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莫文艺 通讯员 曾
静）3月 11-12 日，多边形部落杯第十
一届广东青少年机器人大挑战活动在
东莞市松山湖成功举行，俄罗斯科学院
外籍院士、省科协原主席谢先德,省科
协原副巡视员、省青科教协理事长黄善
辉,省科协科普部部长吴仕高,东莞市科
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叶久根,省青科教
协副理事长、湛江市科协二级调研员郭
向明,松山湖科技教育局副局长付浪,松
山湖中部片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单锐强
等领导嘉宾前往指导活动，并出席颁奖
仪式。同期，还举办了 2022年广东幼
儿创意建构邀请赛，全省近百名幼儿园
小朋友参加主题式的拼装PK。

活动设立儿童建构类的占领高
地、环保接力和机器人类的九宫连线、
狮王争霸、足球大战、零碳行动、碳锁
先锋共 7 大赛项，全省 400 多支队伍
1300多名师生激情参与，同场一决高
低。活动还重奖前4名优秀团队，总奖金
13.2万元，最高团队奖金高达5000元。

据介绍，机器人大挑战活动，由创
办于2014年的儿童创意建构赛事和始
于2020年的青少年机器人赛事整合而
成，是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创
办的普及型全省示范性机器人竞技活
动，现已成为省科协系统内的一大品
牌科技赛事。自定规则不指定器材、
面向幼儿园至高中学生、16个市级选

拔遴选优秀、活动覆盖全省20个地市、
重奖省级优秀团队等是大挑战的系列
特色与突出亮点。第12届大挑战活动
将于今年4月公布全新规则，举办教练
员培训班，并在 11 月举行省级活动。
新一届活动除保留原有的特色亮点
外，还将在提升竞技项目的技术含金
量、活动趣味性上下功夫，让大挑战更
具魅力与风采。

本届挑战赛活动在省科协、广东
院士联合会、广东省振兴科技基金会、
东莞市科协以及松山湖相关部门的指
导支持下，由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
协会主办，广州市多边形部落科技有
限公司冠名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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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选手合影。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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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预防接种“声”入人心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3 月

16日，“让预防接种声入人心”第
三届广州市预防接种科普讲解
大赛决赛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
从初赛中脱颖而出的 35 名选手
进入决赛，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向
公众呈现了一场关于预防接种
知识的趣味科普盛宴。

本次大赛由广州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广东科学中心和广
州市预防医学会联合举办。旨
在贯彻《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年）》精神，落实健康知识普
及行动策略，普及疫苗预防疾病
的相关知识，引导群众建立正确
健康观，使广大群众了解接种疫
苗是防控疾病最经济、最有效的
措施，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让预防接
种知识深入人心。

本次活动以科普技能培训
和科普讲解比赛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既是面向广州医护人员的
预防接种科普技能培训，又是面

向公众的预防接种科普教育活
动。从初赛前基础培训、初赛选
拔，到决赛前封闭培训，再到竞
选等一系列紧凑的赛程安排，为
广州培训一批预防接种科普骨
干、选拔一批预防接种科普讲解
能手，提升广州疾控系统科普传
播能力。

虽然每位选手在舞台上的
讲解只有短短 4 分钟，却让观众
多角度了解到疫苗的发展历程、
作用原理、免疫程序和注意事项
等全方面知识，尤其是WHO倡
导极高度优先接种的 13 价肺炎
疫苗、“网红”HPV 疫苗、“新秀”
带状疱疹疫苗等，经过选手们或
生动或幽默的表达方式让一个
个疫苗知识变得浅显易懂，赢得
现场观众阵阵掌声。预防接种
情景问答环节是本次大赛一大
亮点，选手需要在 2 分钟内根据
家长咨询、投诉等真实需求进行
答复，选手们过硬的职业素养、
机智冷静的现场应对和沟通能

力，让我们看到了预防接种人员
的专业和态度！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
主任张屹、广东省卫生健康宣传
教育中心副主任吴孟雄、广州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张
周斌、广东科学中心副主任周震
寰、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
处副处长张洪仨、广州市预防医
学会会长傅楚平等领导嘉宾出
席颁奖仪式并观摩了大赛。广
东中医药博物馆馆长蓝韶清等 9
位担任大赛评委。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党委书记张周斌在大赛上致辞，
他指出公众健康科普教育是提
高全民健康素养的重要举措，当
前提升公卫人才培养质量，促进
医防融合，进一步加大对公众的
疾病预防科普工作已成为公共
卫生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环节。他希望大赛能持续创
新，成为广州预防接种专业领域
的特色科普品牌，引导公众科学

理性地认识预防接种的重要性，
提高全民健康科学素养。

经过一天紧张的比赛，天河
区、增城区、海珠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获得优秀预防接种科普
组织奖。

来自增城区增江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刘芳获得一等奖；
海珠区瑞宝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陈奕玲、天河区石牌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胡婷、南沙区南沙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巫仁君共 3
名选手获得二等奖；白云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毛亿华、广州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唐琳、番禺区石
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李晶、天
河区冼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张君贤、增城区正果镇卫生院
姚秋羽、天河区冼村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谭莉璇共6名选手获
得三等奖；其他选手获得预防接
种优秀科普使者。

前十名获奖选手有机会参
与录制疫苗科普视频以及担任
425“全国预防接种日”宣传大使
等，其科普视频将在广州市多个
平台投放推广，供广大群众观看
学习。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3 月 12 日
晚，第三届深圳市科普剧大赛优秀剧
目演出暨颁奖典礼在深圳广播电影
电视集团 800演播厅举办。本届大赛
由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共深圳市
委宣传部、深圳市教育局、共青团深
圳市委员会联合主办，深圳市通识科
技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市少年宫
承办。大赛精选具有代表性的 5部优
秀剧目在颁奖典礼现场演出。主承
办单位领导代表、获奖队伍代表及个
人等 250多人参加现场活动。深圳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深圳市科协主席
蒋宇扬出席颁奖典礼，深圳市科协党
组成员、一级调研员孙楠代表主办方
致辞。

孙楠在致辞中表示，2023 年是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深圳市不断创新科普管理机制，丰
富科普资源供给，打造科普品牌活动，

夯实科普人才建设，以科普现代化助
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深圳市科普剧
大赛始终坚持“多领域融合”的理念，
将科学普及与文化艺术深度融合，充
分反映深圳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
艺术精神，不断探索创新科学传播方
式方法，推动深圳科普纵深发展。并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
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科学与文化
爱好者参与到科普剧大赛中来，大家
共同努力，将深圳市科普剧大赛打造
成为更有影响力的跨地域科学文化交
流活动！

国家一级导演、评委会主席梅玉
文代表大赛评委会致辞，并对本次大
赛的参赛作品给予高度评价。梅玉文
认为，创新是深圳的城市基因，在科技
科普和文化艺术的创新融合方面，深
圳市科普剧大赛做了很好的实践，也
初见成效。比赛需要更开放、更包容、

更多元，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不管是
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参与就是最大
的支持和肯定，在参与的过程中，收获
科学知识、收获艺术享受！

据悉，本次大赛以“走进科技 你我
同行”为主题，剧目创作紧贴“双碳”战
略、5G 世界、人工智能等社会热点，突
出深圳本土化特色和国际化视野，表
达新时代深圳青少年对当下社会的认
知与思考，展现富有创新活力的深圳
科技与文化。本次大赛共评选出表演
赛作品一等奖8部，二等奖10部，三等
奖 12 部；剧本创作赛作品一等奖 14
部，二等奖24部，三等奖31部；优秀组
织奖 10 个，超过 700 人参加赛事各项
活动。未来，大赛将继续秉持“多领域
融合”的理念，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
度，开展优秀科普剧目创作交流沙龙、
优秀科普剧目展演以及国际科普剧交
流等活动。

第三届深圳市科普剧大赛
优秀剧目演出暨颁奖典礼举行

全省400多支队伍同台PK
多边形部落杯第十一届广东青少年机器人大挑战活动在东莞举行

第三届广州市预防接种科普讲解大赛圆满收官

本报讯（记者 冯海波 通讯员 蔡宁）巴西
龟可以放生吗？被红火蚁咬了怎么办？去
年在广州白云湖捕捉到的网红鱼是什么生
物？遇到非洲大蜗牛怎么办？3 月 15 日，
2023 年广州“院士专家校园行”活动黄埔区
首场讲座在黄埔区光远小学举行。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高级实验师
杨婉玲作题为“认识外来入侵水生生物”的
专题讲座，光远小学近 200名师生参加。

我们身边的一些常见的外来入侵水生生
物，例如巴西龟、食蚊鱼、清道夫、福寿螺、非
洲大蜗牛并没有明显的威胁力，甚至还有点
可爱，有点好看，是不是它们就真的没有危害
呢？事实并非如此。杨婉玲老师用讲故事、
知识竞答的方式一边给同学们讲述什么是外
来入侵物种，生物入侵的途径，生物入侵的危
害，如何防范生物入侵。一边讲解物种入侵
的趣事，原来白云湖的网红鱼是鳄雀鳝，假如
不是研究院的专家和白云湖的工作人员及时
将它捕捉，估计白云湖所有的鱼类都会遭了
殃。被红火蚁咬了，用身边无毒植物的汁液
涂抹可以缓解疼痛（仍要尽快就医）。通过身
边一个个小故事，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到外来
生物入侵对生活的影响,认识到入侵物种就在
你我的身边。

外来入侵物种严重威胁生物多样性，带
来生态灾难、影响农业生产、威胁人类健康、
造成经济损失等各方面的危害。杨婉玲老师
呼吁同学们增强生物安全意识，从我做起，从
身边做起，不随意买卖外来入侵物种，不随意
放生，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安全。

讲座结束，同学们纷纷找杨婉玲老师签
名并合影留念，大家表示此次科普讲座的学
习内容丰富，收获很大，以前觉得外来生物防
治与我们距离很远，今天才了解到外来物种
其实就可能在我们身边，保护生物多样性防
范外来物种入侵是社会共同责任，需要我们
共同参与，需要每一个人付诸行动。

认识外来入侵
水生生物
院士专家校园行黄埔区首场讲座之
黄埔区光远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