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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

本报讯（记者 曹娴 王晗 黄利飞）如
何开启人工智能的未来？11 月 13 日至 15
日，2020 中部（长沙）人工智能产业博览
会暨创新发展论坛在长沙举行，除了各色
各样的人工智能设备和应用场景精彩亮
相，莅临展会的专家学者、业界精英也纷
纷就人工智能畅所欲言。
寓“智”于“造”，越来越多的工业机器
人成为工厂、车间里的“标配”。中国工程
院院士王耀南认为，机器人是制造业的关
键技术，目前常用的工业机器人大部分处
于自动化状态，正在逐步过渡到数字化的
2.0 版本，也就是在此基础上，能够收集现
场加工数据、感知环境适应性等。
“未来机器人要向 3.0 看齐，有学习能
力、交互能力，以及有多模态的分析判断
和人际交互、人机协作的能力。”王耀南表
示，智能制造机器人向着智能化、柔性化、
灵巧化、协作化、现代化发展，适应网络化

的协同制造、大规模的定制化制造。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工
商大学教授韩力群认为，中国 AI 产业落
地加快推进，社会服务领域应用场景丰
富，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共性技术
平台、芯片、传感器、开源框架等基础领域
发展相对薄弱。
韩力群说，机器短期内达到人类思维
的深度和广度还很难，但在某些特定领域
会小幅度超越人类。比如，语言学知识在
机器翻译模型中被更好地整合，单语语料
和可比语料会更多用于稀少资源语言的
翻译中。
说到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
国际导航
与运动控制科学院院士蔡自兴认为，知识
是人工智能之源，
数据是人工智能之基，
算
法是人工智能之魂，
算力是人工智能之力。
聚焦湖南，蔡自兴表示，人工智能在
促进湖南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巨大的

﹃科学实验秀﹄全省大比拼

● 要闻

本报讯(通讯员 任彬彬 余汝心)师生亲
子共探究、传说人物来穿越……11 月 14 日，
2020 年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预赛暨湖南
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决赛在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举行。湖南师范大学参赛项目“古今皮影
之约”夺得一等奖，同步者儿童科学馆参赛
项目“神奇干冰秀”及湖南创智慧教育有限
公司参赛项目“火龙卷与消防”夺得二等奖。
比赛现场，每支参赛队依次进行自选实
验、常规实验和科技常识测试。各参赛队为
了出新出奇出趣味，选题尽量生活化，表演
也很用心。走上赛场的《家有儿女》中，冰和
干冰“两姐妹”闹了小意见，干冰耐心地用讲
解和实验化解矛盾，既展示了自己可人工降
雨的本领，也如实介绍了自己放冰箱里可能
会爆炸的弱点，
“两姐妹”
重归于好。
据主办单位湖南省科技厅介绍，此次大赛主题
为“科技抗疫 创新驱动”，是 2020 年湖南科技活动
周的收官活动，也是湖南首次举办以科学实验展演
为形式的大型科技竞技赛事。来自省内学校、科技
馆、企业等单位的 21 支参赛队伍，将科学实验与舞
台表演融为一体，让观众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感
受科学实验的魅力。

作用。湖南打造以工程机械为代表的国
家级智能制造中心，依托工业互联网、智
能物联网、智能服务平台，实现了制造过
程的自动化、信息化、网络化与智能化。
如何让人工智能更好地赋能产业发
展？蔡自兴认为，相比北京、上海等一线
城市，长沙需在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和产业
化上发力，因地制宜、重点布局智能制造、
智能网联汽车、智慧医疗、智慧城市、智慧
政务、智慧农业等领域，加大人工智能技
术、产品研发力度，打造具有国际领先技
术水平的人工智能产业
“长沙高地”
。
“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多次提到科技创新，对湖
南来说，创新尤其重要。”长沙市区块链技
术应用行业协会秘书长李颖悟认为，一批
传统优势产业亟需通过人工智能、自动
化、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创新来实现转
型升级。

●发现

湖南 5 件作品获国际创新发明奖

日前，第八届澳门国际创新发明展落下帷幕，湖南省发明协
会推荐了 5 件青少年发明作品参赛，最终斩获 2 金 2 银 1 铜。本
次活动采取线上展览和评审的方式进行，共吸引了国内 30 多个
城市和 14 个国家的发明组织、
学校、
企业和个人发明家参赛。图
为雅礼中学高一学生周逸航在演示自己的发明“基于仿生外骨
骼动力的救援机甲”
。
（徐运源 摄影报道）

大中小学生上阵拼﹃机智﹄

人工智能，听听“大咖”怎么说

●动态

本 报 讯（记 者 欧 阳
倩）调试机器人使之高举
机械“爪”取出指定“能量
块”，几经尝试又坐回电脑
旁进行程序编写……在 11
月 15 日举办的“杂交水稻
杯”机器人创客大赛上，近
千名参赛选手或三五成
组，或“单枪匹马”参与机
器人挑战赛。
“我们来了 13 名学生，
平均年龄 10 岁，但他们玩
机器人‘溜得飞起’。”衡阳
能力风暴培训技术学校的
老师邓成浩，眼睛盯着赛
场，时刻关注着学生的比
赛情况。一个长宽各 2 米
的正方形白布上，设计成弯曲复
杂“赛道”，并设有障碍物。学生
拿着自己设计的机器人，避开障
碍、取回“能量块”、回到基地，方
算完成任务。
赛道上跑的机器人形状各
异。
“ 每个机器人都由学生自己
设计和组装，可以充分发挥他们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
邓成浩说。
据悉，本次大赛以“立足农
业、跨界创新、多元开放、面向未
来”为主题，旨在通过开展服务
绿色生态智慧农业的机器人创
意设计与工程挑战、人工智能系
统开发等，促进机器人及人工智
能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
今年的“杂交水稻杯”机器
人创客大赛分线上和线下，有普
及组（以小学生为主）、晋级组和
精英组等组别，可挑战杂交水稻
插播机器人、垃圾分类智能机器
人 、智 造 乡 村 寻 宝 机 器 人 等 项
目。线上比赛项目将在下个月
举行，参加人数将突破 5000 人。
“选手以实力说话，小学生也可
挑战大学生的项目，这对人才培
育有极大的激励作用。”省机器
人科技教育协会秘书长马学品
说。

浅析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洞口县第九中学 卢松梅
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青
少年素质的重要教育工程，教师应充分
利用课堂教学渗透爱国主义思想。作为
一名数学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将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在高中数学的
课堂教学中，以此更好地让高中生了解
到我们的国家，进一步地培养高中生的
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激发他们的爱
国热情。
数学作为高中一门基础性学科，其
主要教学目标除了培养锻炼高中生的
计算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外，还要在课
堂教学中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进行
一定的渗透，更好地让高中生在学习过
程中了解国家基本情况，扩大高中生的
知识面。在课堂教学中对新时代爱国
主义教育进行渗透可以让数学教学变
得生动有趣，激发高中生对数学知识的
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更好地帮助高中
生巩固数学知识。笔者结合自身的教
学实践，浅析在高中数学课堂教学中如

何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进行渗透，以
此更好地促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在
数学课堂教学中的融入，激发高中生的
爱国热情。
培养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
身的价值观、学习态度、知识技能等等
的综合表现，是一种学生在适应社会和
自身的发展所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和
品质。在现代的教育中，新课程教育改
革不断地推进，基本的教学目标指的是
对核心素养的培养。众所周知，在数学
教材中有许多数据和定理都是我国劳
动人民以及相关的数学家计算得出的，
我国的许多数学家给后世留下了影响
相当大的数学理论和成果，很大程度上
推动了我国和世界的发展。笔者在为
高中学生进行授课的过程中，往往会对
古代以及现代一些数学家的事迹进行
介绍，以此引出相关的数学知识内容，
让他们对知识的来源有一定的了解。

这样不仅仅能够帮助学生对所学的数 趣和思维能力进行提升。同时，能够让
学知识有更深层的印象和理解，还能够 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激发高中生
促使学生对我国的数学历史以及数学 的学习热情，了解到祖国建设的基本情
家的事迹有进一步了解，让高中生在学 况，受到一定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在
习的过程中增强其自身的民族自信心 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高中生的使命感和责
和民族自豪感，进一步推动新时代爱国 任感，促使他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不断
主义教育在数学课堂教学中的渗透和 努力学习，
积极向上。
融入。
综上所述，在高中数学的教学课堂
探究教学模式
中，笔者往往将教材的知识内容和我国
研究表明，探究教学法很大程度可 数学家的成就、日常生活的事例相结合，
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笔者 运用了探究式的教学方法，让高中生在
在对高中生的数学知识进行授课的过程 对数学知识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受到新
中，也常常和学生进行一定的探究式互 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和影响。笔者
动，以更好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笔者 在教学的实践中，不仅仅让学生学习基
在授课的过程中往往根据教材知识内 础的数学知识和相关的数学技能，还让
容，将一些能够反映祖国建设成就、家乡 他们在学习数学的课堂中了解国家历
变化的数据和相关的历史事例改编成一 史，培养爱国情怀，更好地促进学生的身
些和课堂教学相关的习题、素材，并且设 心健康发展。作为一名教师，笔者有责
计相关的情境进行问题探究，更好地让 任和义务让学生在学习基本的知识理论
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积极主动 的同时，培养他们形成良好的品质，达到
地融入到课堂中，对他们自身的学习兴 “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