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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野小院士冶走进中科院

星期六

学生机器人智能大赛

用科技挑战未来
十一
中分校学
生在进行
机器人创
意搭建遥

本报记者
宋迪 摄

野小院士冶观看中国野天眼 FAST冶模型遥
本报讯 渊记者 许 卉冤
与科学家探讨机器人未来
是否会取代人类的工作袁参
观 野蛟龙号冶野天眼 FAST冶
模型噎噎海淀区少年科学
院的 100 名野小院士冶日前
走进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心袁与科学来了一次近距
离接触遥
活动现场袁中国科学院
力学研究所郭亮与小院士
就野科学研究过程中那些事
儿冶召开了主题沙龙遥野人工
智能机器人会取代人类
吗钥冶野航空航天领域是很大
的领域袁中学生应该选择哪
些研究课题呢钥冶野中小学生

本报记者 许 卉 摄

做科学研究要注意什么钥 冶 斯特洼地的独特地形条件袁
来自十一学校等学校的几 约有 30 个足球场大遥冶在野天
名同学轮番提问袁郭亮一一 眼 FAST冶模型展示区袁学生
们一边近距离观看袁一边聚
回答遥
野科研就是要迎难而 精会神地聆听讲解袁并时不
上袁大家最好把科学研究发 时发出一阵惊呼遥
野生活在海下 8200 米
展成长期爱好袁不要让它成
的鱼长什么样钥 冶另一个展
为负担遥 冶郭亮建议遥
接着袁学生们走进中国 厅 里袁 几 名同学戴 上 VR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袁野天眼 眼镜袁 随着虚拟画面的切
FAST冶模型尧野蛟龙号冶载人 换袁到野深海冶进 行 了一 次
潜水器尧野悟空号冶卫星噎噎 探秘遥
野小院士冶走进中科院
一个个在他们面前亮相遥
野中国 耶天眼 FAST爷是 活动是海淀区少年科学院
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 野七个一冶 工程中的一项遥
电望远镜袁采用中国科学家 所谓野七个一冶工 程 袁内 容
独创设计和我国贵州南部喀 包括完成一个科学创新课

题研究尧 落实一次走进中
科院科研院所尧 实现一次
走向中科院野外台站科学
考察活动尧 举办一场学术
论坛尧 举办一场科技成果
巡展尧打造一场科技竞赛尧
研发一个院本课程遥
海淀区少年科学院由
海淀区教委创办袁共设 1 个
总院尧20 个分院尧100 个研
究所遥海淀区教委美育和校
外教育科科长张少莉介绍袁
目前野小院士冶已经实现了
与中科院院士一对一的对
接袁未来他们还将利用寒暑
假走进中科院野外台站开
展考察活动遥

本报讯渊记者 安京京冤
北京市学生机器人智能大赛
日前在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遥 来自全市 16 个区的 349
支队伍袁共 1500 多名中小学
生参加了此次大赛袁 大家一
起用科技挑战未来遥
此项大赛由北京市教
委主办袁历时 2 天袁以野激情
创造挑战未来冶为主题遥 大
赛共分为机器人工程挑战
赛 尧FIRST 工 程 挑 战 赛 尧
FIRST 科 技 挑 战 赛 尧VEX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4 个竞
赛项目和 FIRST 少儿创意
赛 1 个展示项目遥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
究院航天器飞行控制专家尧
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广商表
示袁中小学生参与此类挑战
赛袁既能增长知识袁培养对

科技的兴趣和团队精神袁又
增强了动手能力袁培养学生
严谨尧细致的作风及多学科
知识融合运用能力尧逻辑思
维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创
新与决策能力遥
北京市教委体卫处副
处长陈晓莉介绍袁此次机器
人大赛旨在以创新实践活
动为载体袁为学生营造轻松尧
自由尧开放的活动氛围袁为学
校开展机器人教育教学搭
建成果展示与交流平台遥
十一中分校初二学生
原润泽参加了机器人工程
挑战赛遥 他说此次比赛的主
题是野中华传统文化冶袁选手
要在 6 小时内现场搭建出
符合主题的创意机器人遥 他
们准备搭建武术尧 脸谱尧龙
舟和舞狮等机器人组遥

一六六中学

用野融合+冶形式描绘野一带一路冶

东城区模联大会

学生展现未来外交事业人才风采
本报讯 渊记者 邓 菡冤
东城区第七届模拟联合国
大会活动近日在北京市第
二中学举行袁24 所中学代
表队参赛遥学生展现未来外
交事业人才风采遥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尧新
闻司副司长耿爽应邀参会并
做了开幕式发言遥 他鼓励学
生们志存高远尧胸怀世界尧提
升能力尧展示风采袁做未来国
家外交事业的接班人遥
24 所中学派出代表队
参加本次大赛遥北京市第二
十四中学高一尧 高二 10 名
学生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袁
分别模拟德国尧南非尧澳大
利亚尧伊拉克尧巴基斯坦等
国袁 参加了 GA6 联合国第
六委员会要要
要法律委员会
讨论引渡问题的国际合作
和 ECOSOC 联 合 国 经 济
及社会理事会参与打击国
际毒品犯罪相关问题的讨
论遥 同时袁学校初一学生模
拟朝鲜参加了大赛举办的
地球村活动遥

带队老师介绍袁 高一尧
高二的参会学生精心准备
服装袁一遍遍演练遥 为了写
好所模拟国家立场的文件袁
小队员不仅跑图书馆袁上网
检索相关资料袁还特意到首
师大附中苹果园学校主办
的野校际会冶取经遥在地球村
展示的初一女生为更好地
表现所模拟国家的风情袁每
天中午和下午放学后都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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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演奏圆号遥

在地球
村展示区袁
24 中学生为
参会嘉宾展
示此次模拟
国家的美食
和工艺品遥
耿光璧 摄
苦练习舞蹈袁只为更好呈现
相关国家的风貌尧特色遥
一天半的模联大会活
动让参与的学生收获颇丰遥
在 24 所参赛学校中袁 有 7
所学校获奖袁二十四中位列
其中袁且是其中唯一的一般
生源校遥 21 所学校参与地
球村展示袁获奖学校 10 所袁
二十四中同样名列其中遥最
终袁参与此次模联活动的二

十四中代表队囊括了包括
学校优秀组织奖尧十佳地球
村奖尧优秀辅导教师奖以及
学生获奖在内的全部奖项遥
面对获得全部奖项的
好成绩袁 带队老师表示袁这
次模联活动不仅充分展示
了学生的风采袁也是对学校
在新时代深化教育改革尧践
行野立德树人冶目标的一次
检阅和提升遥

本报讯渊记者 安京京冤
野丝路畅想要要
要北京市第一
六六中学 2018 年新年音乐
会冶日前在北京音乐厅拉开
序幕袁同时举办的还有汇集
多个学科内容的 野一带一
路冶课程学习和成果展遥
野一带一路冶即野丝绸之
路经济带冶和野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冶的简称遥 学校开
展野融合+冶袁即艺术课程与
学科课程相互融会的教育
教学实践遥
音乐会上袁 学校金帆管
乐团用美妙的音乐为观众铺
就了一幅描绘野一带一路冶风
情的生动画卷遥 叶一带一路曳
叶波斯曳叶斯拉夫女人的告别曳
等作品袁 以绚烂多彩的音乐
语言展现了野一带一路冶沿线
国家的历史人文风貌袁 为观
众带来非凡的艺术享受遥 音
乐会还特别设计了节目单遥
学生在沉浸于美妙音乐的同

本报记者 安京京 摄
时袁还可通过节目单中的野课
程练习题冶进一步学习野一带
一路冶相关知识袁并检测和巩
固掌握的情况遥
同时袁历史尧地理尧政治尧
美术四个学科也在相同主
题下与音乐会同步举行野一
带一路冶 课程学习和成果
展遥 史地政三个学科有关
野一带一路冶 的知识介绍丰
富而详实袁学生野一带一路冶
主题的美术作品绚丽纷呈袁
让学生收获颇丰遥
美术教师董曼说院野这
次课程融合不是简单的耶加
法爷袁 而是学生运用多种形
式立体地表达他们的思想
和情感遥 冶
乐团成员尧高二学生夏
泽轩介绍袁此次课程把课堂
搬到了音乐厅袁这种融合让
更多人感受到音乐的包容
性与丰富性袁也让原本难懂
的音乐变得更容易理解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