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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关注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冬冬

通讯员/邓付生 郑展文 摄影报

道）“防他防他！”“射门！”“好

球！”6月16日上午，阵阵欢呼

声从桂城未来教育创客中心传

来，2022年桂城街道中小学生

创客交流活动正在紧张地进行

着，47所中小学143支队伍在

这里开展自动足球机器人、遥控

足球机器人比赛。通过活动，学

生们进一步提升了工程实践及

独立思考的能力，并在编程和搭

建中体验创客的快乐。

展现创意与动手能力
“开始！进攻！”随着孩子

的喊声，一场与众不同的足球

比赛开始了！只见4个机器人

展开了激烈的抢球大赛，其中1
个以迅猛的速度抢到球后，巧

妙躲过对方的防守，将球踢进

对方球门。

机器人为什么会自动踢足

球？大赛的工作人员道出其中

的秘密。原来，这小小的足球

机器人身上装有很多个传感

器，包括辨别方向的数字指南

针、识别足球的红外传感器、判

断距离的测距传感器等，这些

小小的元件打造出赛场上身手

敏捷、技艺高超的足球“运动

员”。操纵机器人球队的小选

手们则需要掌握拼装、维修、调

整方向等，程序已经提前编好。

“接触编程课程、学习机械

结构搭建，已有一年多的时间，

感觉非常有趣。”来自文翰中学

的初一年级学生李成轩说，通

过比赛，可以充分展现自己的

创意与动手能力。

除了自动足球机器人，现场

还有遥控足球机器人，学子们只

要触碰手上的遥控器，就可以决

定机器人的走向，开展一场场精

彩的足球机器人对抗赛。

形成普适创客教育体系
“足球机器人比赛，是一场

奇妙的创客竞技，在参与游戏的

过程中，学生手眼协调能力、团

队协作能力也得到加强。”桂城

街道教育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赛场上的小型足球机器人

的最高运行速度可以达到 10
米/秒，这种高速度与强撞击让

机器人之间的对抗赛变得更加

惊险刺激，是一场智慧的比拼。

17日还有物联小镇赛事活动，

引发学生“思中创，创中思”，加

强学生对程序编写思路或者问

题解决方案的梳理与表达。

自2020年起，桂城启动了

“桂城未来教育·创客课程普及

计划”，建立北京师范大学未来

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南海（桂

城）研发基地，建设占地面积

4000平方米的桂城未来教育

创客中心，联合北京师范大学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专家

团队，共同建设一个资源共享

中心、构建一个普及与特色协

同体系、培育一支创客教育人

才队伍、形成一个融通服务平

台。

如今，通过共建教育创客

中心，桂城形成覆盖各中小学

的普适创客教育体系，涵盖综

合教学平台研发、六大核心创

客课程、学生创客思维培养、专

业教师团队培育、重大科研课

题研究、全国创客活动交流等

内容，打造具有桂城特色的中

小学创客教育区域模式，建成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南海

研发基地，助力推进南海“人才

强区”战略。

桂城47所中小学开展自动足球机器人、遥控足球机器人比赛

机器人踢足球中小学生拼智慧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杭

实习生/施玥卓 通讯员/梁颖

欣）“为着理想，勇敢前进，我

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6
月 16日，中国少年先锋队佛

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第一次

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少

先队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

第一届工作委员会委员，并举

行了桂城少工委授牌仪式。

桂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团工委书记王伟桃，街道教育

办公室、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卢

兴潜当选为第一届少工委主

任，街道团工委副书记梁颖

欣、街道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

刘敏聪、街道宣传文体旅游办

副主任杜建新、南海区中小学

责任督导罗兴洪当选为第一

届少工委副主任。

奏好少先队“协奏曲”
“做好新时代少先队工

作、为党培养一代又一代共产

主义接班人，是一项关系红色

江山永不变色的战略性、基础

性工作。”会上，共青团南海区

委书记、区少工委主任麦凌宇

寄语桂城少工委，要通过“强

化政治引领、完善体制机制、

聚焦资源联动”，把准少先队

“指南针”、深耕少先队“责任

田”、奏好少先队“协奏曲”，在

服务大局、服务少年儿童健康

成长的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

王伟桃提出，桂城将把少

先队工作与加强学校党建、团

建和德育思政有关工作有机

结合起来，与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和创新校园文化建设有机

结合起来，规范学校少工委建

设，广泛开展组织教育、自主

教育和实践活动，努力推动桂

城少先队事业迈向新的台阶。

围绕三方面不断发力
过去一年，桂城少先队紧

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逐步完善和健全了少先队组

织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和阵地

建设，桂城 45所中小学完成

学校少工委建设；聚焦政治启

蒙和价值观塑造主责主业，积

极开展了“红领巾心向党”“阅

读红色经典·争做强国少年”

“百剧庆百年”“红领巾讲解

员”“共享书香·传递爱心”等

品牌实践活动。

当前，桂城少先队正处于

改革攻坚、迎难而上的关键时

期。接下来，桂城少工委将围

绕“提高政治站位、完善工作

制度、创新宣传方式”三个方

面不断发力，努力为全面建设

高品质新活力强实力的出彩

桂城，贡献少儿的青春力量。

2021~2022 学年，桂城

各中小学涌现出了一批优秀

的集体和个人，年度评优中合

计约1400个单位和个人获表

彰。会议为荣获 2021~2022
学年度桂城街道优秀少先队

员、优秀少先队干以及雏鹰红

旗大队的集体、个人代表进行

表彰，勉励他们继续开拓创

新，争取更大的进步。

团结方能破题
发展才有底气

恶劣天气的挑战、转型升级

的考题、少年先锋的力量……6

月 15 日至 6 月 21 日，桂城各领

域工作有序开展，既牢牢保障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

大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传

统 产 业 的 转 型 升 级 。 无 论 男

女、不问老少，大家都在为建设

高品质新活力强实力的出彩桂

城而努力着。

多部门合力
确保安全度汛

安全是所有工作的前提。6

月 是 全 国 第 21 个“ 安 全 生 产

月”，6 月 16 日是全国安全宣传

咨询日。当天下午，2022 年桂

城街道“安全可‘桂’·幸福满

‘城’”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

映月湖环宇城举行，现场通过

设摊解答疑问的方式，进一步

提高广大市民的安全意识。

其中，汛期安全是大家近期

关注的热点。最近，我们经历

了持续性的暴雨天气，面对严

峻的防汛形势，桂城多部门迅

速集结，及时召开防汛工作研

判会议，各单位在应急响应期

间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

在 防 汛 一 线 守 护 人 民 群 众 安

全。

为建设出彩桂城
贡献少儿青春力量

加强组织保障，能推动各项

工作有序开展。而做好新时代

少先队工作，为党培养一代又

一代共产主义接班人，是一项

关系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战略

性、基础性工作。

6 月 16 日，中国少年先锋队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第一次

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少

先队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第

一届工作委员会委员，并举行

了桂城少工委授牌仪式。接下

来，桂城少工委将努力为全面

建设高品质新活力强实力的出

彩桂城，贡献少儿的青春力量。

玉文化盛宴助力
平洲玉器珠宝品牌建设

产业是一座城市的基石，

当前桂城的传统产业迎来转型

升级的关键时期。玉器、红木

产业在桂城都有着上百年的历

史，如何促进这两大传统产业

破圈突围，再上发展新台阶，是

桂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6 月 15 日，南海区桂城海

宜 达 红 木 家 具 综 合 城 被 授 予

“中国家具行业职业技能培训

基地”牌匾。该“国字号”培训

机构的落户，将为南海桂城红

木行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快速成

长的强大引擎。

6 月 19 日 ，随 着“ 潮 玩 桂

城·玉振金声”魅力小镇音乐晚

会暨“玉器精品拍卖夜”直播活

动结束，第四届平洲玉器珠宝

文化周也落下帷幕。这场持续

7 天 、精 心 策 划 的“ 玉 文 化 盛

宴”，通过精品展、玉文化体验

日、音乐晚会、玉石毛料夜市、

线上拍卖、高端沙龙、公益讲座

等 17 场系列活动，不仅提升了

市民对玉器珠宝的认知度，还

推动平洲玉器珠宝品牌建设上

新台阶。

在短短的 10 多天内，桂城

两大传统产业相继迎来转型升

级的重大机遇和政策利好，不

难看出，桂城正全力按照区委

区政府总体部署，大力持续推

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文/珠江时报记者邹韵斯

桂城45所中小学完成少工委建设
桂城少工委努力为全面建设高品质新活力强实力的出彩桂城，贡献少

儿的青春力量

■赛前，学

生们测试

设备。

■自动足球机器人比赛。

▶2021~2022 学年度桂城街

道优秀少先队干表彰仪式。

通讯员供图

▲桂城少工委授牌仪式。

桂城一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