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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海波 胡漫
雨）9月 17-20日，第四届广东科
普嘉年华暨 2021 年全国科普日
广东省主场活动在广东科学中
心举行。活动由省科协、省科技
厅、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自
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水
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
康委、省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局、
省气象局、省地震局、省消防救
援总队、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省科学院联合主办。

本届广东科普嘉年华围绕
“百年再出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的主题，举办活动启动仪
式，在广东科学中心设置“触摸科
技”“触摸科学”“触摸生态”“触摸
未来”四个主题展区和一个主题

互动区，以静态展示、体验互动等
方式，打造主题科普空间，进一步
拓展科普嘉年华的活动效果。

“触摸科技｜百年再出发”
展区，举办“科创百年——建党
100周年科技成就科普展”，结合
翔实的历史资料，展示回顾 10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
科技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辉煌
历程。同时举办《广东省科学技
术普及条例》宣传展，在展示条例
法规全文的同时，展示广东省科
普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触摸科学｜喊话太空”展
区，推出 2021 全国科普日“中国
飞天梦-科普万里行”系列活动

“中国航天科普巡展”。展出中
国航天展品55件，其中包括神舟

飞船返回舱、宇航服、火箭残片、
航天食品、航天种子等原件，以
及东方红一号卫星模型、北斗系
列组网模型、火箭模型等，还将
通过演示、多媒体交互等手段，
有效为社会公众培养航空航天
科学文化兴趣。

“触摸生态｜碳中和生态
站”展区，以“高新科技”“生态农
业”“青少科技”三大关键词，联
合优质的政府、企业等科普力
量，通过专家讲解、科普答题、交
流体验等形式，聚焦碳达峰碳中
和、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消防应
急等主题，普及科学知识，展示技
术应用，助力营造良好的“讲科
学、用科学、爱科学”社会氛围。

“触摸未来｜DIY 互动”展

区，举办科普列车巡游、中医药
互动体验、机器人编程、无人机
表演等活动项目，激发、培育青
少年敢于探险创新的精神和能
力。举办“科普答疑馆”网络直
播活动，邀请科普大咖现身“科
普答疑馆”网络直播间，以问答
形式为云参展用户答疑解惑。

启动仪式当天还举办“粤科
普”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启动仪
式、全国科普示范县授牌仪式、
广东省十大科学传播达人授牌
仪式，展示我省科普工作新成
果、新动态。

为提高广东科普嘉年华与
线上社交互动的紧密联合，第三
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推出“科普嘉
年华”小程序，承载了“活动信息

查询”“云端学习”“答题送票”等
功能。本届在此基础上进行迭
代更新，对界面、功能、内容等方
面进行优化，增加“打卡广东红”

“科普新视界”“科普答疑馆”“云
游学”等板块内容，丰富线上参
访者的逛展体验，做到足不出户
也能享受嘉年华。

作 为 本 届 科 普 嘉 年 华 和
2021 年全国科普日广东省主场
的亮点，广东科学中心科技影院
引进了3D巨幕影片、4D影片、虚
拟航行动感影片等科普电影，同
时配合影片推出系列有趣的电影
沙龙活动。本次活动还开展全民
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
2035年)、《广东省科学技术普及
条例》主题答题送票活动。

神舟四号返回舱亮相广东科学中心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9
月 15 日，2021 年全国科普日

“中国飞天梦”中国航天科普
巡展活动首站在广东拉开序
幕。神舟四号返回舱、东方红
一号卫星模型、返回式遥感卫
星、航天服、火箭发动机、火箭
残片、月球车、北斗系列组网
模型等 50余件展品亮相广东
科学中心，并于9月17日起正
式面向公众展出。展览最令
人瞩目的当属神舟四号返回
舱、火箭残片和航天服等在中
国航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实物原件。

本次展览由中国科协指
导，中国航天博物馆、北京市
飞行者航空科普促进中心、中
国飞天梦志愿团联合主办。
展览以中国航天事业重要发
展节点、成果为主线，系统地
介绍我国航天事业从“两弹—
星”工程起步，逐步发展到核
弹、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地球
卫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
重大领域实现突破的发展历
程和成果，向观众讲述我国航
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探索范围从近到远的发展之
路。展览以图文展板、多媒
体、模型、航天器实物等手段
相互穿插，并通过分解演示、
多媒体交互等方式，寓教于乐

地带观众深入了解航天知识，
启发创新思维。

展览最令人瞩目的当属
神舟四号返回舱、火箭残片和
航天服等在中国航天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实物原件。
其中，神舟飞船四号返回舱按
其落地姿态展示，上方还垂着
鱼鳞状的巨大彩色降落伞。
它重 3吨，高 2.2米，最大直径
为 2.5米，身形壮实却外表斑
驳，透露着从九霄云外高速冲
过大气层时经过了怎样的

“千锤百炼”，忠实记录着归途
之艰。现场志愿者介绍，一般
载人航天器分为推进舱、轨道
舱和返回舱三部分。返回舱
是航天员往返天空时乘坐的
舱段，为密闭结构。神舟飞船
四号曾按与载人完全相同的
标准和要求，绕地球飞行 6天
多、百余圈，其配置、功能及技
术状态与神五载人飞船几乎
相同。这也是神舟四号返回
舱实物首次亮相广州，现场观
众争相与飞船的“真身”合照。

据了解，“中国飞天梦-
科普万里行”由“中国飞天梦
志愿团”在中国科协科普部指
导下发起，2020 年至今已在
全国累计开展近千场航空航
天科普启蒙活动。活动途经
中国25个省、65个城市，总行

程超过了 25000公里，在全国
科普超过了 16 万人，受到沿
途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喜
爱。本次巡展活动将在全国
持续 5个月，每月巡展到一个
省（市），包括：广东（广州）、贵
州（贵阳）、四川（成都）、江苏
（苏州）、内蒙古（呼和浩特），
跨越了华南、华北、西南和华
东地区。

广东科学中心主任卢金
贵介绍，中国航天科普巡展首
站落地广东科学中心，从 9月
17日起结合2021年广东科普
嘉年华活动正式对公众开放，
展期20天，中秋国庆假期观众
可到展馆一览中国航天的骄人
成就。除了展览，广东科学中
心还携手志愿团组建“中国飞
天梦科技志愿（广东省）总队”，
组织航天专家、教授、科普讲师
走进20多所中小学校开展“中
国飞天梦”航天科普大课堂，并
免费发放参观体验门票，开展
航空航天科普和模拟飞行互动
活动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百年之际传承红色基因，树立
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
主义情怀，传播空天报国和科学
探索的精神，培养“为祖国，去
飞行”的目标理想，激发青少
年爱祖国、爱学习、学科学、用
科学的奋斗热情。

2021年白云区全国科普日
活动走进太和镇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见习记
者 卢颖）9月11日，“我为群众办实
事”系列实践活动之2021年白云区
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仪式暨广州
科普联盟科普“四进”活动——走
进太和镇白山村活动顺利举行！

本届活动以“倡导绿色发展 助
力乡村振兴”为主题，由广州市科
学技术局指导；白云区科学技术协
会、广州科普联盟、广东科学中
心、白云区农业农村局、白云区供
销联社、白云区气象局、太和镇党
委、太和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太
和镇白山村承办；广东中医药博
物馆、广州神农草堂中医药博物
馆、广州市果树科学研究所、广州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广州宝桑园
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南方医科大
学人体科学馆、广州花卉研究中
心、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
产研究所、广州市现代化农业示
范基地、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
研究院、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极飞科技、富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白云区花卉协会等单位协办。

广州市科协副主席张勇，广东
科学中心副主任周震寰，广州市科
学技术局、广东科学中心、广州科
普联盟成员单位等单位领导、白云
区科学技术协会、白云区农业农村
局、白云区供销联社、白云区气象
局、太和镇领导及有关科室干部，

太和镇白山村及邻近村群众约200
人参加了活动。

极飞科技的无人机成果展示
和广东科学中心带来的《奇幻食
旅》科普秀，不仅让现场群众近
距离感受到科技的强大，还收获
了食物与食品添加剂方面的科
普知识。

与往届不同的是，此次活动紧
紧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
主题，加强党史学习教育，以图文展
览的形式带领大家近距离欣赏“科
创百年——建党100周年科技成就
科普展”，感受建党100年来科技创
新发展的重大成就和辉煌历程。

白云区科协特别邀请了广州
市果树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张
展伟老师作农业科普讲座，为大家
介绍了葡萄、火龙果、草莓等水果
的品种以及栽培防虫技术。

活动现场设置了 29 个科普摊
位，为白山村及邻村群众解答农业
科普、气象科普、疫情防控、森林防
火、综合治理等有关科普知识，群众
和青少年朋友们积极参与到“科普
大餐”中，提升了广大群众对我国
科技发展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据悉，接下来还将开展“院士
专家进校园”科普讲座，将浓厚的
科普氛围带到校园，激发青少年学
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继续送上
丰富多彩的科普盛宴。

第四届广东科普嘉年华17日拉开帷幕

中国航天科普巡展活动首站在广州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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