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站满了各式各样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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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子亲探韩国科技心脏
� � 11 月 底 ，“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来 2015
年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
品大赛”落下帷幕。 决赛设置了
终极大奖， 冠军选手们奔赴韩
国，深入韩国科学研究院、原子
力研究院等科技心脏，感受了韩
国的前沿科技。

三星智能科技全接触

行程的第一站是位于首尔
的弘大卖场。 这里展示了几乎三
星电子全部的智能产品线，从智
能手机到智能穿戴到智能家居。
学霸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智能穿
戴设备，其中三星的虚拟现实头
盔 Gear VR 备受青睐。

D'light也是三星科技的展示
馆， 它和弘大卖场最大的不同就
是增加了更多体验互动的设计，
场馆设置了 Emotion、Intuition、
Sense 等几大主题展区，通过三星
的诸多科技产品， 用数码形式呈
现出参观者的未来生活。 在展馆
的二层，三星还将很多还未面市、
仿佛从未来走来的电子产品，设
计出一个未来电子空间， 让大家
接触到真正的“未来黑科技”。

研究院的奇妙之旅

行程的第二天，冠军们来到

了韩国 KIST 科学技术院。 韩国
科学技术研究院是国家级的研
究机构，是带领韩国科学技术复
兴和发展的领导性机构之一。

科技人员介绍了韩国的预
测预防老年痴呆的前沿医学、脑
科学研究、 智能机器人操控，演
示和体验脑洞大开。

在原子力研究院，科研人员
详细地讲解了韩国小型核电站
的工作原理、整体构造、安全防
护措施。 学生们进入实验室现
场，近距离认识核能。

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则为

学生展示了逼真的数字化特效
互动场景， 包括骨传导技术、互
动学习应用、虚拟现实等。

三星的创新历史与人文关怀

最后一天，冠军队伍来到 Sam－
sung Innovation Museum（SIM），
SIM 展示了电子科技发展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三星品牌的
发展历程， 包括每个年代三星的
里程碑式作品。 展馆设计富有想
象力和科幻色彩， 其中最让人惊
叹的是展品前的全透明显示屏。

此外， 这里还
展出了许多富
有时代意义的
标志性产品，
比如世界上第
一台洗衣机、
第一部智能手
机、 爱迪生的
灯泡等等，让
人大开眼界。

除 了 在
电 子科 技 领
域的表现，三
星的 产 业 还
涉及 到 其 他
很多的领域，
比 如位 于 水
源的 三 星 导
盲 犬 培 训基

地，冠军选手们在这里和导盲犬
之间进行了互动。

这些拉布拉多在导盲犬培
训基地经过专业训练之后，会交
接给预约的盲人。 这不仅给失明
人群带来很大的便利，也提高整
个社会的秩序和安全。

“SOLVE FOR TOMOR－
ROW 探知未来 2015 年全国青
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由
中国科协科普部和共青团中央
学校部共同主办，中国科学技术
馆、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馆、上海科技

馆、广东科学中心、四川科技馆
承办，三星电子独家赞助并深度
参与，互动百科独家推广。

今年的比赛分为科普实验
单元和创意作品单元，科普实验
单元三大命题分别为智能交通
命题、风能利用命题、安全保护
命题。

据悉，本次大赛自 5月启动以
来， 覆盖全国 1016所高校， 总计
7224支队伍，近三万人报名参赛。

（王祺文）

赴韩探知未来科技之旅选手大合影

� � 2015 年 12 月 19 日，由北大
光华-银泰公益管理研究中心承
办的第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
坛“社会影响力投资的中国之
路”分论坛在京举办。 来自商界、
学界、公益界等领域精英人士参
加，共同探讨社会影响力投资如
何在中国落地生根。

北大光华银泰公益管理研
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院长助理徐菁，友成基金会
创始人、理事长王平，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
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袁
瑞军，青云创投管理合伙人朱岩
等嘉宾在论坛上作主旨发言。

徐菁表示，面对“到 2020 年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重
要的历史节点，对发展方式的转

变及破解深层次矛盾上取得更
大进展需要我们进行大量的、深
度的社会创新， 运用新的战略、
理念、创意和组织解决日益凸显
的社会诸多问题。

王平在“社会价值投资的中
国道路”主旨发言中，以国外解
决大规模的公共性社会议题的
实践案例和国内为数不多的成
功案例展开说明各方社会发展
阶段的特点和国情，呼吁民间集
中力量投资社会创新性型企业。

袁瑞军发表了题为“社会影
响力投资， 一个新兴市场的创
建、挑战与希望”的主旨演讲。 朱
岩分享了青云创投成立的中国
环境基金在投资新能源、 环保、
生态农业等领域的实践经验。

（张明敏）

� � 清晨当人们还在梦乡的时
候， 环卫工人已经工作在大街
小巷， 在凛冽的寒风中他们要
么清扫尘埃要么洒水降灰，把
洁净的城市展现在忙碌的人群
中。2015 年 12 月 17 日，中华环
境保护基金会与邻客金融发起
“清尘减霾暖手行动”， 为守护
城市环境的环卫工人送去手套
送去温暖。

一个环卫工人说， 中华环
境保护基金会的这个行动，体
现的是对我们环卫工人的尊
重，暖的不仅仅是手，更是我们
的心。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工作
人员介绍，近期华北地区多霾
天气，环卫工人最辛苦。 这次

派送活动覆盖了北京 10 个郊
区县的 15 个社区街道近 3000
人。“我们也希望全社会关心

关注环卫工人这个群体，尊
重、支持、感谢他们的辛勤工
作。 ” （徐辉）

12 月 23 日，“中国好司
机”颁奖典礼暨“中国好司机
APP”发布仪式在京举行,来自
全国 16 个省市的 50 名“中国
好司机”获奖。

为呼吁全社会关注行车
安全，挖掘“好司机“的正能量
故事，形成争当“中国好司机”
的良好社会风气，今年 4 月中
华保险携手中央电视台推出
《中国好司机》系列公益广告，
面向社会发起了文明行车倡

议。 7—10 月，中华财险又联合
中央电视台在全国范围内策
划开展了“中国好司机”评选
活动。 此次中国好司机评选活
动从筹备到启动历时 ４ 个月，
经候选人自荐或推荐报名、公
众网络投票、专家评委严格评
选，最终评选 50 名“中国好司
机”，覆盖 16 个省、自治区和直
辖市，汇集选票 103 万张，充分
彰显了社会的期待和公众的
认可。

发布会上， 中国好司机代
表还发表了获奖感言，并向社
会发出文明行车的倡议。

颁奖活动后，作为“中国好
司机”评选活动的延续，中华
财险还推出了一款专为驾驶
员 群 体 打 造 的 行 车 记 录
APP———“中国好司机 APP”。
此款 APP 能够帮助司机在娱
乐中检视及纠正各种不良驾
驶行为,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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