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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口乐趣学堂国际机器
人教育中心老师张鸿波介绍，
近两年来，近 20 家机器人教育
培训机构相继落户海南，海南
部分中小学校也纷纷开设机器
人课程。

2019年世界机器人大赛被誉
为机器人界的“奥运会”，已在全球
举办了多场选拔赛，全年累计参赛
人数超过4万人。

今年8月初，世界机器人大赛
MakeX海南选拔赛在海口举行，
共有52支队伍82名选手参赛，选
手年龄在6岁—13岁。这些小选
手大多在课外培训机构学习了机
器人编程等相关知识。经过激烈
角逐，由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西
海岸校区学生钟宇恒和海口中学
小学部五年级学生王秉航组成的
团队获得了世界机器人大赛
MakeX海南选拔赛的冠军，他们
近日代表海南参加了世界机器人
大赛。

钟宇恒的父亲大学学的是计
算机专业。钟宇恒很小的时候，父
亲就让他开始接触一些需要动手
和动脑的游戏。钟宇恒4岁时开
始接触乐高玩具，上小学后又被父
亲送到校外培训机构学习机器人
相关课程。“孩子这两年和机器人
玩得很开心，学到了不少科技知
识。”钟宇恒的父亲说。

近日在天津等地举行的国际
机器人奥赛分为少儿组（12岁以
下）和青少年组（13岁至18岁），是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指导与监
督下举办的国际性机器人大赛。
本届赛事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科
学交流平台，可激发孩子的潜能，
锻炼实际动手能力，进一步培养他
们的科学意识和创新意识。

据介绍，我省共有10支队伍
23名队员参加本届国际机器人奥
赛，在资源抢夺赛、幼儿组创意赛、
小学组创意赛等赛事中与其他地
区选手一决高下。在本次比赛中，
由海口瓦力工厂机器人构建中心
培训的7支队伍17名学员共获得
2枚金牌、2枚银牌和13枚铜牌，
这也是海南代表队参加该项赛事
以来获得的最好成绩。

海口瓦力工厂机器人构建中
心老师曾维鹏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海南的小选手在本次比赛中展现
了良好的精神面貌。在创意赛中，
孩子们自信地展现自己的作品，运
用机器人专业知识解决设计中遇
到的问题，能够详细解答裁判的提
问。

据了解，在参加国际机器人奥
赛小学组创意赛的选手中，我省小
选手徐璟滕、翁檀廷、程朗年龄较
小。他们三人中，有的是小学一年
级学生，有的是幼儿园中班的孩
子。许多与他们同场竞技的选手
是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

据曾维鹏介绍，徐璟滕、翁檀
廷、程朗团队的设计项目是“害虫
自动灭杀系统”，该系统能够自动
检测出监测范围内的害虫密度，并

根据害虫密度进行预警、灭杀等。
该系统在设计上使用了CPU、传感
器、无人机等非常先进的机器人设
计概念，作品实施难度非常大。孩
子们在五个小时的制作过程中，不
仅要画图，还要完成作品设计与制
作。比赛开始后，他们分工明确，
画图、搭建、电路设计等工作开展
得井井有条，面对裁判的提问也对
答如流。

据了解，资源抢夺赛是国际机
器人奥赛中竞争最激烈的一个项
目，我国将近300支队伍600名队
员参与角逐。海口瓦力工厂机器
人构建中心代表队的陈佳圆、彭俊
睿经过多轮淘汰赛，最终获得金
牌。在比赛过程中，陈佳圆的机器
人出现了一些意外状况。她运用
平时学到的机器人知识，快速修复
了机器人，最终夺得了冠军，表现
可圈可点；彭俊睿在竞赛过程中沉
着应对，让机器人在任务地图上奔
驰，最终突破重重难关获得了冠
军。

“本届国际机器人奥赛吸引了
国内1500多名选手参加，我省只
有23人参赛，参赛人数有些少。”
曾维鹏说，不过，从获奖比例来看，
海南代表队的获奖率较高，这说明
和国内教育发达地区的参赛选手
相比，海南参赛选手的实力并不逊
色。许多海南参赛选手的年龄都
很小。随着参赛经验的日益丰富，
他们将在更多机器人赛事中取得
更好的成绩。

塑料布传送带上固定着一排排

铁片，架子底部的旋转扫把就像一张

“大嘴”……眼前这台“推式简易型马

路垃圾快速收集器”，是定安县平和

思源实验学校小学六年级学生周道

锋的发明作品。今年7月下旬，这个

小发明获得了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小学组一等奖。

“推式简易型马路垃圾快速收集

器”的样子看起来有点笨重，其实运

行起来非常方便，能够把马路上的落

叶、垃圾等杂物快速集中起来，通过

旋转扫把吸入传送带，再送到网袋

里。

“我发明这个垃圾快速收集器的

初衷是帮助环卫工人清理道路垃圾，

他们太辛苦了。”周道锋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每天上学时，他看到许多环

卫工人用力挥动扫把扫除垃圾，没过

多久汗水就浸湿了他们的衣服。“他

们每天凌晨4点多就开始工作，非常

辛苦。”

“能不能为环卫工人设计一款轻

便又省力的垃圾收集器呢？”周道锋

与定安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指导老师

吴宏锋谈起了自己的想法。在吴宏

锋的鼓励和帮助下，周道锋开始搜集

有关资料，认真思考如何将想法变成

现实。

“进行发明设计时，环卫工人挥动

扫把的场景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

去。我想制作一个轻便的清扫工具，

减少他们的工作量。”周道锋说。

通过日常生活的观察，周道锋

发现一些大人喜欢用手推车推着孩

子出门，这样既方便又省力。他开

始思考一个问题：“能否让环卫工人

推着清扫器轻松便捷地清理路面垃

圾？”

说干就干。去年暑假，周道锋在

吴宏锋的指导下画出了发明设计图，

开始制作垃圾快速收集器。他在县

青少年活动中心将管轮、木架子、塑

料布带、喇叭口斜板等部件进行组

装。

根据设计图，周道锋在架子前端

增加喇叭口状的斜板，使垃圾滑移到

中间位置，再由旋转扫把送上运送

带，利用机械原理带动输送带从下而

上运送垃圾，让垃圾掉进挂在后面的

网袋里。

在制作过程中，周道锋遇到了不

少困难。去年12月，他完成了垃圾快

速收集器的安装工作，进入后期测试

阶段。“第一次测试时，我发现收集器

底部的塑料片太软，推动机器时一些

落叶或碎纸会从塑料片底部掉落。”

在吴宏锋的指导下，周道锋决

定将塑料片换成方形的薄铁片。但

是，问题又来了，方形铁片容易卡在

路面的防滑缝里，阻碍收集器行

进。后来，经过多次测试与修改，周

道锋又将方形铁片换成了斜边铁

片，问题终于解决了。“刚开始遇到

困难时，我有点灰心，以为自己的努

力都白费了。最后一次测试垃圾快

速收集器时，环卫工人来到现场体

验，都说机器很好用，我感到很高

兴。”周道锋说。

“这个发明离不开周道锋善于

发现的眼睛和善于思考的头脑。”吴

宏锋表示，“从发明构思、设计到制

作，基本都是他独立完成的，这对于

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难度很大。”

周道锋平时很喜欢拆解、组装

家电零部件，动手能力很强。“家里

的电风扇、台灯等生活用品坏了，小

锋就拆开修理，每次都能修好，让我

们感到很惊讶。”周道锋的父亲周克

刚说。

高价报班说停就停、商家“挟娃”
逼消费……

“娃经济”里“坑多多”
暑期里“娃经济”红红火火，不少家长选择通过

亲子消费来和孩子增进情感、为孩子“充电”“打

气”。不过，记者调查发现，热闹的“娃经济”背后藏

有不少“暗坑”：一批亲子游泳班、早教班收完钱后

“人去班空”；一些培训机构运营资质“不清不楚”、不

少商品或服务“货不对板”……已有不少家长不慎掉

入“坑”中，维权不易，叫苦不迭。

家住北京西单的肖女士称，去年7月份她在知

名早教品牌“家盒子”西直门店充值了约2万元的

消费卡，包括游泳和早教课，但孩子的课才上了半

年，今年2月份西直门店就以动力系统故障为由，

停止了营业。很快肖女士发现，该机构北京4家分

店中的另外2家也相继关闭，会员权利被严重侵

害。

家住杭州的常女士告诉记者，因一家摄影机构

宣传称可免费为新生儿拍摄5张照片，她决定同意

其拍摄自己的宝宝。可实际拍摄时，该机构擅自为

宝宝拍摄了100多张照片，并强行向其推销高价套

餐。常女士表示，该机构一面称不买套餐就不会还

给她孩子的底片，一面以“这点钱都舍不得为孩子花

算什么父母”等话语冷嘲热讽，“最后我没办法，花了

2000多块钱了事。”

记者发现，仅去年至今，亲子消费相关纠纷投

诉、判例就有数千条之多。多名专家告诉记者，当前

“娃经济”里“坑多多”，消费者安全感不强，消费信心

受到影响。

法律依据不足，司法保护弱是亲子消费领域“填

坑难”的原因之一。据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介绍，对于商家“跑路”、

服务“蒸发”类问题，当前相关法律大多设立的是事

后监管，“成本太高，效果也成问题。”

一些地方市场监管机构也存在重视不够、保护

不足的问题。因“家盒子”突然关店遭受损失的消费

者宋女士对记者反映，她曾尝试拨打12345政府便

民热线反映相关情况，问题反馈到某区市场监管机

构后，就再也没有进展。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分析师姚

建芳建议，市场监管机构应提升动态监管效率，

维护市场公平安全的环境。消费者保护机构则应

在暑期等亲子消费纠纷高发时段组织专项维权行

动，为消费者提供成本更低、效果更好的维权服

务。

（据新华社电）

摘下小眼镜，奔向运动场
——从二青会透视学校体育发展

近期在山西举行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简

称为二青会）首设社会俱乐部组，体现了“开放办赛”

的理念。社会俱乐部的运动员，不少都是普通在校

学生。在“学生军”闪耀二青会赛场的同时，也引发

人们关于学校体育发展的思考。

楚鸿飞是中山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高中阶

段繁重的课业压力让他无暇进行体育锻炼。进入大

学后，他加入学校赛艇队不久，就爱上了这项运动。

在二青会各个比赛场上，不乏“学生军”的身

影。二青会不仅给了这些学生参赛机会，也在一定

程度上带动了学校体育的发展。

近年来，学生体质下降引发关注，各方对学校体

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全国多所高校实行体育改

革，用硬指标约束来帮助提升大学生体质。如清华

大学要求，从2017级本科生开始，不会游泳者不能

毕业。

中山大学体育部老师赵云雷说，在学校推广赛

艇运动，也是为了拓展学生们的锻炼途径，把他们从

手机上“抢”出来，提高其综合素质。

一些专业人士认为，学校体育更应从中小学抓

起。不久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

坚持健康第一，实施学校体育固本行动。然而，记

者了解到，当前中小学体育教育开展仍面临一些

问题。

首先，重智育轻体育的思想仍未得到根本扭转；

其次，部分学校开展体育教育畏首畏尾，因噎废食；

第三，体育设施和场地不足也影响学校体育的开

展。此外，中小学体育老师岗位缺乏吸引力，难以吸

引优秀教师。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陈安平说，从政府部

门、学校到家长、学生都应该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

理念。在学校体育中，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

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

炼意志。

陈安平认为，现在中小学的体育课有一些缺

憾，比如体操、田径项目开展不足。“一些孩子身

体不协调、柔韧性差，原因就是基础性的体育项

目没有开展好，有些项目甚至出于安全考虑取消

了。但这都是借口，不能成为不开展相关教育的

理由。”

一些专业人士建议，促进学校体育发展，软硬件

都要跟上，要加大师资队伍和场地设施建设力度，进

一步探索体教结合模式，打通体育和教育两个系统，

让更多资源互动共享。

（据新华社电）

扫描我省中小学生在世界级机器人赛事中获佳绩

玩转机器人，小选手显身手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定安12岁小学生发明垃圾收集“神器”
荣获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小学组一等奖

■ 见习记者 张文君

周道锋发明的“推式简易型
马路垃圾快速收集器”荣获第34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小学
组一等奖。 （受访者供图）

日前，我省20多名中小
学生分赴北京和天津参加
2019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和
第21届国际机器人奥林匹
克大赛（简称为国际机器人
奥赛）。

近年来，为培养学生对
科学技术的兴趣,我省部分
中小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纷
纷开设机器人课程，让学生
们“零距离”感受科技的魅
力，激发他们的创新创造意
识和科学探索精神。

目前，创新教育越来越受到重
视。为激发青少年创新精神，培养动
手能力，省科协和省教育厅近年来多
次共同举办省青少年机器人比赛和
机器人竞赛活动培训班。

开展机器人展示和竞赛活动是
普及机器人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
2010年，我省首次举行青少年机器
人表演赛，此次赛事由省科协主办。
此后，表演赛升级为每年一次的全省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参赛队伍从最初
的7支增加到2018年的104支。

近年来，省科协、省教育厅还主
办了海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活动
培训班，我省数百名机器人竞赛组织
工作者和竞赛教练员参加。此外，省
科协和海南省人工智能学会还主办
了海南省智能科技科普大讲堂活
动。活动走进海口校园，让海口中小
学师生“零距离”接触机器人教育，为
普及和推广机器人教育做出贡献。

2016年，第16届中国青少年机
器人竞赛举行，海南派出16支队伍40
名选手参加，最终获得了两个一等奖、
五个二等奖和九个三等奖。

在世界级机器人赛事中展风采 让更多孩子接触机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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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机器人是“制造业
皇冠顶端的明珠”，也是
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
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标
志。

1. 机器人教育主要
分为机器人技术学科课
程、机器人主题活动和
机器人辅助教学等，包
括设计、组装、编程、运
行机器人等内容，涉及
机械原理、电子传感器、
计算机软硬件及人工智
能等众多先进技术。

2.《中国机器人产业
发 展 报 告 2019》显 示 ，
2019 年，全球机器人市
场规模预计将达 294.1
亿美元，我国机器人市
场规模预计达 86.8 亿美
元。2014年至2019年我
国机器人市场规模的年
平均增长率达20.9%，相
关产业正进入高速增长
期。 （徐辑）

海南小选手在2019年世界
机器人大赛上操控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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