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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广东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发布

本报讯（记者 莫文艺 通
讯员 马小婷）4月 27日，第十
八届东莞市中小学航空航天
模型比赛在东莞市松山湖实
验中学教育集团东坑中学举
办，全市共 208所中小学 1324
名选手在橡筋动力滑翔机竞
时赛、手掷飞机直线距离赛、
遥控直升机障碍赛、遥控四轴
飞行器竞时赛、遥控纸飞机穿
龙门赛、仿真遥控飞机绕标竞
速赛、带降火箭竞时赛、水火
箭 50 米定点打靶赛、悬浮纸
飞机靶标竞时赛等 9 个项目
中上演巅峰对决，角逐第二十
二届“飞向北京—飞向太空”
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
育竞赛总决赛参赛资格。

开幕式由东莞市青少年
活动中心谢洪涛主任主持，炫
酷的歼 15战斗机模型表演垂
直爬升、俯冲、连续翻滚等高
难度动作让观众目不暇接，
100枚“火箭”腾空而起，飞向
了蓝天，吹响了比赛的号角。

遥控纸飞机穿龙门项目
需要操控飞机经过 4 个 15 米
高 的 砌 筑 ，对 选 手 考 验 极
大。赛场上，不少选手都展
示了灵活娴熟的操控能力，

“这个项目规定完成时间是 3
分钟，竟然有 2 个选手在 50
多秒就完成所有任务，这个
水平足以代表东莞参加全国

比赛拿名次！”该项目裁判长
尹老师说道。

“一飞冲天”，威力无边！
仿真遥控飞机绕标竞速赛作
为今年新开设的项目，“看头”
十足，只见一架架飞机在操场
上空来回盘旋，在空中以不同
的姿态飞行，在空中 360度翻
滚，演绎着动感十足的空中芭
蕾。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使
用的“松湖号”遥控飞机是东
莞的航模老师研发改良的教
学成果，可由学生亲自动手制
作，它的飞行重量只有 100克
左右，身材小巧，便于横滚、倒
飞、空中翻筋斗花式飞行。

长安实验小学林熠华老

师表示，自己在平时训练就引
导学生要做一名专业选手，只
有通过系统的训练，严格要求
自己，才能在遇到比赛突发情
况时依然可以调整好自己的
心态和状态，赛出好成绩。“此
次比赛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
意志力、心理素质和自我调节
的能力，还激发了学生爱科
学 、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

据介绍，本次航模比赛在
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下，组织
亮点十足，一是组织工作规范
严密，保证公平公正；二是工作
人员密切配合，使得比赛圆满
成功；三是成绩发布及时，确保
公开透明，深受师生好评。

具备科学素质公民比例达12.79%

本报讯（记者 麦博 通讯员 杨
皓翔）4月24日，以“珍爱地球，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的广州市天
河区第 52个“世界地球日”纪念活
动暨灵秀小学科技嘉年华活动在
天河区灵秀小学举行。此次活动
由天河区科学技术协会、天河区教
育局、天河区科工信局、珠吉街道
办事处联合主办。

天河区以科技赋能环保的理
念，紧密结合国家确定的“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精心组织开展中小
学“科普小能手”网络竞赛、灵秀小
学科技嘉年华和“碳达峰、碳中和”
主题网上科普知识竞答等系列宣
传活动，力求用科学普及、动手实
践、阅读思辨、创意创造等方式呼
吁人类珍视生命、珍惜资源、保护
地球。

3月15日到4月18日举行的中
小学“科普小能手”网络竞赛共收
集 100余件科普讲解作品，近 27万
份投票，达到 7.5 万余次浏览量。
小选手们或单独参赛、或小组合
作，围绕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等关
键环节查阅资料，有的还到光伏、
风电发电场、林场实地取景，作品
条理清晰、图文并茂，令人耳目一
新。作为奖励，天河区科协将组织
获奖选手到科普基地开展科普研
学，到获奖学校开展科普体验活
动。

灵秀小学科技嘉年华由三个
会场四个活动内容组成。隆重的
纪念活动在一楼报告厅举行。灵

秀的孩子以TED 讲演的方式介绍
“茶几”从一个问题化为现实作品
的历程；抗疫故事深情讲述一位华
侨感染新冠病毒中国医生全力医
治痊愈的感人故事；一首灵秀合唱
团带来的的地球日主题曲《我们属
于大自然》童声飞扬、温暖人心，这
是由灵秀家长和教师共同指导，特
邀东山少爷创编和声，孩子们悠扬
的歌声将我们引入广袤无垠的绿
色世界，将人们对绿色美好生活的
向往传递。

同时，分会场开展了有趣的
《地球历史与生命演化》科普讲座，
通过剑齿虎、杨世虎的灭绝事件揭
秘的生命三次大爆发和大灭绝，使
人们从地质历史中得到教益，如果
我们不保护生态环境，不保护物
种，不保护资源，人类就会像恐龙
一样快速灭绝。从而使人们增加
保护生态、保护物种、保护资源的
自觉性。

随后，在学校大操场举行的科
技体验活动及跳蚤市场义卖活动
则燃动全场。科技体验区前人流
穿梭：集地球历史与与生命演化科
普展、现代科技科普展、学生环保
创意作品展以及各类科技体验于
一体。其中科技体验区共提供了
多达20种不同的科技体验项目，孩
子与家长们流连期间，身临其境感
受现代虚拟技术、脑电波控制的意
念蜘蛛、无土栽培技术的原理等
等，尽情享受科技带给人们的创意
之趣，便捷之乐。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本报讯（记者 胡漫雨）4 月
23日，广东省公民科学素质调查
结果新闻发布会在广东科学馆
召开。会议由省科协科普部部
长吴仕高主持。

会上，省科协党组成员、专
职副主席刘建军向到场媒体发
布了我省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
果情况。据介绍，为全面了解掌
握新时代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
发展状况，总结评估《全民科学
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
2020年)》的实施情况，中国科协
于 2020 年 4 月至 10 月组织开展
了第十一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
抽样调查。

结果表明，我省公民的科学
素质水平持续快速提升，2020年
具备科学素质公民的比例达到
了 12.79%，超过广东省“十三五”
发展目标预测区间，比 2018 年
的10.35% 提高了2.44个百分点，
比2015年的6.91%提高了5.88个
百分点。我省公民科学素质水
平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反映出
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
的特征，是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发
展的重要基础。

调查获得了我省公民科学
素质水平发展状况、公民获取科
技信息和参与科普的情况、公民
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态度，以及

公民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议题
的科学认知和行为等方面的翔
实数据。总体而言，广东省公民
对科技发展信息的感兴趣程度
较高，互联网已成为信息时代公
民获取科技信息的首要渠道。
广东省公民参与科普活动和通
过科普场所获取科学知识和科
技信息的比例持续增加，对科普
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较高。广东
省公民崇尚科学、理性求实、支
持创新，新冠疫情防控促进了广
东省公民理性思维和科学意识
的进一步提升。

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全省
21个地市中，深圳市(21.1%)的公
民科学素质水平超过 20%，进入
高 质 量 发 展 阶 段 ；广 州 市
(17.4%)、东莞市(13.5%)、珠海市
(13.4%)等市的公民科学素质水
平已超过广东省总体水平，佛山
市(12.8%)、汕头市(11.4%)、惠州
市(11.1%)、中山市(10.8%)等市的
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已超过全国
总体水平(佛山市公民具备科学
素质的比例保留两位小数为
12.77%，保留一位小数为12.8%)；
江门市(10.3%)、汕尾市(10.1%)、
湛江市(10.0%)的公民科学素质
水平超过 10%，进入快速提升阶
段；潮州市(9.8%)、清远市(9.8%)、
肇庆市(9.6%)、韶关市(9.4%)、揭

阳市(9.2%)、梅州市(9.2%)、阳江
市(9.2%)、茂名市(9.1%)、河源市
(8.5%)、云浮市(8.0%)等市的公民
科学素质水平均超过5%，进入稳
步增长阶段。

与全国各相应群体的总体
水平相比，我省不同群体的公民
科学素质水平呈现出不同的特
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具备
科学素质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15.49%和 7.12%。男性公民和女
性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分
别为 14.96%和 10.34%。 18- 39
岁、40-54 岁和 55-69 岁年龄段
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分别为
17.45%、10.51%和 5.79%。大学
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高中(中
专、技校)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文化程度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
比 例 分 别 为 33.63% 、13.55% 、
5.69%。

我省公民科学素质整体快
速提升的同时，珠三角与粤东西
北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依然存在。2020 年城镇居民和
农村居民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
差距达 8.37个百分点，城乡差距
依然明显。此外，高中(中专、技
校)文化程度公民具备科学素质
的比例为 13.55%，略低于全国相
应群体水平，需进一步加强对科
学素质薄弱群体的教育、传播和

普及工作力度。
发布会上，就“十四五”时期

的科普工作，刘建军提出五个方
面的工作规划：一是加强顶层设
计。二是推进科普工作的法制
化。三是重点打造广东省数字
科普公共服务平台。四是抓好
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的科普工
作。五是抓好全国科普示范县
建设，用点上的经验带动面的建
设。同时要重点推动科普事业
的产业化发展。从以上几个方
面共同推动广东科普事业发展
再上一个新台阶，助力科技强省

建设。
刘建军指出，2021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
五”开局之年。站在新征程的新
起点上，省科学素质纲要办要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
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重
要指示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与纲要办各成员单
位，团结协作、守正创新、精业笃
行，构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
新格局，扎实提升全省公民科学
素质，努力建设与科技创新强省
相匹配的科学普及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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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上演激烈东莞上演激烈““空战空战””

千余航模少年逐梦蓝天
广州天河区举办第52个“世界地球日”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