法和科学实验探究在中小学科学教学中的落实。

李秀菊 博士/副研究员
中国科普研究所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首届科普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主持中国科协调查类课题、中国科协普及部委托课题等多项课题，
是中国科学教育蓝皮书策划和主要编写者。

黄琼 博士/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教育科学研究院

郭晓丽 硕士/小学科学教研员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

课程特色与优势



主讲教师简介

冯溦 一年级主讲老师
中国科技馆 科技辅导员

从事科技辅导员工作13年、经验丰富，曾获
第二届全国科技馆辅导员大赛一等奖。

左超 一年级主讲老师
中国科技馆 科技辅导员

擅长于科学演示实验、科学秀内容的开发以及实验
道具、资源包的研发，拥有专利发明，且个人荣获
2014年度、2018年度“北京科学达人称号”。主
创项目获省市级奖项若干。

祖显弟 二年级主讲老师
中国科技馆 科技辅导员

主要负责教育活动开发及实施，曾荣获第五
届全国科技馆辅导员大赛科学实验二等奖、
第六届其他形式科学表演一等奖和第七届科
学实验一等奖。

侯易飞 四年级主讲老师
中国科技馆 科技辅导员
曾获第五届、第六届全国科技馆辅导员大赛
科学表演赛一等奖；第十二届北京阳光少年
文化科普进校园活动“先进工作者”；2017
年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全国优
秀指导教师奖。

曹文思 三年级主讲老师
中国科技馆 科技辅导员

201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历。就职于
中国科技馆以来，主要从事科技辅导员工作，研究
方向：场馆教育研究。

黄践 五年级主讲老师
中国科技馆 科技辅导员
负责中国科技馆馆校结合工作，编写《科技馆里的
科学课》、设计并主讲“科技馆里的中考题”、“
中国科技馆开学第一课”等主题课程。曾荣获第五
届全国科技馆辅导员大赛展品辅导赛一等奖，参与
拍摄《加油向未来》等多个电视科普节目。

课程特色与优势



由专业人士执笔创作，内容深入

浅出，形式活泼，语言生动有趣、

科普知识准确易懂，学习读本人

手一册，学生可以深入学习。

拓展读本 科学实验包

每个主题课程配套一个动手实验材
料包，每学期10-15个实验主题，
用于学生个人或者小组在上课期间
同步参与科普实验。

拓展资源库

在读本二维码链接中，有更多关于科
学常识、科普知识的视频库，孩子可
以随时学习。
资源库同时在服务机构及中国科技馆
的在线平台中提供，可自主选择自己
需求的个性化课程。
教师专门配套教学指导手册，辅助课
程教学。

在线课程

以融合出版的形式，通过在线学
习平台实现智能个性推送、交流
互动、学习管理等功能。并以在
线双师课堂为主要课堂形式，为
广大中小学服务，让教师与学生
在课后延时服务中直接在线学习。

课程内容架构 课程内容和形式



课程内容架构 课程教学体系

年级 价值观 主题及内容 能力目标

G1
感知世界
观察现象
激发兴趣

主题为《大自然的启示》，
展现常见动植物给人类发展带来的启示
揭示其背后的科学原理。

在动手实践中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究
的兴趣，提升其动手实践能力和科
学素养。

G2
感知世界
观察现象
激发兴趣

主题为《科学家体验营》，
展现常规科学现象的探寻过程， 训练基
本的科学探索技能。

鼓励孩子们化身小小科学家，开动
脑筋去研究自己喜欢的内容。

G3
认识世界
发现问题
扩展知识

主题为《好玩的水世界》，
展现与水有关的科学启示和原理， 彰显
人类对水的巧妙利用。

通过各种有趣的小实验和动手制作，
激发孩子们的科研兴趣。

G4
认识世界
发现问题
扩展知识

主题为《探索光影世界》，
由各种光影的表象到其背后的科学原理
生动展现人类智慧。

在各种有趣的动手制作和实验探究
中，提升孩子们科学探索兴趣。

G5
探究世界
解决问题
追求创新

主题为《我的能量世界》，
展现人类对各种能量的发现和使用，彰
显自然科学的无穷魅力。

引领孩子们设计各类与电能有关的
设备模型，通过各种对比实验体验
科学的奥秘与快乐。



课程内容架构 科学的课程设计流程



课程内容架构 在线课程-4个教学环节

课程由互动展项引入，设置悬念

授课老师演示实验，妙趣横生

知识探秘，深入浅出，原理讲解

老师带领学生进行探究实践活动



课程内容架构 在线课程-基于课标高于课标



课程内容架构 在线课程-各年级课程目录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1.蛋壳的启示（上） 1. 植物学家年轮考察记（上） 1.神奇的表面张力（上） 1.别致的花灯（上） 1.青蛙腿的启示（上） 1.寻找类地星球（上）

2.蛋壳的启示（下） 2. 植物学家年轮考察记（下） 2.神奇的表面张力（下） 2.别致的花灯（下） 2.青蛙腿的启示（下） 2.寻找类地星球（下）

3.鱼的启示（上） 3.动物学家海岛观鸟记（上） 3.威猛的水龙卷（上） 3.神奇的影子（上） 3.电和磁是好朋友（上） 3.制造运载火箭（上）

4.鱼的启示（下） 4.动物学家海岛观鸟记（下） 4.威猛的水龙卷（下） 4.神奇的影子（下） 4.电和磁是好朋友（下） 4.制造运载火箭（下）

5.螃蟹眼睛的启示（上） 5.气象学家气象观测记（上） 5.强大的液压机械臂（上） 5.电灯的秘密（上） 5.流水的力量（上） 5.研发缓冲着陆器（上）

6.螃蟹眼睛的启示（下） 6.气象学家气象观测记（下） 6.强大的液压机械臂（下） 6.电灯的秘密（下） 6.流水的力量（下） 6.研发缓冲着陆器（下）

7.鸟的启示（上） 7.地质学家淘矿寻宝记（上） 7.有趣的虹吸现象（上） 7.光线投影变变变（上） 7.风能捕手（上） 7.制作火星巡视车（上）

8.鸟的启示（下） 8.地质学家淘矿寻宝记（下） 8.有趣的虹吸现象（下） 8.光线投影变变变（下） 8.风能捕手（下） 8.制作火星巡视车（下）

9.蜂巢的启示（上） 9.天文学家星空探索记（上） 9.离不开的水净化（上） 9.城市之光（上） 9.万丈光芒（上） 9.建造火星基地（上）

10.蜂巢的启示（下） 10.天文学家星空探索记（下） 10.离不开的水净化（下） 10.城市之光（下） 10.万丈光芒（下） 10.建造火星基地（下）

拓展课 拓展课 拓展课 拓展课 拓展课 拓展课

11.多变的根 11.丰富的主食从哪里来 11.妙趣横生的动画世界（上） 11.不可或缺的摩擦力 11.车舆起源 11.舱外航天服与大气压

12.根的吸收 12.我是小小营养师 12.妙趣横生的动画世界（下） 12.有益摩擦？有害摩擦？ 12.木牛流马 12.设计简易舱外航天服

13.根的固定 13.垃圾都去哪了 13.不可思议的错视世界（上） 13.趣味猴爬杆 13.“水”主沉浮 13.认识天空中的星星

14.千奇百怪的茎 14.垃圾分类初体验 14.不可思议的错视世界（中） 14.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14.逆水行舟 14.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工具——简仪

15.探秘茎的形状 15.可回收物用处大 15.不可思议的错视世界（下） 15.牛顿火箭车 15.乘风破浪 15.中国古代计时工具——日晷



课程内容架构 拓展资源库-教师备课资料



课程内容架构 拓展资源库-科普主题视频



课程内容架构

大自然的启示

植物的奥秘

一年级

7-8 15 1 2-5 600
每学期

包含 主题/年级/学期 课时 课/周 学生动手实验/课 分钟教学视频/学期

二年级

科学家体验营

生活材料探秘

三年级

好玩的水世界

奇妙的大千世界

四年级

探索光影世界

力学世界

五年级

我的能量世界

交通工具总动员

六年级

飞向火星
探秘中国古代技
术成就

《科技馆里的科学课（年级版）》内容涵盖1-6年级，每个年级每学期15课时，配有视频课程、

科学实验包和拓展读本。使用时可以按需求配套组合，既可人手一套也可小组一套。

年级版科学实验包-实验器材即用即耗



课程内容架构

8 16 1 2-5 640
每学期

包含 主题/班级/学期 课时 课/周 学生动手实验/课 分钟教学视频/学期

《科技馆里的科学课（复用版）》精选声、光、电、磁、力等多方面科学主题，适用于3-6年级

学生，每个班级每学期16课时，配有视频课程、科学实验包和拓展读本。各班可循环使用，强调动手

操作，方便学生以独立或小组合作方式开展实验探究。

复用版科学实验包-实验器材可重复使用



课程内容架构 科学实验包-样例与质检报告



课程内容架构 各年级拓展读本（学生用书）



课程使用情况 各地开展本课程实景

中国科技馆开展本课程 中国科技馆开展本课程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课程使用情况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广东佛山市顺德大良顺峰小学 广东佛山市顺德大良顺峰小学

各地开展本课程实景



课程使用情况

2017年上半年，中国科技馆向北京市中小学发出征集公告，收到来自全市16区300多所中小学校的报名申请。该馆依据市级重点校、科技
特色校、远郊区县校三类学校作为首批试点的择校标准，从中选择了201所学校成为首批签约校。

中国科技馆将为签约校提供包括场馆活动、创新人才培养、校本课程开发、科技教师培训、科技馆活动进校园五大方面的服务内容。

馆校合作-本课程发轫，北京首批201所学校



课程使用情况 科普活动-怀进鹏院士向武汉多所小学捐赠本课程

2020年9月19日，全国科普日活动北京主会场视频连线武汉分会场，由中国科协书记处第一书记、中科院院士怀进鹏，中国科协党组成员、
中国科技馆馆长殷皓共同向武汉科技馆赠送了电子课程资源包，并委托武汉科技馆馆长刘青代表中国科技馆向武汉师生赠送实体课程资源包，为
在疫情防控中作出巨大贡献的武汉市民提供优质的科普活动。



课程使用情况 政府合作-日照市馆校合作启动仪式

2021年10月20日，中国科技馆“馆校合作日照科学教育基地”揭牌暨“科技馆里的科学课”启动仪式在日照市科技馆多功能报告厅隆重举
行。中国科技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钱岩，日照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刚出席并致辞；山东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陈爱国等领导和专家出
席……启动仪式由日照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滕永茂主持；日照市科协、市教育局、市广播电视台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110人参加。



课程使用情况 政府合作-深圳市馆校结合工作会议

2021年12月16日，由中国科学技术馆、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深圳市科学馆共建“馆校结合科技教育基地学校”工作会议在深圳科学馆
召开。来自深圳各区的50所学校被正式授予“馆校结合科技教育基地学校”。深圳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驻会副主席张治平，深圳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院长李桂娟出席会议，并为基地学校授牌。



课程使用情况 2021年度全国十佳指导老师风采-节选



课程使用情况 2021年教师节-获奖教师对课程的评价

隋萤 北京师范大学朝阳附属学校科学教研组组长
课程设计非常适合学生认知发展特点，能很好的调动学生的

兴趣，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使学生初步学会实验探究，控制变
量的方法，科学史的引入更是为课程锦上添花。

刘燕 甘肃省兰州市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兰州分校科技工作负责人
课程以科技馆的科普课程为核心，结合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

程标准，以实践探究为主，让学生在认真观察后进行亲自体验。

张楠 辽宁铁岭市铁岭县凡河中心小学科学教师
本课程是科技馆与学校能够有效衔接的纽带和桥梁，促进了

资源的合理和充分利用，并成为一种独特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
活动中摆脱束缚，主动进行探究，在学中做、玩中乐、乐中思。

纪宝伟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科学教师
学生们通过线上的视频了解知识、背景以及实验原理；在线

下应用标准化的器材，开展实验和制作，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应
用，使学校的科学教育变得更加系统化，立体化以及多样化。

韩玉 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馨园分校科技教师
对读本和材料有较大创新，通过简单有趣的实验，就能将课

本中的科学原理解释清楚，从而引导学生进行科学学习，调动学
生探索科学奥秘的积极性。

任凤萍 贵州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实验小学科学教研组长
活动丰富了学生们的科普知识，开阔了视野，开阔了思维，

体验到科技的神奇力量，增强了学生的科创兴趣，激发了学生讲
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情，许多同学都非常想去中国科技馆
参观。

杨克瑞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第三小学优秀科学教师
课程深深吸引了同学们，做实验时，同学们兴奋的像一群小

麻雀，总是问个不停，讨论个没完。特别是完整的科学实验包，
让老师在指导学生实验时事半功倍。

闫素光 西柏坡学区中心学校科学教师
生活中不是缺乏科学，而是缺乏发现科学的眼睛。本课程赋

予学生们发现科学的眼睛，激发他们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学
生们要放开手脚，利用实验套材，自己动手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课程使用情况 课程应用评价

2021年，来自中国科学技术馆100余所实验学校的问卷调研报告显示，针对课

程认可度的调研，满意度在95%左右。



课程使用情况 全国部分参与学校名单

截至2021年10月，《科技馆里的科学课》已在全国各地500余所学校正式使用。

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馨园分校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二小学

北京市东城区分司厅小学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嘉铭分校

北京市丰台区阳春小学

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校

北京十二中南站学校

北师大朝阳附属学校 /北理工附属实验学校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山西省吕梁市岚县社科乡社科中心学校

山西省吕梁市岚县坡上明德小学

山西省吕梁市岚县王狮乡王狮中心学校

黑龙江省北安市兆麟小学校

黑龙江省黑河市嫩江市第四小学校

哈尔滨市工农兵小学校

五大连池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第一小学

辽宁省铁岭市雷锋小学

辽宁省北师大沈阳附校（小学部）

河北保定市雄县龙湾镇大步村小学

河北唐山遵化市东旧寨镇梁屯中心小学

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第三实验小学

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树儿湾小学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苏虎街实验小学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南路腾飞路小学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双沟实验学校

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中心小学教育集团

浙江省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合肥市琥珀小学

合肥市六安路小学中铁国际城校区

合肥市安居苑小学

山东省滕州市柴胡店镇大王楼小学

郑州市中原区桐淮小区小学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外国语学校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中心学校

深圳市龙岗区依山郡小学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西湾小学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湖学校

深圳市宝安区上屋小学

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实验小学

深圳市宝安区红树林外国语小学

深圳市福田区天健小学

深圳市南山实验教育集团鼎太小学

深圳市宝安区滨海小学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小学

海南省琼中县黎母山学校

海南五指山思源实验学校

重庆市万州区龙驹中心小学

重庆市渝北区鲁能巴蜀小学

甘肃省永登县武胜驿镇金嘴小学

天津市丰年村街道丽泽小学

长春市双阳区滨河实验学校

福州市麦顶小学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城关小学

贵州省铜仁市印江自治县实验小学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红云小学龙泉校区

成都市温江区和盛小学

成都高新区益州小学

拉萨市第一小学

西安市五味什字小学

青海省多巴镇多二小学



全平台 全方位 一体化课程服务

中科馆馆校合作课后课程服务

参与科技馆 北师大教育课题

课题参与，学校个性课程共建

在线平台一体化服务

在线教师培训，教学版视频课，
学生科普视频，教师指导手册

地区联合推进

中国科技馆馆校合作
基地校 试验区合作

科技节 全国大赛 等科普活动

科技节、科普创新大赛、夏令营、
直播活动等专业课程活动

课程延伸服务 馆校合作



全平台 全方位 一体化课程服务

为学校科普教育提供有力的方案参考和体系支撑

课程延伸服务 馆校结合基地校



全平台 全方位 一体化课程服务

课程延伸服务 “科技馆里的科学课”试点示范



全平台 全方位 一体化课程服务

助力校园科普、丰富校园文化、提升师生科学素养

课程延伸服务 请进来-校园科技节、科学表演、科学讲座



全平台 全方位 一体化课程服务

增长学生见识，激发科学兴趣，启迪科学观念

课程延伸服务 走出去-研学游学、夏/冬令营、科普活动



全平台 全方位 一体化课程服务

增强科学实践、掌握科学方法、培养创新精神

课程延伸服务 赛事提升-全国挑战赛、创新大赛



谢 谢 聆 听
THA N K YO U  FO R  L ISTEN IN G

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趣的引导
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学
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批具备科学
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

——习近平

扫 一 扫 ， 观 看 课 程 视 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