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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
纲要（2021-2035 年）》、《深圳经
济特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全面
实施之际，由深圳市科协主办的
2021 年深圳市全国科普日暨深
圳科普月活动于 9 月 16 日在深
圳市少年宫启幕。深圳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冯玲，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市科协主席蒋宇
扬，市政府副秘书长李卓文出席
活动。

本次活动是市科协等科普
相关单位立足主业，把党史学习
教育同推动工作相结合，扎实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的具体措施，也是深圳市贯彻落
实国务院《科学素质纲要》部署
的有力举措。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本次活动以“百年再出发，
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
题，配套举办主题科普展，全景
展示科学技术史和科技创新成
果。本次科普展设“建党一百周
年科学技术史”“深圳创新成果”
两个主题，通过71件实物展品和
29块图文展板，生动讲述从革命
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到深圳
经济特区的科技发展历程，全景
呈现科技创新在深圳经济社会
发展、城市文明进步等方面取得
的辉煌成就。

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家可持续
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深圳坚持
把创新作为城市发展主导战略，
孕育了一大批以技术能力为核
心优势的科技企业。为助力实

现高端科技资源科普化，增添科
技体验，活动特别邀请多家科研
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展
览。其中，中科深圳先进院、华
大基因、柔宇科技、安科、洲明、
南科新材科技、蓝胖子机器智能

联合、亚太星通宽带通信（深圳）
有限公司、未来机器人、鑫信腾
科技、智绘科技、迈步机器人、
EAI 越登智能、深圳汇智文化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兴旺环保代塑
材料开发有限公司等企业带来

一批科技前沿展品。各参展单
位通过展板及“实物+互动”的形
式为公众提供科普知识和展示，
让参与者直观感受科技的魅力。

启动仪式后，深圳科普活动
指数系统正式上线。据了解，根
据《深圳经济特区科学技术普及
条例》，为加强对深圳市科普活
动情况的监测评估，市科协建立

“深圳科普活动指数”。该系统
由自动申报、网站监测系统两部
分组成，利用网络爬虫等技术，
获取深圳市内关于科普活动的
信息，整理形成动态，直观反映
深圳市科普活动开展情况。

深圳科普月作为深圳市活
动频次最高、服务面最广的群众
性科普活动，已成为深圳市营造创
新氛围、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的重要活动品牌。活动期间，全市
每天都将举办内容丰富、趣味性强
的科普惠民活动，包括“全民科学
素质网络竞赛”等300多项600多
场重点活动，覆盖全市十个区，
预计服务公众超百万人次。

南山系列丰富活动弘扬科学精神
9月 13日，以“百年再出发

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
主题的2021年全国科普日暨深
圳（南山）科普月主会场活动在
深中南山创新学校启幕。活动
通过展览、讲座、互动体验等系
列丰富的活动，对南山区科技
科普成果进行集中展现，向建
党100周年献礼，为青少年打造
一场科普盛宴。本次活动持续
至9月17日。

深圳市科协党组成员、驻
会副主席张治平，深圳市教育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立，南山
区委常委、区委（政府）办主任
李威，深圳航天工业技术研究
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浩，深圳
市科协科普部部长陈志远，南
山区科创局局长、科协主席曹
环，南山区教育局党组成员、二
级调研员陈登福，南山区科协
常务副主席殷明华，深中南山
创新学校校长韩晓宏，深圳航
天科创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春利等出席活动。

五大主题展区激发青
少年好奇心

本次活动由深圳市科学技
术协会、深圳市教育局、南山区
人民政府指导，南山区科学技
术协会、南山区教育局主办，深
圳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深中南
山创新学校承办，旨在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
创新的重要论述精神，弘扬科
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激发科
学梦想和科学志向，助推青少
年科学素养全面提升。

主会场亮点纷呈，共设五
大特色主题展区，包括主舞台
区、“建党百年科技发展史”、南
山区科技科普工作成果区、创
新学校展示区、前沿科技展示
区等，展品涵盖绿色低碳、航天
（军事）科技、5G 技术应用、人

工智能、科创教育、现代农业
等，让公众了解、参与、体验创
新科技，通过校内外科技与教
育的融合，培养青少年实践能
力和创新思维。

启动仪式上，区科协领导
为深中南山创新学校颁发“科
普中国校园 e站”牌匾，航天工
研院及航天科创为深中南山创
新学校授“航天科创之星”培养
基地牌匾，共同培养未来航天
人才。

24家参展企业增添科技体验

南山是科创强区，拥有丰
富的科技资源。为助力实现高
端科技资源科普化，活动还特
别邀请 24家参展单位，共展出
面积 1500 平米，各参展单位通
过展板及“实物+互动”的形式
为公众提供科普知识和展示，
让每一位参与者能够直观了解
我国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其
中，中广核研究院、中科院深圳
先进院、中兴、创维、大疆、优必
选、科大讯飞、鹏城实验室、智
搭机器人、绿田生态等多家科
技企业、科研机构带来一批科
技前沿展品，麦高创想家、云幻
教育、编程猫、南山书城等带来
科 创 教 育 相 关 展 品 ，腾 讯 、

Masslab、遂光、植慧等带来互动
性十足的高端展品。航天工研
院还带来火箭模型、东风21、快
舟、卫星、空间站、火星车等一
批航天相关模型。系列展品增
添了科技体验，增加活动的趣
味性和互动性。

主会场还举行科学家系列
讲座。其中中国航天科普大使
吕晓戈围绕“从红军到火箭军”做
主题开讲。作为企业代表，来自
中广核、中兴通讯、科大讯飞的科
学家也带来分享。系列讲座进一
步激发学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和强
烈的爱国情怀，从而促进青少
年成长成才，为国家科技事业
发展储备优秀的后备力量。

深中南山创新学校第二届
科创嘉年华活动同期举行。作
为承办单位之一，深中南山创
新学校期间每天组织不同年
级学生参与科普打卡活动，贯
穿各个学段，针对性开展科普
活动。深中南山创新学校副
校长孙立春表示，学校以科创
教育为特色，注重培养学生的
创新与实践能力，希望借此次
活动，为学生打造沉浸式的科
普空间，同时展现学校科普担
当，为市民打造一场高质量科
普盛宴。

小种子“稻”出大战略
金秋送爽，金稻飘香。9 月

11 日上午，“小种子‘稻’出大战
略”野生稻科普展系列活动——
2021 年全国科普日暨第二届深
圳（罗湖）科普月启动仪式，在仙
湖植物园盆景园隆重举行。深
圳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驻
会副主席张治平，罗湖区科技创
新局党组书记、局长、区科协主
席郭桂林，仙湖植物园副主任张
寿洲等领导嘉宾出席了本次活
动。现场近 300 名社区居民、青
少年及科技志愿者共同参加本
次科普盛宴。

“小种子‘稻’出大战略”野
生稻科普展系列活动——2021
年全国科普日暨深圳（罗湖）科
普月活动，是国内首次开展的野
生稻种质资源科普展览活动，由
深圳市罗湖区科学技术协会、深
圳市中科院仙湖植物园主办，深
圳市科普教育基地联合会承办，
并得到了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
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深圳
市科学馆、深圳中国科协首席科
学传播专家团队、深圳市野生动
植物保护协会的大力支持。

“丁颖、卢永根、袁隆平，今
天的大地依然铭刻着，他们的风
雨兼程……”深圳著名作词家单
协和老师为本次活动倾情创作
的配乐诗朗诵《小种子“稻”出大
梦想》，在孩童真情实感的朗诵
中，向我们讲述科学家的故事，
为我们描绘“稻花香里说丰年”
的美丽画卷，也道出了一颗小小

稻种对国家粮食安全可持续发
展的重大意义 。中国科协首席
科学传播专家团队植物学专家、
仙湖植物园副主任张寿洲博士，
亦为本次活动进行了野生稻科普
介绍，讲述野生稻与我们的故事。

在绘画颁奖仪式后，随着领
导嘉宾和孩子们携手种上希望
的稻谷，“小种子‘稻’出大战略”
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当天现场
设置了科普长廊和野生稻展区、
绘画展示区、摄影作品区、创意
手工区、金融科普区、互动体验
区共 6 个区域，通过寓教于乐的
方式引导公众对农业科学的探
索兴趣，营造爱护生态环境、保
护水资源、保护耕地的良好氛
围、弘扬珍惜粮食的传统品德、
体会农业兴国“一餐一饭当思来
之不易”的深刻含义。

主办方还组织学生前往深圳
国家基因库、中国农业科学院深
圳综合实验基地进行实践活动。

罗湖区科协秉承“科普惠
民”宗旨，在全国科普日、深圳科
普月期间，还组织了辖区街道、
社区、科普教育基地及相关机构
开展了近 40 个不同主题的科普
活动，包括“动漫党史”主题创作
展览活动、“百年风华，赋能未
来”科普活动、“建党百年学党
史·科技引领新未来”科普游园
会、“共建容融乐园”科普月活
动、罗湖区红领巾科创社团太空
科技科普活动等，为辖区居民送
去精彩纷呈的科普福利。

深圳600多场活动掀起科普风潮

深圳（南山）科普月主会场活动在深中南山创新学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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