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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知未来科普创新实验大赛落幕
六项冠军各归其主

日前， 由中国科协科普部、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主办，中国科
学技术馆、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
中心承办，并且由中国三星独家
赞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独
家公益支持，互动百科独家推广
的 “SOLVE FOR TOMOR－
ROW 探知未来 2016 年全国青
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
全国总决赛在中国科学技术馆
精彩落幕。 在两个竞猜单元的
激烈比拼中， 共决出 6 支冠军
团队。 学生们以节能、环保、健
康为主题，激发创新灵感，实现
科学梦想， 携手搭建探知未来
的桥梁。

在 6 个总冠军名额中，一支
来自广东省茂名市第十六中学
的高中生团队格外突出，这支包
括何泽斌、陈德鹏、陈志林、柯鸿
宗在内的团队贡献了大赛有史
以来首个“创意 & 科普”双料冠
军！ 他们的创意作品———多功能
智能路灯拓展系统，将现有路灯

升级改造，使其具备自动调节路
灯亮度、提醒路口行车安全及纳
米喷雾防止扬尘及树木灌溉等
功能；解决了路灯能源浪费这个
难题，减少了光污染对人体健康
的影响，使汽车在 T 字路口行驶
时有了更多的安全保障。 同学们
还在复赛结束后，用了不到 1 个
月的时间，将平面的演示沙盘升
级成大型立体模型，只为更好的
阐述创意，展示作品。 最终，他们
的努力和认真得到了专家评委
的一致好评。

在安全保护命题比赛中，这
支高中生团队不惧压力、稳定发
挥，以 43.7g 的桥梁结构自重，通
过承受 6kg 移动和冲击荷载的
考验。 在颁奖典礼上，他们以自
信骄傲的姿态两度上台领奖，赢
得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中国工
程院院士倪光南和三星集团大
中华区总裁张元基向其颁发了
证书和奖杯。

据悉，冠军团队将在 2017 年

2 月启程去往今年科技之旅的目
的地———德国。 行程中不但可以
去到培养出 10 余位诺贝尔奖得
主的柏林工业大学，聆听知名学

者的科技创新讲座；还可以参观
被誉为欧洲第一博物馆的德意
志博物馆； 更有大众汽车工厂、
污水处理企业参观的难得机会。

作为代表着世界工业和科技最
高水平的国家之一，相信此次德
国之行将令学生们受益匪浅。

（王祺文）

山西浑源县位于山西省东
北部，地貌复杂、气候条件较差，
农业生产基本上“十年九旱”，是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顶新公益
基金会自 2014 年在山西省贫困
地区开始冬令慰问关怀活动以
来，已连续三年到山西省天镇县
为贫困户发放冬令物资。 2017
年，基金会将该活动扩展至山西
省浑源县。

虽然当下是中国北方最寒
冷的时节，却也挡不住顶新集团
火热的公益之心。 2017 年 1 月
13 日，在顶新公益基金会的组织
下，包括顶新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滕鸿年、 副秘书长王兴华和顶
益、顶津、顶园、味全、全家、德克
士等集团各公司在北京地区的
志愿者们不惧严寒、不顾路途遥
远和颠簸，天不亮就从北京市内
出发，驱车五个多小时到达山西
省浑源县，将冬令慰问的物品发
放到当地 800 户受助家庭的手
上，给当地的人民在隆冬腊月带

去岁末的祝福和新春的关爱。
此次顶新在山西省浑源县

发放的冬令慰问物资一如既往
地丰富，价值共计约 20 万元。 从
农村家庭实际需要出发，每户领
到 2 袋 5 公斤的优质大米、1 桶
5 升的一级食用油和 2 箱康师傅
方便面。

顶新国际集团曾连续五年
荣获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
奖”，是践行公益理念的突出先
进企业之一。 依靠集团强大的
优势， 顶新公益基金会在国内
扶助教育事业、资助贫困学生，
促进两岸文化教育交流， 扶贫
赈灾、弱势人群，做出大量切实
有效的工作， 受到国家有关部
门的高度赞许。 在自身发展过
程中，顶新国际集团坚持“永续
经营、回馈社会”的文化理念，
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 希望通
过顶新人的爱心为社会奉献，
传递更多关爱。

（苏漪）

顶新向贫困地区发放 20 万元物资
连续四年开展冬令慰问活动

全民义务植树网络建设座谈会在沪召开
启动“互联网 + 全民义务植树”平台

2017 年 1 月 10 日 至 11
日，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中
国绿化基金会办公室联合在上
海市召开全民义务植树网络建
设座谈会。

会上，与会者深入学习了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精神和加
快推进国土绿化现场会精神。 首
都、上海、广东、大连等绿化委员
会办公室作了典型发言。

造林司司长王祝雄作重要
讲话，他强调，虽然全民义务植
树已走过了 36 年辉煌历程，但
仍然需要深化认识义务植树的
重大作用， 深刻领悟全民义务

植树共建共享的精神实质，深
入持久地开展全民义务植树，
让人们在种下改善生态这棵树
的同时， 也在心里种下绿色发
展理念这棵树，从而形成“人人
种树、家家护绿”的良好生活习
惯和生态自觉。

王祝雄要求与会者学习、贯
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特别是 2016年“1·26”讲话
中关于在着力推进国土绿化中全
民义务植树重要作用的指示精
神，坚持全民义务植树法定性、全
民性、义务性、公益性，坚持与荒
山荒地绿化相结合， 与精准提高
森林质量相结合， 与森林城市建

设相结合，与部门（系统）绿化相
结合，与精准扶贫相结合，与生态
文明教育实践相结合， 更要做到
继承与创新相结合， 让社会公众
掌握履行植树义务的主动权、参
与公共服务的幸福感， 把全民义
务植树引向深入。会上，中国绿化
基金会主席陈述贤宣布“互联网+
全民义务植树” 网络平台试运行
正式启动。

会议还讨论、修订了《全民
义务植树尽责形式和统计管理
办法（试行）》《全民义务植树网
络平台管理办法（试行）》，并观
摩全民义务植树网络平台操作
使用。 （徐辉）

为系统梳理中国孝文化发
展脉络，深入探讨孝文化传播现
状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从理论高
度解析当代孝文化的发展趋势，
探索其更好服务于社会的方式，
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中华孝道》杂志社主办的“孝行
善举 筑梦中国”———2016 孝文
化论坛暨弘孝基金成立仪式于
2017 年 1 月 8 日在中央电视台
梅地亚中心隆重举行。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白立忱、
全国人大文教委原副主任委员朱
万勇、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常务副理事长阎青春、CCTV 老
故事频道《我的父亲母亲》栏目总
制片人叶朝阳等领导出席了弘孝
基金成立仪式； 同时参会的还有

文化学者、爱心企业家代表、演艺
明星、媒体代表等共 300余人。

“孝行善举 筑梦中国”主
题活动由 2016 孝文化论坛、弘
孝基金成立仪式和“孝行天下”
慈善之夜三部分组成。 其中，
2016 孝文化论坛就“弘孝基金
成立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

“如何将弘孝梦、养老梦与中国
梦相结合， 共创孝善家园”和
“如何以孝治企，让孝文化成为
企业永续发展的原动力” 三个
话题展开讨论。当晚，弘孝基金
宣布成立，并举行慈善拍卖，将
所得善款捐助公益项目。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常务副理事长、弘孝基金管委会
主任阎青春在致辞中表示：“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作为传统文化的根，
重视和加强孝文化的继承、发
展、研究、挖掘、创新和弘扬，是
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大趋
势、 大思想以及历史的责任感、
使命感，我们成立‘弘孝基金’，
以弘扬中华孝道文化为宗旨，在
国内及国际上开展对孝道文化
的收集、挖掘、研究、媒体传播、
学术交流、展览展示、宣讲、演出
和孝道题材的影像资料出版发
行等工作，以孝道文化推动经济
社会和谐发展，创造人民幸福美
好的明天。 ” （益文）

2016孝文化论坛在京举行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弘孝基金成立

来自全国的科技达人在开赛前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