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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三农人物推介”揭晓

阿里乡村特派员团队获全国性荣誉称号

近日，由抖音集团、北京字
节跳动公益基金会等举办的

“技术公益创新杯”大赛进入决
赛阶段，此次大赛以“AI 助力视
障群体” 为主题， 下设视障生
活、视障工作、视障相关组织赋
能三大课题方向。 大赛历时 5
个多月，共有 64 支队伍 501 名
参赛选手。 由抖音集团产品经
理、研发工程师以及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等高校学生组成的 12
支队伍进入决赛。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角逐，3
号参赛队伍“灵瞳”团队以最高
分获得一等奖。 据介绍，该团队
设计了一款“对话式视觉助手”。
这是一款应用于手机和智能眼
镜的 APP， 初始界面类似相机，
它可以听取和理解用户发起的
提问，同时点击按钮录制物品信

息，其会根据问题提取有效信息
并语音回答。

“灵瞳”在交互和视觉技术
上的表现得到了评委和观众的
一致青睐。 在交互方面，除了连
续探索模式，它还可以实现指尖
探索，即用手触摸屏幕来告诉用
户物品的相对应位置。该设计还
有一种功能是对话定位，用户可
以事先告诉“灵瞳”想要什么样
的物品， 可以拿着摄像头去寻
找，一旦想要的目标出现在屏幕
中，“灵瞳”就会提示用户的位置
是在屏幕左侧还是右侧。 此外，
“灵瞳”还有一些辅助功能，如在
线下买衣服时，其可以帮助用户
做一些辅助信息的分析和判断。

“灵瞳”团队成员、来自抖音
集团的研发工程师在赛后接受
采访时表示，设计这款产品最早

的触动来自身边人：“一位好友
去年患上了视网膜相关的疾病，
他的眼睛会慢慢受影响甚至失
明。 从那之后，自己就开始关注
相关领域的技术和研发，直至这
次参加比赛。 ”

数据显示， 中国目前约有
1700 多万视力障碍人士， 越来
越多的社会力量已经关注到这
一群体，并试图用技术和公益的
方式来助力他们解决现实生活
中的困境。 记者了解到，其他 11
支进入决赛的团队分别根据自
身的技术特点，提供了关于视障
人群出行、办公、购物、美妆、游
戏等需求的智能解决方案。抖音
公益相关负责人表示，赛后会支
持和协助有价值的项目进行孵
化和落地，期待它们成为视障群
体切实可用的产品。 （皮磊）

近日，国内社会资金资助基
础科研的公益项目“新基石研究
员项目” 揭晓首期获资助名单，
来自数学与物质科学、生物与医
学科学两大领域的 58 位杰出科
学家成为首批新基石研究员。

据介绍，“新基石研究员项
目”是一项聚焦原始创新、鼓励
自由探索、具有公益属性的新型
基础研究资助项目。 在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的指导下，“新基石研
究员项目”由科学家主导，腾讯
公司于 2022 年宣布 10 年内出
资 100 亿元人民币，成立新基石
科学基金会，独立运营，长期稳
定地支持一批杰出科学家潜心
基础研究、实现“从 0 到 1”的原
始创新。

“新基石研究员”资助类别
分为两类：实验类不超过 500 万
元每人每年， 理论类不超过 300
万元每人每年，连续资助 5 年。

首批入选的 58 位“新基石
研究员”也体现了项目这一鲜明
特色：从深入理解混沌现象到探

究中微子质量奥秘，从提升人工
光合作用效率到细胞应激与衰
老，从拓展植物远缘杂交到激活
肿瘤免疫……他们的未来研究
计划瞄准重要科学问题，充满挑
战而又激动人心。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首期
计划资助 60 人，实际入选 58 人，
其中数学与物质科学领域 30
位， 生物与医学科学 28 位。 据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 执行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科学委
员会和评审委员会在评审中充
分坚持了“宁缺毋滥” 的原则，

“以人为本，放眼长远”。
首批“新基石研究员”来自 12

个城市（含中国香港地区） 的 31
家机构。 从地域分布来看， 除北
京、上海之外，也包括西安、昆明、
哈尔滨、福州这样的非一线城市；
从机构来看， 除了传统顶尖高校
和科研机构外， 诸如北京脑科学
与类脑研究中心、 北京生命科学
研究所等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也
有科学家上榜。 （张明敏）

抖音集团举办“AI助力视障群体”技术公益比赛
相关成果将孵化落地

58人上榜！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 首批获资
助名单揭晓

公益资讯 INFOS

日前，由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和国家乡村振兴局政策法规司
指导、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和
中国扶贫发展中心联合主办的

“2022 年度三农人物推介”正式
揭晓。阿里巴巴乡村振兴特派员
团队与七一勋章、时代楷模获得
者张桂梅，马背上的“网红”副局
长贺娇龙， 种粮大户徐淙祥，电
视剧《山海情》“菌草专家”人物
原型、中科院院士、福建农林大
学首席科学家林占熺等当选年
度“三农人物”。 其中，阿里乡村
特派员团队获“年度致敬团队”。

自 2005 年至今 ，“三农人
物”评选活动已举办 15 届，著名
科学家袁隆平、诺贝尔文学奖获
得者莫言等上百位三农领域优
秀代表人物曾经当选。 今年“三
农人物”的主题是“以实干促振

兴”———通过实干让国家乡村振
兴战略能更好地落地落实，通过
实干能更好地促进现代农业强
国的建设，共同促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实现。

据介绍， 从 2019 年 6 月起
至今， 阿里巴巴陆续派出 27 位
优秀员工奔赴山西平顺、陕西宜
君、甘肃礼县、河北巨鹿等 20 多
个欠发达县区。 他们心怀热忱，
离开家人和朋友，自愿从城市奔
赴乡村一线，把阿里巴巴的互联
网、数字化运营经验，平台和生
态资源带进乡村， 探索“互联
网+乡村振兴”的新模式，让广
袤乡村成为创业的热土、创新的
蓝海、梦想的舞台。

阿里巴巴驻河北省张北县
乡村特派员刘云飞为当地引入
了假发和手工业工厂，解决了当

地近千位乡村妇女的就业难题；
驻陕西省清涧县乡村特派员梁
玉给当地黑毛土猪打上耳标，用
科技手段拓展了 10 万头黑猪的
在线销售渠道；驻河北省巨鹿县
乡村特派员戈新县把“巨好办”
数字乡村管理平台打造成了“一

站式”全民通
用 APP；驻河
北省青龙满
族自治县乡
村特派员刘
琳让小小板栗
走出大山，从
农产品到农精
品， 从卖一季
到卖一年，全
年为当地农
户至少增收
1.5 亿元……

此次阿里巴巴乡村特派员
团队当选 2022 年度央视“三农
人物”，主办方对他们的评价是：
数字化、信息化引领农业农村加
速蝶变，他们是年青的力量向乡
村奔涌， 肩负使命在热土上行
走，将星星之火洒向乡村振兴新

征程。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孙利军表示，当选年度“三农
人物”不仅是对阿里乡村特派员
团队的认可，也赋予乡村特派员
团队更高的责任和担当，更是对
阿里巴巴乡村振兴初心的肯定。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作为一家科技公司，阿里巴巴一
直在探索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乡村特派员成了阿里与县域
信息互通、 同频共振的桥梁，他
们在乡村因地制宜，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和阿里平台共同发展，
‘一县一业’。 未来，阿里巴巴将
遵循国家战略，持续发挥互联网
科技与平台优势，带动更多社会
力量参与其中，做数字化科技与
乡村发展相结合的探路者。孙利
军谈道。 （皮磊）

近日， 中央财政支持社会
组织示范项目“心理健康进校
园，师生一起健心跑”公益活动
捐赠物资发放活动在江西省萍
乡市莲花县甘祖昌红军小学举
行。 演员丁柳元、贺鹏向甘祖昌
红军小学捐赠爱心物资， 用于
奖励参与健心的全校师生，为
红色少年送去营养与关爱。

甘祖昌红军小学校长周金
怡表示， 莲花县甘祖昌红军小
学是莲花县委县政府重点打造
的“以弘扬甘祖昌将军精神、展
示老阿姨情怀为主轴”的学校，
学校以红色教育为主线， 将结
合实情，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努
力让全校师生养成良好的运动

习惯，增强师生体质；努力将心
理健康教育从一个人的认识变
成全校师生的共识， 为学子的
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让孩子们跑起来， 身心健
康向未来。 以提升学校心理健
康服务能力为载体， 改善学生
心理健康状况，通过“运动换奖
品” 促进孩子成长，“运动加督
导”为教师赋能的方式，甘祖昌
红军小学师生累计打卡运动里
程达 3300 公里。

据了解，“心理健康进校园，
师生一起健心跑” 公益活动由中
脉公益基金会发起，2022年入选
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示范项
目。 该项目在江西莲花县甘祖昌

红军小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一师 12团中学、第九师部分中学
等学校开展，是一项“身心并重、
体卫融合”的创新性项目，通过支
持师生参与健心跑挑战活动，逐
步建立起良好的运动习惯， 支持
家校联动，形成支持协作小组，建
立个案服务制度， 为儿童身心健
康全面发展保驾护航。

目前，已有 6000 余名师生
线下参与健心跑， 师生线上打
卡累计运动里程 8000 多公里，
帮助师生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
惯，磨炼意志、增强体质、健身
抗疫。 据悉，该项目将逐步向全
国 1058 所朝阳计划项目学校
推广。 （武胜男）

“心理健康进校园，师生一起健心跑”公益活动
走进江西莲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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