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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吴晶平冤想要长寿袁以野硒冶为
贵曰看看当代野夸父冶如何野追日冶曰
夜空中最亮的星星是什么要要要北
斗导航系统噎噎5月 30 日袁2015
年全国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在广
东科学中心举行袁 最终决出全国
野十佳科普使者冶尧野最具人气奖冶尧
野最佳形象奖冶尧野最佳口才奖冶等
奖项遥

专业及业余讲解员同场 PK
本届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以

野创新创业 科技惠民冶为主题袁由
全国科技活动周组委会主办袁广
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尧 广东科学
中心等单位承办袁 是今年全国科
技活动周重大示范活动袁 也是目
前全国范围最大尧水平最高尧代表
性最强的科普讲解比赛遥

大赛分淘汰赛和总决赛两部
分袁 参赛选手由全国各省尧 自治
区尧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尧副省级
城市科技厅渊委尧局冤尧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科技局袁中央尧国务院有关
部门尧 直属机构尧 总政治部办公
厅尧 武警部队办公厅等各相关单
位选拔推荐遥来自全国各地 42个
代表队共计 131 名选手参加比
赛袁经过淘汰赛的激烈角逐袁最后

共计 30名优秀选手进入 5月 30
日举办的总决赛袁 争夺全国 野十
佳冶席位遥

据了解袁 今年的比赛相比去
年规模更大袁选手范围更广袁除了
上海科技馆尧广东科学中心尧中国
地质博物馆等全国各地科普场馆
的专业讲解员外袁还有不少学生尧
志愿者以及从事医生尧 教师尧民
警尧工程师尧主持人等职业的选手
参赛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袁还有澳
门的选手参赛遥

科普讲解也可以很有趣

科普讲解工作是一项集知
识尧语言尧技巧为一体的艺术性服
务工作袁 如何把晦涩深奥的科普
知识讲得深入浅出尧通俗易懂袁达
到寓教于乐的效果是一门学问遥
本次总决赛包括自主命题和随机
命题两个环节袁 既考验选手的科
学知识积累袁 又考验选手的陈述
与表达综合能力尧临场应变能力遥
特别是随机命题环节袁20个主题
科普视频由选手现场随机抽选袁
选定主题后只有 30秒思考时间袁
然后用两分钟围绕主题进行讲
解遥 为了吸引观众袁打动评委袁各
选手在比赛时使出浑身解数袁借
助野道具冶尧野音乐冶尧野多媒体冶等手

段袁用幽默尧睿智尧通俗的语言演
绎科学袁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遥

长寿以野硒冶为贵袁当代的野夸
父追日冶噎噎总决赛上袁选手们讲
解的内容源于生活袁却高于生活袁
选题不仅贴近热点尧生动有趣尧题
材还非常广泛袁涵盖天文尧地理尧
自然尧物理尧化学尧生物等多领域遥
如院 有来自重庆自然博物馆的选
手讲解鲜为人知的长寿密码野硒冶
元素袁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
博物馆的选手讲解 野石中花冶袁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的
选手讲野宫颈癌冶袁河北科学技术
馆的选手讲解 3D打印机袁 湖南
代表队选手讲解夜空中最亮的星
星要要要北斗导航系统袁 还有吉林
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
支队的选手讲解高速公路上的
野猫鼠冶游戏袁陕西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的选手分享重现秦军阵的虚
拟修复术等等遥

经过一天激烈的角逐袁 广州
代表队的赵霞尧凌浩翔袁北京代表
队王玉尧舒乃光袁上海代表队金雯
俐尧沈晓兰袁云南代表队彭野袁国
家林业局代表队陈霄翔袁 中国气
象局代表队张娟袁 公安部代表队
王卓等 10位选手荣获一等奖袁被
授予全国野十佳科普使者冶称号遥

此外大赛还通过现场观众投
票和网络投票的形式产生三个专
项奖袁 分别由上海代表队的沈晓
兰和厦门代表队的姜年辉获最具

人气奖曰 中国气象局代表队张娟
和北京代表队舒乃光获最佳形象
奖曰 上海代表队金雯俐和公安部
代表队王卓获得最佳口才奖遥

本报讯渊记者 麦博 通讯
员 梁镇洋冤日前袁广州大学
军事工程研究院和广州市国
防教育中心在广州市八一希
望小学举办首场广州市青少
年军事科普教育理论与实践
专题讲座袁 邀请了广州大学
附属中学军事教员雷鹏俊来
校为八一希望小学的 160多
名学生介绍解放军武器及军

服变迁遥
据悉袁 此系列专题讲座

为广州市青少年校园国防军
事科技活动的调查研究活动
的内容之一遥 这一系列的专
题讲座除了此次的 野解放军
武器及军服变迁冶主题外袁还
有 野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冶尧
野兵器模型制作常识介绍冶尧
野神奇的导弹冶尧野航空母舰冶尧

野 航天科普知识冶尧野 轻武器
知识冶等内容遥除了广州市八
一希望小学外袁 广州市青少
年军事科普教育理论与实践
系列专题讲座还将在广州大
学附属中学尧 中山大学附属
中学尧 广州市天河区新塘小
学开展遥

本报讯 渊记者 麦博 通讯员 高
东敏冤5 月29 日袁2015 金堂奖全球
巡回推广深圳站在深圳举行遥广州
国际设计周联合中国首个 IFI 全球
资源品牌伙伴袁2015 金堂奖全球
战略合作伙伴简一大理石瓷砖共
同开启 野2015国际室内设计日冶庆
祝活动遥

国际室内建筑师设计师团体联
盟(IFI)公布野2015国际室内设计日冶
为 2015年 5月 30日 渊星期六冤袁其

主题为 野Design for All冶遥 该主题体
现了价值观尧 贴合性以及责任感这
些理念袁 并通过提供更好的设计以
及通过不断丰富设计文化与知识袁
创造出更多包罗万有的环境袁 提高
大众的生活质量遥 设计解决方案还
把健康尧 老龄社会以及幸福这些因
素考虑在内遥设计可以改变生活袁为
我们创造出更好的生活尧 工作及娱
乐环境并增强社区凝聚力遥

本报讯渊记者 冯海波 通
讯员 李世友冤近日袁第二届
从化营销大赛暨野粤清香杯冶
电子商务创业大赛举行了闭
幕式暨颁奖典礼遥

据了解袁共有从化地区
的 6 所院校袁18 支队伍袁200
多名学生参加本次大赛遥 经
过 8 个月的激烈比拼袁共评

选出一等奖 2 名袁 二等奖 2
名袁 三等奖 2 名袁 优胜奖 1
名袁优秀指导老师 6名遥

通过本次大赛袁 加强了
企业与从化地区各院校学生
的联系以及学生之间的交流
合作袁 为大学生搭建了创业
的平台袁 创造大学生就业机
会袁 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遥

而广州市清香农产有限公司
也从学生营销活动中提出的
产品创新思维以及电子商务
的创新思路中得到启发遥清香
香农产方面表示袁今后企业将
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袁 吸纳
更多的创新思维和营销思
路袁 为高校学生提供实践平
台袁助企业创新发展遥

全国科普讲解大赛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

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
式袁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遥
6位世界科学大奖获奖者袁100余位
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袁229位
来自香港尧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学者袁
以及 12个国家和 19个国外对口科
技团体和机构的专家袁2500多名中
国各地的学会代表出席开幕式遥 中
国国家李源潮副主席为获中国科协
求是杰出青年工程奖得奖者颁奖遥
有感诗一首院

多少朵科技的鲜花袁
在这里散发着芬芳曰
多少人智慧的思想袁
在这里张开创新的翅膀遥
多少家神州硅谷的硕果袁
在年会上彰显自主创新的品牌曰
多少幅先行创优的蓝图袁
在年会上描绘民族复兴的篇章遥
啊要要要
中国的四大发明袁
指南针领航科学技术五千年曰

欧洲的技术进步袁
蒸汽机助力工业创建新纪元遥
科学大师们袁
在研究深奥的宇宙黑洞空间院
人类智者们袁
在破解奇妙的哥德巴赫猜想遥
啊要要要
技术创新在优化生活袁
科学创新在引领未来曰
创新在改变落后的生产力袁
创新在圆中华强盛的梦想遥
科技创新尧科技领航袁
这就是科协年会的宣言曰
科学发展尧安国兴邦袁
这就是科技工作者的心愿遥
听要要要
我们勇敢探索的年会歌声袁
正在中国大地上迥荡激扬曰
看要要要
创新驱动先行的年会航船袁
正驰骋在人类文明科学的大海洋遥

渊广东省科协 黎伟民冤

畅想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

第二届从化营销大赛落下帷幕

近年来袁我国科普事业进入野新常态冶袁保持平稳发展袁越来
越多人员投身科学传播工作袁科普人员数量逐年上升遥 根据全国
科普最新统计数据袁2013年全国共有科普人员 197.82万人袁比
2012年增加 1.04%遥每万人口拥有科普人员 14.54人遥其中袁科普
专职人员 24.23万人袁占 12.25%曰科普兼职人员 173.59万人袁占
87.75%遥 女性科普人员 74.41万名袁 占 37.62%遥 科普创作人员
14479人袁占 0.73%遥农村科普人员 75.11万人袁占 37.97%遥注册科
普志愿者 337.28万人袁比 2012年增加 83.67万人遥 2014年的全
国科普统计调查正在进行袁预计科普人员数量还将进一步攀升遥

我国科普事业进入野新常态冶

全国野十佳科普使者冶出炉

广东科学中心选手赵霞在进行科普讲解遥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渊记者 张建列 通
讯员 谢舜源冤近日袁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项目 野地热资源利
用技术冶 课题验收会在广州
召开遥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
研究所作为项目的牵头单位
和课题 野地热资源综合梯级
利用集成技术研究冶 的承担
单位参加了验收会遥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野地热资源综合梯级利用集
成技术研究冶 结合华南地区
地热资源特点袁 选择广东省
丰顺金德宝凯悦国际温泉度
假酒店作为示范点袁 重点开
展了地热资源综合利用关键
技术尧装置及示范的研究袁成
功研制开发了 300千瓦地热
制冷机尧300 千瓦高温热泵
机组等核心装置和设备袁各

项技术指标均成功通过了第
三方检测遥 课题开展了集成
系统评价优化及工艺流程设
计袁提出了野地热制冷-地热
干燥-地热洗浴-地热热泵冶
四级梯级利用模式袁 首次建
成了一套适用于南方地区的
地热资源高效综合利用示范
系统袁 实现地热资源热利用
效率达到 70%遥

野地热资源利用技术冶课题通过验收
首建适用南方地热高效利用系统

野国际室内设计日冶在深圳开启

广州开展青少年军事科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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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充电技术有望改变智能手机行业甚至电动汽车行业遥

资料图片

稳定控制系统冤也能有效
操控安全系数和便利性遥
安全门锁呵护到家袁车身

一起去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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