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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

华附讲坛：真凶密码———DNA指纹图谱鉴定与分析

华附讲坛：探秘非编码RNA与肿瘤———我的科研求索之路

华附讲坛：解开机场选址和航线设计的奥秘

“筷子搭桥”

数独游戏

趣味物理实验

水火箭发射大赛

经典留声机和放映机

化学与生活之趣味化学嘉年华

键盘指法特长认定

多媒体创意画设计

机器人比赛

航模表演

信息学奥林匹克马拉松解题

智能机器人

天文知识竞答

互动式数字天象厅展示

望远镜组装与观测

创意手工制作

基因骇客体验活动———DNA探索之旅

食品安全科普行

数字化传感器生物实验

细菌绘画

场地

南教学楼106室（9:30~10:20）

南教学楼106室（10:30~11:20）

南教学楼103室（9:30~11:30）

西教学楼南侧架空层

西教学楼南侧架空层

东教学楼南侧架空层

聚清园

东教学楼南侧架空层

西教学楼中部及北侧架空层

奥校楼404

奥校楼403

东教学楼北侧架空层

学校足球场

奥校楼401

南楼中厅

聚清园状元桥南侧

生化楼楼顶

聚清园状元桥南侧

西教学楼南侧架空层

西教学楼北侧架空层

西教学楼北侧架空层

西教学楼北侧架空层

西教学楼北侧架空层

科学文化体验活动

场地指引（部分）

科技文化节主要活动时间安排

内容

开幕式

华附讲坛：《人文、科技与青年人才成长》

（两院院士王越）

科学体验活动暨开放日

“中西文华的时空对话”文化节晚会（语

文、英语科组承办）

“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

2019年丘成桐科学奖

“喝水鸟”物理原理探究小论文征文比赛

基于生物学科的STEM教育的讨论沙龙

时间

5月15日下午

5月15日下午

5月18日上午

5月24日晚

5月～6月

5月～6月

5月～6月

5月～6月

地点

体育馆二楼

体育馆二楼

东/西教学楼架空层、聚

清园、东/西阶梯教室

体育馆二楼

另行通知

另行通知

另行通知

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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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附科技文化节本周开幕，将持续至5月25日

华附学子创新成果等你来围观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张琼霞

一年一度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下称“华附”）科技文化节又

开始了！ 作为广东最顶尖的中学，每年华附的科技文化节都吸引了众

多学子的目光。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键之年。 为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使科技创新成果和科学普及活动真

正惠及广大公众，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决定 2019年继续举

办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为“科技强国 科普惠民”。 为了呼应这一主

题， 今年华附的科技文化节的主题为“科技强国惠民·文化对话互

鉴”，定于 5月 13日～25日举行。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学校决定将

中华传统文化节、英语节一起整合到科技文化节系列活动中，活动更

加缤纷多彩。

敢为人先 华附科技文化节已有近40年历史

华附的科技文化节由来已久，早

在 1979 年， 香港教育学会与华南师

范大学开展交流活动，华附的物理科

组老师参与了此次交流。 在活动上，

香港的老师演示了一些奇妙而有趣

的科技作品，如弹簧圈下楼梯、尺蠖

下斜槽

（空纸筒内放滚珠模仿尺蠖动

作）

等。

这些科技作品给了华附很大的

启发———通过科技与生活的结合，寓

教于乐，既能更充分展示我国的科学

技术发展成果，又能促进学生课内外

学科知识的融汇贯通、激发科技学习

兴趣。 1980 年，华附在当时的旧实验

楼举办了首届科技文化节活动，物

理、化学、生物等科组老师各出奇招，

组织同学们一起开发创造，展示了不

少奇妙有趣的作品。

当时，除自制教具外，还增加了

“毛虫入洞”“隐身鸡”

（均为物理科组

陈永平等老师组织创作）

“怒发冲冠”

（高压静电发生器）

等活动，受到学生

们的热烈欢迎，极大地激励了学生的

好奇心和科学探索的兴趣爱好。

从此，一年一度的文化科技荟萃

的活动开始确定下来，并逐年扩大规

模、优化项目，此举在广州市乃至广

东省皆可谓敢为人先、开创先河。

新颖生动的科技体验活动等你来

每年的华附科技文化节都各有

特色，其中最有看点的要数科技创新

成果展示和科技体验活动环节。由各

学科自行设计和组织开展、社会机构

支持的诸多项目， 形成主题鲜明、形

式多样、新颖生动的科学文化体验活

动，并向社会与家长开放。

据了解， 在今年的科技文化节

上， 将有各种各样的趣味物理实验、

水火箭发射比赛、化学嘉年华、机器

人比赛、航模表演、望远镜组装与观

测、 信息学奥林匹克马拉松解题、

DNA 探索之旅等等让人乐在其中的

项目，让公众特别是学生亲身体验科

技魅力，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同时，为了继续营造良好的创新

文化氛围，发扬学校科技文化教育的

传统，更好地将华附学子培养成民族

复兴而努力学习的时代新人，今年华

附还决定将中华传统文化节、英语节

一起整合到科技文化节系列活动中，

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作为科技文化节的“重头戏”

之一， 每年的“华附讲坛” 都会邀

请名家大师到学校演讲， 何镜堂院

士、 卢永根院士都曾到华附讲坛上

与师生交流。 今年的科技文化节也

不例外， 华附将邀请两院院士王越

作 《人文、 科技与青年人才成长》

的演讲， 让学生们在感受大师风采

的文化氛围中点燃心智的火种、 放

飞梦想。

“金牌专业户”引领科技创新风向

丰富多彩、 创新层出的科技活

动，让华附各种奖项遍地开花。 近 20

年间， 华附学生有 60 多人次参加全

国中学生奥林匹克集训队，获得的成

绩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 10 枚、

银牌 1 枚、铜牌 1 枚；国际物理奥林

匹克竞赛金牌 3 枚；国际化学奥林匹

克奥赛金牌 2 枚；国际环境科研项目

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1 枚；亚洲物理奥

林匹克竞赛金牌 3 枚，俄罗斯数学奥

林匹克竞赛金牌 7 枚、银牌 7 枚。

此外，学校的科技创新成果九度

入选中国代表队， 参加在美国、 英

国、 瑞典、 丹麦等国举行的国际性

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与竞赛活动。

华附学生荣获历届全国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一等奖 18 项次。 学校师生

在 2016 年东润丘成桐科学奖全球总

决赛中取得“一金三铜两优” 的优

异成绩， 其中李顺获得丘成桐科学

奖金奖。 近 5 年来， 学校获得“巴

黎世界博览会” 金奖 3 人次、 二等

奖 2 人次、 三等奖 2 人次； “国际

英特尔大赛” 一等奖 1 人次， 并被

评为“首批全国科技创新十佳学

校”。 丰硕的科技创新成果， 让华附

成为广大学子们心目中名副其实的

校园科技高地和风向标。

去年的华附科技文化节 ， 学子参加基因骇客体

验———

DNA

探索之旅。 家长们则饶有兴趣地围观足球

机器人比赛（右圆图）。 受访者供图

荩

每年的华附科技文化节，水火箭发射大

赛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活动之一。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