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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继续利用科技优势推广科普

东方时尚倡导信用驾培“爱与陪伴”十方缘之夜慈善晚宴在京举办

房子屋顶不再是单调的一
种颜色， 而是根据白天和黑夜、
冬天和夏天的不同，呈现出不一
样的色彩。 这不是童话里的情
节，几个高中的学生将这个童话
变成了现实。

2016 年 11 月 20 日，由中国
三 星 赞 助 的 “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来 2016
年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
品大赛” 成都赛区复赛现场，来
自昆明“晶弈求精”团队的高一
学生，因爱慕爱琴海边的“蓝顶
白屋”， 认为那是属于希腊的浪
漫，所以为自己的家乡———彩云
之南，打造了“白屋彩顶”。

大赛激发青少年创新梦想

他们利用了化学课上学到
的知识———硫酸铜晶体或氯化
钴晶体吸收热能或光能，通过化
学反应，实现颜色的转变，应用
在了房屋涂料上，使云南水岸边
的建筑（例如澄江）颜色能随水
汽、温度的变化呈现美丽的色彩
变化，让“白屋彩顶”成为云南旅
游的新名片。

除了这种“浪漫”的设计，一
群大学生还围绕现实生活的中
难题，用科技手段带来了解决方
案：

“汽车远程预热控制系统”
可以让人们在冰天雪地中足不
出户，通过手机就能完成行车前
的预热准备工作，省去了人们在
冬天得得瑟瑟除雪除霜热车等
这些痛苦的繁琐。

“智能诊脉仪”让人们在家

就能进行方便精准的号脉，搭配
在线诊疗平台，让人拥有私人中
医护理专家，解决了人们凌晨排
队看医就诊的烦恼。

“生物慢滤净水器”让贫困
山区的人们也喝上了干净的饮
用水……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青年
学子们用科技手段解决不了的。
来自四川、重庆、陕西、甘肃、青
海、云南等地的 60 支参赛队伍、
百余名高中及大学生齐聚四川
科技馆， 争夺总决赛的最后 12
个晋级席位。成都赛区共有 2108
支队伍报名参赛，青年学子以大
赛为平台， 用所呈现的科技作
品，展示了青年的创新思维与实
践能力。

作为关注青少年科普教育
的长期践行者，自 2013 年，中国
三星已连续四年举办探知未来
科普创新实验大赛， 通过大赛，
激发青少年创新梦想、 关注未
来，带给他们意义深远的成长和
改变。

最终， 当天比赛共有 12 支
参赛队突出重围，至此，“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来
2016 年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
暨作品大赛” 总决赛的 60 支精
英团队已经全部揭晓，最强阵容
将于 12 月底集结北京， 向全国
总冠军发起最后冲击。

培训乡村教师改变教师思想

在比赛现场，50 名来自全国
省市三星希望小学的校长和骨
干教师们， 也来到现场观摩比

赛。 中国三星将科普教育视野范
围扩大，聚焦“教师”在科普教育
中的引领作用，启动了针对乡村
教师培训的“智慧教师”项目。 小
学和初中学生思维活跃，对科普
知识的反应热烈，是引入科普教
育的宝贵窗口期，乡村教师在科
普教育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这 50 名校长和老师就是
“智慧教师”项目的受益人。 11 月
19 日，三星智慧教师第二期培训
班在西南民族大学开班。

来自安徽省宿松县千岭乡
三星希望小学的老师刘国宏在
培训后，感慨地说，三星的“智慧

教师”培训，主要是改变校长及
教师的思想，作为学校的一名骨
干教师，更应该去关注现在互联
网+的时代给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通过培训，我感觉，这不是
给老师加重负担，而是为了给老
师减负，提高孩子们的兴趣及求
知欲。 ”

安徽省利辛县阚疃镇袁新
希望小学的陈亚通过培训更是
认识到， 互联网不会取代老师，
但是会用互联网的老师一定会
取代不用互联网的老师。

“我被孩子们的奇思妙想深
深感染，人类思维的火花一旦迸

发，力量是如此强大，这也是我
在今后的教学中引领孩子们前
行的目标和方向。 我一定会把今
天所受到的科技震撼带给孩子，
让科技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灵
中开花结果。 ”陕西省汉阴县蒲
溪镇田禾三星希望小学的老师
在现场观看了参赛孩子的作品
及演示过程后说。

中国三星大中华区对外事
务部副总裁王幼燕表示，中国三
星将继续以科普教育为切入点，
利用自身科技创新、技术经验等
优势资源关注未来科技发展，让
科普教育真正普及。 （徐辉）

2016 年 11 月 22 日，全国信用
驾培倡导大会在京举行。 来自全国
各地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负责
人、有关专家近四百人参加了大会。

大会宣读并通过了《信用驾培
自律公约》、《信用驾培承诺》，发布
了《信用驾培北京宣言》，各履约单
位代表上台签订了《公约》。 这标志
着我国驾培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
平台。 驾培人将用更高的标准励精
图治办驾校，沿着正确健康的轨道
向前发展。 交通运输部、公安部有
关主管部门领导出席大会并讲话。

今年 9 月 18 日， 交通运输部
部长李小鹏发出建设信用交通的
号召后，行业协会和诚信品牌驾校
代表迅速行动起来，决定举办全国
信用驾培倡导大会。

本届大会的发起人之一———
北京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闫文辉表示，驾培行业
在发展中，有些驾校出现了很多不
容忽视、广受诟病的乱象，让人忧
心。 创建信用驾培活动，切中行业
“信用缺失”的痛点，宣传倡导诚信
服务，顺应了人民群众便利学车的
新期待，顺应了驾驶人培训考试改
革的新趋势。

“利人者己安”是河北利安驾
培人的最高信条。其品牌效应的直

接体现，是创造连续多年的“三高”
记录：培训价格最高、培训量排位
最高、考试合格率最高。 该公司董
事长马宏被评为“全国交通运输行
业十大诚信企业家”。 大家志同道
合，倡导信用驾培，全力推进行业
质量诚信建设。为推动促进驾培行
业健康发展，各省市协会同仁凭借
多年深耕驾培行业的炽热情怀，为
驾驶人培训考试改革建言献策，共
同探讨行业发展大计。

信用驾培倡导活动由北京、河
北、湖南、内蒙古、上海、江苏、浙
江、湖南驾培协会和河南省道协驾
工委、 广州市驾培协会联合发起，
各地驾培机构积极响应。到目前为
止，全国 26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近千所驾校自愿加入并履行《信用
驾培自律公约》。 大会发布了《关于
履行信用驾培自律公约单位的公
告》，接受社会广泛监督。

大会为 22 个省履约单位代表
颁发了“中国信用驾培”履约单位
牌匾。

当日下午，参会人员与各省交
警总队代表参加了公安部交管局
组织、由白岩松主持的“让生命无
憾” 交通安全公益广告片首映会，
首映会结束后，举行了赠送公益广
告片仪式。 （徐辉）

2016 年 11 月 21 日，由北
京十方缘公益基金会发起的
以“爱与陪伴”为主题的十方
缘之夜慈善晚宴在北京凯宾
斯基饭店举办。

据悉，北京十方缘公益基
金会于 2015 年 5 月在北京成
立，是国内第一家以资助为临
终老人提供心灵呵护的组织
和个人为核心业务的公益基
金会。目前已资助全国十多家
从事临终老人心灵呵护的公
益组织， 预计明年上半年，资
助名额将增至 50 家。

临终老人需要心灵呵护

中国是世界目前人口老
龄化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国
家， 家庭出现小型化和少子
化， 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
养老问题的解决，需全社会的
共同参与。

目前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
近 2.3 亿，占总人口的 16.3%，
其中处于失智、失能状态的临
终、重症老人多达 4000 万。

养老服务需求中，日常护
理、医疗和康复等均可在一定
程度上通过商业模式加以解

决，而心灵呵护的需求，市场
手段难以奏效。

十方缘基金会为满足这
种特殊的社会需求应运而生，
秉承“爱与陪伴”的基本文化
理念，为临终老人提供专业的
心灵呵护服务，重服务理念与
服务技能的研发，并形成了一
套科学严密的管理体系。

服务老人超过万人次

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服
务是由全国各地的老人心灵
呵护中心和服务小组构成，坚
持承诺“双免”，即免费培训专
业义工、 免费服务临终老人，
通过民间公益组织的形式，解
决临终老人心灵呵护服务需
求。

通过 5 年的运营发展，服
务网络已经遍及全国 30 多个
城市和地区，每年服务老人超
过 10000 人次。 目前全国有
20000 多名社会各领域的义工
参与十方缘组织的公益活动。
众多企业通过捐赠和资源共
享的方式参与公益服务，履行
社会责任，树立企业良好的社
会形象。

为促进临终老人心灵呵
护事业健康、快速发展，惠及
千家万户，北京十方缘公益基
金会、北京十方缘老人心灵呵
护中心和全国各地老人心灵
呵护组织在今年 10 月发起成
立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心灵呵
护工作委员会，共同为国家大
健康战略和养老服务目标的
实现贡献力量。

此次晚宴的举办，既是十
方缘过往对老人心灵呵护执
着追求的回顾， 也是今后将

“爱与陪伴” 做到新高度的开
始。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
本法委员会委员饶戈平、原全
国老龄办副主任阎青春等人
出席了此次晚宴。著名主持人
黄健翔登台分享， 著名歌手、
音乐制作人王铮亮现身助阵，
为老人心灵呵护公益事业募
集善款。10 位十方缘志愿者不
远千里到场分享，见证十方缘
善举。

据悉，十方缘将为更多老
人带来爱与陪伴，让爱与陪伴
成为家庭文化，让更多人学会
和掌握爱与陪伴的方法。

（王勇）

自 2013 年，中国三星已连续四年举办探知未来科普创新实验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