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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科普日暨吉林省第十七届科普周主场活动举行

中秋节他们畅游科普“
奇幻之旅”
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一张张发自肺腑的笑脸，一个个充满好奇的疑问……在 9 月 14 日拉开帷幕的 2019 年全国科普日暨吉林省第十七届科普周
主场活动中，小朋友和大朋友们都在吉林省科技馆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节，他们在这场无与伦比的感官体验中，畅游了一趟科普“奇幻之旅”。

183 项科普活动激发公众热情
全国科普日活动是由中国
科协组织发起的一项品牌性公
益科普活动， 今年是第 16 个科
普日，活动主题为“礼赞共和国
智慧新生活”。 我省历来都把全
国科普日与科普周活动相结合，
全省上下在全国科普日的一周
时间延续开展多种形式科普活
动。 今年，吉林省第十七届科普
周由省科协、省委宣传部、省教
育厅、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卫健委、 省文联共同主办，结
合我省实际，广泛组织科技工作
者开展科技志愿服务活动。通过
举办科普摄影展览，《数字信息
科学技术知识干部读本》 发放，
开展航天科技、人工智能、5G 技
术、 工业互联网等科学知识、科
技成果宣传展示，举办吉林省科

协大讲堂科普报告会，院士专家
科技咨询活动，科普影片展映活
动，开展科普进机关、进校园、进
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军营活
动， 通过开展一系列社会化、群
众性大型主题科普活动，弘扬科
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营造讲
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
浓厚氛围，激发全社会的创新热
情和创造活力，助力数字吉林建
设、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战略实
施，推动到 2020 年我省公民具
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10%目
标。
今年，全省各级科协及所属
学会、科普教育基地、社区科普
组 织 等 120 多 个 单 位 将 组 织
183 项形式多样、 贴近主题、贴
近实际的重点科普活动。

摄影展里蕴藏
“科普知识小宝库”
在 14 日主场活动现场，由吉
林省科协、吉林省文联、吉林省摄
影家协会联合举办的吉林省首届
科普摄影大赛作品展成为现场的
一大亮点， 吸引了不少市民观看。
乍一看， 每张摄影作品都十分惊
艳，细心的观众随后才发现，这场
科普知识小宝
摄影展里蕴藏着“
库”。 展出的 254 幅优秀作品是从
1800 余幅作品中精选出来的，每
幅作品除了主题突出、科普题材丰
富外，作品下方还有一段配好的照

片说明，这段说明其实正是科普知
识，充分体现了摄影师们对科普工
作的热爱。将文化与科学不同角度
巧妙融合，这激发了很多参观者的
“
除了欣赏到美感、 艺术感
兴趣，
外，我还学到了很多知识，包括动
物学、植物学等。 如果单纯的科普
可能晦涩难懂，难以记忆，但通过
这些照片，就很容易明白了。”长春
市民王先生说。 此次摄影展不仅
吸引了众多观众，也让参赛者受益
匪浅。

果完美。
主场活动启幕当天， 在省科
技馆球幕影院里还举行了 《地外
生命搜寻记》全国首映式。为了让
观众更直观地看懂该片， 首映式

空背景中，一挥手，八大行星便
跃然手上，她们便逐一讲述行星
的特征。让观众们在生动逼真的
影像中更加了解太阳系的基本
情况。 不过讲解员显得十分“神
秘”， 究竟是真人还是影片中的
人物，这难坏了不少观众，大家
边看边猜测。 这部独家影片虽然
只有五分钟，但省科技馆从筹备
到拍摄再到后期调整却耗时半
年之久。 由于是真人配合虚拟
动画出演， 演员看不到虚拟场
景， 这就要求演员必须熟悉剧
情， 每次站位和姿势都必须保
证准确， 这样才能确保影片效

制了这部美丽的天文馆电影中文
版， 带天文爱好者开启探索宇宙
奥秘之旅。 此外，动感飞行影院、
4D 影院均在科普周启幕之际，开
始放映一批全新影片。

体验“未来生活”，穿越感十足
尽管 VR、AR 等技术在生活
中已不是新闻， 但能够以不同方
式、不同角度进行体验，还是让很
多人感叹“
穿越感”十足。 主场活
动的 5G 体验馆里， 各式各样的
VR 体验展区前排起了长队，戴
上 VR 眼镜，你就能立刻“穿越”

这部独家影片好神秘
“电影里的讲解员阿姨是真
人演的还是电影拍的？ ”在省科
技馆的梦幻剧场里，一个萌娃好
奇地向工作人员发问。这位宝宝
刚刚在父母的陪同下观看了《科
科带你漫游太阳系》 全国首映
式，这部影片是省科技馆第一部
自制全息投影的影片，将影院全
息投影技术结合 5.1 环 绕立 体
声，配合变幻莫测的真人表演和
虚拟动画，讲述了太阳系大家族
的八颗行星。出演该片的除了虚
拟人物“科科”，还有省科技馆的
两名工作人员。 影片中，工作人
员作为讲解员置身于梦幻的星

前还特邀中国科技馆影院部的赵
然子老师为影迷沙龙会的观众们
带来了一场生动的科普知 识讲
座。 《地外生命搜寻记》由欧洲南
方天文台拍摄， 省科技馆独家译

到长白山北坡，
“
站” 在山顶俯瞰
“
天池真好看啊！ 太
静谧的天池，
神奇了！ ”第一次感受 VR 真实感
的刘佳琪小朋友兴奋得手 舞足
蹈。 而站在她不远处另一个大屏
幕前的父亲， 正在进行 VR 滑雪
体验，戴上眼镜，双手握着体感控

制“滑雪杆”，随着双手划动的加
快，他立即“
穿越”到了滑雪场，体
验了高山速降的刺激。 随着 5G
的到来，今后大家像电影《头号玩
家》里那样，戴上 VR 眼镜，联网
进入同一个“游戏世界”里互动，
那情境将不再是科幻。

孩子们在科普周爱上了科学
在科普周两天的主场活动中，
丰富的科技体验互动活动让很多
孩子爱上了科学。 开幕式上，23个
“
悟空” 机器人欢乐地舞动起来，舞
姿时而豪放，时而温婉，
“
萌萌哒”小
模样令现场的孩子们很好奇。 长春
应化所在活动现场为孩子们带来

了化学实验体验，拿起滴管向试管
里先后滴入不同的试剂，发生各种
奇妙的化学反应，让不少孩子玩得
不亦乐乎。 眼看着在紫色的高锰酸
钾溶液中滴入VC，液体眨眼间变成
了透明的，孟琳熙小朋友惊讶地瞪
大了双眼，直问
“
咋回事”。应化所的

小老师们告诉记者：
“
真正的化学实
验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只是带来
一些无毒无害、适合小朋友们接触
的试剂，让他们感受两三种试剂放
在一起后的颜色、状态的变化，激发
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希望他
们对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

吉林省的科普信息员人数全国第一
主场活动现场的一个展位前
人头攒动，原来，这里正在发放小
礼品。 可就像市民陈先生说的那
样：
“
倒不是冲着这个小礼物，今天
‘
科普中国’这个平台，就算
能知道
没白来。”陈先生拿到印有
“
科普中

国”字样的指甲刀后，听工作人员
讲解后才知道，只要扫描上边的二
维码， 就能在手机上 安 装这 款
APP。 目前吉林省已经有36.6万人
科普中国”APP上实名注册成
在“
为科普信息员，人数持续在全国领

跑，吉林人学习科普的热情始终保
持高涨。 省科协副主席穆晓东表
示：“
‘科普中国’APP没有任何商
业利益，完全是中国科协打造的公
益平台，是最可信、最权威、最有说
服力的科普平台。 ”

智慧医疗正大踏步向你走来
科普 周 除 了 为 孩 子 们 准 备
了丰富的活动，也为成年人了解
数字吉林、 智慧生活提供了良
机。 吉林省电子居民健康卡实现
了挂号、就诊、支付一卡搞定，在
线预约轻松就诊，实时缴费无需
排队，随时随地可以在手机上查
看检验结果，这让看病这件令人
头疼的事情变得便捷了许多。
东软熙康打造的云医院，整
合了 20 多个城市的 3 万多个健
康医疗机构，4.7 万名医护 人 员
作为线上的“家庭医生”，可以服

务 3000 多万居民。 例如，一台小
小的血压仪，其实是内置上网卡
的，与手机进行关联后，只要测
一次血压，结果立即会发送到手
机上，只要有异常，便会接到云
医院的医生打来的提示电话。 这
成了很多“空巢老人”的福音。 只
要每天按时量血压， 测血糖，所
有的检测结果都会通过手中的
小仪器传到儿女的手机上，让孩
子随时掌握父母的健康状况。
记者 走进 不到 一平 方 米的
“一分钟诊所”，体验了一次线上

就诊。 点击面前的屏幕进行简单
的操作， 就可以测体温和血压，
随后可以在屏幕上连接线上医
生，通过对话的形式，医生问诊，
患者口述症状，很快医生就做出
了诊断，并根据与“一分钟诊所”
相邻的“好医生”药箱的库存，开
出对症处方。 据了解，像这样的
“一分钟诊所” 进驻了广州、上
海、深圳、郑州等城市，未来有望
落户更多工厂、学校、社区，让智
慧医疗更加便捷地服务民生。
/ 记者 韩玉红 报道 吴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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