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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创新从青少年抓起

威盛中国芯 HTC 计算机表演赛落幕
� � 2016 年 8 月 6 日至 7 日，第
25 届中国儿童青少年威盛中国
芯 HTC 计算机表演赛全国总决
赛在北京拉开帷幕。 8 月 7 日，表
演赛名誉主席李铁映和顾秀莲
莅临现场观摩指导，并对赛事作
出了较高的评价。

中国儿童青少年威盛中国芯
HTC计算机表演赛（以下简称为

“表演赛”）是由工信部、卫计委、
全国妇联、中国残联、中国优生优
育协会、中国科协、儿基会、关工
委联合发起、共同主办，威盛电子
承办并携手 HTC共同赞助，中央
电视台特别支持的儿童青少年信
息技术普及教育赛事活动。

表演赛至今已经举办了 25
届，赛事连续数年参赛人数超过
500 万。在这漫长的时光里，表演
赛对激发青少年儿童的学习兴
趣、促进信息技术的普及、推动
信息化建设的进程都发挥了巨
大的作用。

本次总决赛包括网络基础
赛、多媒体制作赛和高端赛等多
个赛事项目。 赛事集结了各种先
进的科技理念和社会热点元素，
如网络搜索、Scratch 动画制作、
3D 仿真机器人、信息安全对抗、
手机应用开发等。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 为响应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建设和完善创新创业载体，发展
创客经济，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生动局面。 推动创客文化进
学校，设立创新创业课程，开展品
牌性创客活动，鼓励学生动手、实
践、创业”的精神，表演赛特别增
设了“创客挑战赛”项目。

作为今年比赛的重点赛事项
目， 创客挑战赛于 8 月 7 日上午
8：30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正式打响，来自全国 18 个地区的
54 支队伍通过分赛区层层选拔
会师于此并展开激烈角逐。

依托“智能校园”的赛事主
题，本次创客挑战赛鼓励选手通

过校园已有的设备器材与开源
硬件相结合，在其外观、功能等
各个方面进行再设计制作，创造
出全新的智能校园用品，让校园
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为解决学生宿舍灯光和风
扇的自动调节以及安防等方面
的问题，广东东莞市松山湖实验
中学的创客参赛团队设计了“智
能学生宿舍及走廊装置”。 可以
手动调节灯和风扇，也可以红外
遥控灯和风扇，还具有人体感应
智能补光的走廊灯。 当宿舍温度
过高或存在有毒气体时宿舍内
会启动报警装置。

来自史家胡同小学一队的
“植物保姆”作品，是通过对土壤
的湿度等环境进行智能检测，让
自动化系统为植物浇水。

史家胡同小学二队的“智能
送饭机器人”， 它的特色在于作
品能够实现路线循迹、实时监测
并显示饭菜温度，能够大大缩短
饭菜运输时间。

在评审环节，“智能送饭机器
人” 团队的小选手表示：“我们做
这个作品主要是因为学校班级较
多， 午餐时间需要从地下一层的
餐饮部运送到各班级。 我们想如
何缩短饭菜运输时间， 就设计出

了这样一台智能送饭机器人。 ”
这些好玩的创客作品、创意

都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小
心思，通过已有的生活用品进行
再创造，从而让人们的生活变得
更加便利。 通过这些赛事项目的
操作，孩子们不仅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得到了培养，还帮助他们实
现知识技能的有效转化。

国内创客教育发起人、中小
学创客教育执委会副主任李梦
军老师表示：“希望通过我们与
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表演赛定
能够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助力信
息化教育普及之路。 ” （王勇）

� � 日前，以“慈善在上海”为主
题的大型宣传活动在沪举行，活
动邀请沪三位爱心人士现场讲
述多年来慈善公益经历。 他们讲
述的虽是寻常的善德善行，但其
心之诚，其意之切，让来自市区
政府、上海社会各界的慈善人士
感佩，在场的掌声经久不息。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市
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梳理慈善
组织登记、公开募捐、慈善信托、
年度报告、志愿服务、重大灾害
救助等制度流程，同时将加强信
息公开和监管执法， 确保 9 月 1
日起《慈善法》的贯彻实施。

九旬老人
创造自闭症治愈医学奇迹

90 岁高龄的曹鹏， 是 1944
年参加革命的新四军战士、老共
产党员，更是新中国指挥界承上
启下的关键人物。 多年来，他以
一种“一周工作八天”的忘我精
神，致力于交响乐公益普及。

从 2005 年他创办首个非职
业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以下简称

“城交”），11 年来坚持几乎每月
举行至少一场大型演出，以公益
普及服务社会。 到 2008 年，他的
女儿曹小夏读到一份联合国关
于自闭症儿童的报告，向父亲提

议“城交”为上海的自闭症儿童
义演，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与上海
曹鹏音乐中心成立“天使知音沙
龙”———关爱自闭症项目（以下
简称“沙龙”）。

这些年来，他的信念始终如
一———用音乐传递爱心。 截至
目前， 沙龙持续 8 年每周六在
黄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为“星
星的孩子”演奏“迷你音乐会”，
活动完全免费。 沙龙汇聚了“城
交”200 多名青年志愿者， 组成
慈善义工队， 用手中的乐器为
自闭症患儿服务， 帮助他们逐
渐走出孤独。

曹鹏记得，乐队最初为自闭
症孩子演奏时，这些孩子对音乐
毫无反应。

“医学上自闭症是没有治愈
希望的。 但通过音乐，我们创造
了奇迹。 ”他介绍，“我们在沙龙
中亲眼看见，有了音乐，孩子们
的心是可以打开的。 ”孩子们通
过志愿者的指导，在家长的配合
下，学会了唱歌、敲木琴、铜管乐
等以及开启了与他人之间交流。

乐团连续五年举办“爱在城
市·关爱自闭症慈善音乐会”；连
续三年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众
仁服务中心开展“用音乐和爱回
报社会”演出。 沙龙的几位佼佼
者不仅成了上海城市青少年乐

团的乐手，还与城市交响乐团的
叔叔阿姨们开始合排曲目。

眼科医生
以脚丈量民间公益之路

张兴儒是普陀区中心医院的
一名眼科医生， 同时也是利群医
院院长、中心医院副院长。作为一
名从西部地区走出来的眼科医
生， 他对边远贫困地区缺医少药
的状况比较了解， 也特别关注这
些贫困地区白内障患者的情况，
希望能够利用自己行医多年积累
的专业特长， 为贫困地区的白内
障患者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
助，让他们能够重见光明。

2006 年，张兴儒在北京大学
学习时，听一位来自康巴藏区的
学者说起，当地的很多老百姓几
乎是一生无医可求，大量的白内
障病人，因为家庭贫困、交通闭
塞而得不到医治。 于是，他和北
大校友们发起，联合上海的眼科
医生和许多爱心人士，正式启动

“慈善光明行”公益活动。
10 年来，“慈善光明行”走过

了雪域高原四川甘孜佐钦乡、天
山脚下新疆青河县、黄土高坡甘
肃甘南、 内蒙古大草原扎赉特、
大山深处凉山彝族越西、边陲小
镇云南江川、 黄河源头青海果

洛、革命老区贵州习水、西藏日
喀则拉孜县、 甘肃河西走廊瓜
州，十年十站，累计门诊总人数
达 13459 人，免费完成白内障复
明手术 1454 例。 参与此项活动
的医生及志愿者超过 400 余人
次，上海市 25 家医院的 40 多名
医护人员投身此项公益活动，深
受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慈善光明行”招募的所有
眼科医生，都来自上海大型综合
性医院和眼科医院的知名专家。
并采取“先预算后决算的公开透
明”的财务管理方式，将每笔捐
款清单都公之于众。 所有捐款人
都被邀请亲自参与活动，出钱又
出力，监督善款使用，确保每笔
善款直接用于患者。

国际友人助学贫困学生

“20 年前，我们几位外籍人
士出于对上海新家的浓厚情感，
为上海做出贡献，到上海市慈善
基金会创建了这一助学项目。 ”
上海“初升的太阳”助学项目负
责人郎牧晨介绍了项目的发起
过程，“20 年来，我们全力专注于
一个目标———支持学生，充分发
挥他们的潜力。 我们在资助人、
学生和其他相关机构面前保持
完全的透明度，也欢迎更严谨的

法规与审查。 只有这样，所有类
似组织才能发展并为社区提供
支持。 ”

郎牧晨讲述了他与他资助
的第一个学生结缘的故事。 16 年
前， 当时这名学生才上高中，其
父因病失业， 整个家庭陷入困
境，学生面临失学困境。 上海“初
升的太阳”了解到情况，审核通
过后在 2000 年的见面仪式上，
将学生介绍给郎牧晨，他资助学
生从高中毕业， 完成了大学学
业。 从大学毕业后，这名学生开
始在麦当劳努力工作，因业绩突
出获得麦当劳最佳员工的奖励。

“现在他是上海地区最年轻
的门店经理之一，而这一切都来
自他努力工作以及‘可以做’的
态度。 ”郎牧晨说，“教育改变了
他的人生，也改变了其他万名受
助学生的生活。 资助他也改变了
我的生活，能够与他做朋友并且
见证他的成功，我感受到真正的
幸福。 ”

现在，很多曾经受助的学生
走上了成功的职业旅途，这些受
助学生的一部分又回来做“初升
的太阳”的资助人，帮助下一代
的学生。“教育产生了改变困境
的正能量，又将这种正能量回馈
给社会。 ”郎牧晨自豪地说。

（沪民）

爱心善举，汇聚温暖城市
———三位上海爱心人士讲述善的故事

创客挑战赛于 8 月 7 日正式打响 小选手认真制作创客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