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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星”探秘全球前沿科技
“SOLVE� FOR� TOMORROW”冠军团队赴美科技之旅纪行

2015 年新年之际，“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来
2014 年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
暨作品大赛”全国总决赛冠军团
队应三星电子邀请齐聚首都北
京，飞赴美国进行为期 7 天的科
技交流之旅， 拓展创新视野，共
享前沿科技成果。

探访全球 500 强企业
感受“榜样”力量

“探知未来”美国科技之旅
的第一站就是西雅图。 这里被称
为美国的“飞机城”，波音飞机的

“故乡”。 交流期间，冠军们走进
波音公司的飞机制造厂和波音
博物馆。

走进敞亮的波音博物馆大
厅， 成员们一边参观陈列在展厅

内波音飞机的分解部件， 一边认
真聆听馆内工作人员介绍有关航
天航空的知识， 特别是对曾经承
载着波音梦想的“梦幻客机”787
机型的研发故事感触颇深。

在西雅图之行中，冠军团队
还参观了全球软件业标杆企
业———微软公司总部，了解微软
王国的创新发展史，课堂上学生
们积极地和大数据中心负责网
络安全的米教授互动交流，对
“大数据” 这个泛概念有了更加
深入的了解。

加州科技猎奇之旅
体验超强科学氛围

告别了西雅图探秘全球 500
强企业之行，冠军成员来到了美国
西部最大城市———洛杉矶，开启了

美国第二站的“猎奇之旅”。冠军成
员集体前往加州科学中心，这里是
美国西海岸最大的科学中心，也是
一个综合性的科普场所。

参观中，学生们都不自觉地
在宇宙飞船”奋进号“前驻足，静
静地看着这个在 19 年“职业生
涯” 中顺利完成 25 次升空任务
的“航天英雄”。

之后， 学生们前往曾经点燃
两届奥运圣火的洛杉矶纪念体育
场参观， 心中牢记着科技创新未
来的历史信念， 同时不忘秉持运
动精神，争做新一代的动感达人。

成为“特派校园观察员”
见证未来智能生活

此次科技之行最大的亮点，
莫过于“探知未来”的冠军成员被

邀请作为三星电子特派校园观察
员， 前往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电
子展———CES展会， 共同见证科
技畅想，感受未来智能生活。

在 CES 展会现场，世界各地
的科技厂商都在争相展示他们
的前沿科技成果和产品。 学生们
一来到展区就被这里的创新氛
围震撼，在大赛独家赞助商———
三星电子展区，工作人员向成员
们介绍了在 CES 上神秘亮相的
SUHD 智能电视，以及应用在该
智能电视上的量子点、倒三角边
框曲面设计等领先技术。 在这样
的科技盛筵中，学生们感受着智
能电视从外观、感官、乃至生活
方式上带来的完美体验。

“智能设备”和”物联网“作为
科技圈的最新流行词语，正颠覆着
人类的生活方式。 在互动体验区，

数据传输组冠军柏文对三星 Gear
VR 便携式虚拟现实设备有浓厚
的兴趣， 现场体验了太空射手游
戏， 通过头部动作控制太空船，通
过点击侧面的触控板轰炸敌舰。柏
文说：“因为我本人学的是信息工
程专业，平时对智能设备和物联网
只是理论上的关注，通过这次的亲
自体验，让我对智能设备有了更加
直观的感受，打算毕业后也从事和
智能产品开发相关的工作。 ”

冠军成员还纷纷体验了三
星全新发布的 Connected Fitness
服务，现场一边使用健身器材运
动，一边使用智能手机或智能佩
戴设备记录数据，自动调整健身
器材运动强度。 通过参加这次的
科技盛筵，冠军成员坚定了在未
来的道路上要更加努力、坚持不
懈地追逐梦想。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
强，青少年创新人才是“中国梦”
的缔造者。 在大赛冠军成员身上
展现的“敢于做梦、勇于追梦、勤
于圆梦” 的品质是最难能可贵
的。 至此，SOLVE FOR TO－
MORROW 探知未来 2014 年全
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
赛在历时 6 个月后圆满结束，伴
随着本届冠军团队在美国收获
的创新思维与感受， 期待 2015
年的比赛中有更多同学一圆自
己的科技梦。 （刘奇）

2014， 你点燃了谁的希望？
2015 年 1 月 16 日晚 18:00-21:
00，2014 点燃希望公益盛典在北
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 众多
关注公益慈善事业的国家领导、
专家学者、公益机构、明星和企
业家等参加了本次颁奖典礼。

晚会由 CCTV-发现之旅
《公益的力量》 栏目和中国下一
代教育基金会联合主办，中国圆
计划发起人委员会、亚洲新闻周
刊、数字中国联合会、中国将军
部长书画院、 全球安全食品联
盟、中国行为法学会廉政行为研
究会联合发起， 数字中国联合
会、苏州外星科技、阿拉善联盟、
中国企业教练联合会、中国圆计
划发起人委员会协办，国大华闻
公益传媒承办， 联合国妇女署、
阿拉善联盟、凤凰卫视、腾讯公
益、新浪微公益、阿里公益、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中华红丝带基金会、爱心
万里公益基金会等提供了大力
支持。

本届盛典由中央电视台主
持人姚雪松、孟盛楠主持。 以“点
燃希望”为主题，引导舆论、凝聚
共识、树立典范等方面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梳理中国慈善年
度新气象，聚焦中国慈善发展的
新力量。 凝聚社会各界公益机构
和人士，共同推动中国现代公益

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通过项目征集、 网络公示、

评审团评审等环节，最终颁发年
度公益项目奖、 年度公益组织
奖、年度公益明星企业奖、年度
公益明星奖、 年度公益传播奖、
年度公益人物奖、年度杰出贡献
奖、年度公益爱心奖等奖项。

传媒梦工坊、9958 儿童紧急
救助项目、创绿家、爱心衣橱、玉
米爱心基金、心系女性—家庭药
箱进万家、 竹马实验室-玩坏校
园项目、南都留唱团、下一代健
康成长基金、零钱公社、绿色离
校、 绿色感恩等 11 个项目获年
度公益项目奖。

北京圆爱单亲家庭服务中
心、全球安全食品联盟、西城区
社区文明推进协会、 鸿基金、永
源基金会、童心圆艺术团、阿里
巴巴基金会、 西藏潘得巴协会、
安利公益慈善基金会、贵州大学
生团结发展联合会等获公益组
织（团队）奖。

北京盛世汇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世博源科技有限公
司、镇雄县河坝头石雕艺术有限
公司、姜钟律师事务所、上海亮
艾化妆品有限公司、重庆尊享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恒昌利
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武钢集团
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华
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隆力奇集

团、马可中国、恒源祥集团小囡
儿童产业等 12 家企业获公益明
星企业奖。

刘恺威、袁珊珊、辛柏青、樊
少皇、张一山、陈紫函、向雪等获
2014 点燃希望公益盛典公益明
星奖。

中国青年网、 腾讯公益、新
浪微公益、 凤凰卫视《公益中
国》、南方都市报、山东卫视《调
查》、亚洲新闻周刊、迪岸传媒、
《世界中国》杂志、天涯社区等获
公益传播奖。

张文晓、邢纪国、武英、张五
成、吴志泉、王永、陈里、李广怀

等获年度公益人物奖。
圆计划、陈逢干、商务部投

资促进事务局、春蕾计划、水卫
士、曹德旺、捷豹路虎(中国)有限
公司、恒大集团、亨通集团等九
个企业项目组织个人获杰出贡
献奖。

贡米、石琳、墨霏、褚栓忠、
云飞、吉杰、张华敏、1983 组合、
高潮东、石嫣、徐光、张凤英、紫
秋、董因勇等个人，北京红都服
装生产基地、 河北弘传定瓷文
化创意有限公司、 宁夏成功红
葡萄酒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云
南天源华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奥婷美容有限公司、福
建南国刺葡萄酒有限公司、北
京圣则农业有限公司、 山东金
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西藏自
治区珠峰冰川环保基金会等单
位获公益爱心奖。

参加公益盛典的嘉宾以及
热心公益人士均不同程度谈
到，学术界、媒体界和公益界的
跨界联动， 将使公益评选结果
更具公信力， 业界领袖和知名
人士的加入有助于发动更多人
加入公益行动的队伍中， 积极
参与全民公益的大社会建设，
点燃更多的希望。 （刘奇）

2014 点燃希望公益盛典在京举行

探知未来冠军团队在 CES 三星展区合影

学子们在展示智能手机

永源基金会等获得了年度公益组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