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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获奖者名单发布

高考考生及家长注意
明起可预约爱心送考

科技创新的路上
看这群少年如何追风
在科技创新的
道路上，有一群追风
少年！昨日，第十二
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
创新市长奖颁奖仪式
在重庆市第一中学举
行，
授予尹艺臻等10
人第十二届重庆市青
少年科技创新市长
奖，
冉超峰等10人第
十二届重庆市青少年
科技创新市长奖提名
奖，并对获奖人员予
以表彰。

第十二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获奖人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尹艺臻(女)
邓嘉阳
冯路桥(女)
李扬旭
肖婧妍(女)

重庆市名校联合中学
重庆市南开中学
重庆市第八中学(现就读大连理工大学)
重庆市巴蜀中学(现就读清华大学)
重庆市渝北区天一新城小学(现就读重庆市第八中学)

段皓严
彭山珊(女)
曾驿雯(女)
潘虹宇(女)
魏子博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重庆市第一中学(现就读复旦大学)
重庆市渝北实验小学
重庆市忠县中学(现就读同济大学)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

第十二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提名奖获奖人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冉超峰
刘天瑞
杨成羿燊
肖 烨(女)
邹一霈

重庆市酉阳第二中学
重庆市育才中学
重庆德普外国语学校
重庆市南开中学
重庆市巴蜀中学

陈飞宏
重庆市松树桥中学
唐苞栩 重庆市江北区华新实验小学(现就读重庆市第一实验中学)
蒋佳栗(女)
重庆市荣昌区棠香小学
程 丹(女)
重庆市第八中学
曾靖峰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现就读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

获奖者故事
曾驿雯：
观察力强有独特见解
发现了锄头的
“秘密”

冯路桥：
放假喜欢去实验室玩
从玩具拉哨中获得灵感

尹艺臻：
发明自动清漂器
不想让清漂工人太累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记者 张旭）昨日，记者从重庆市出
租车协会、重庆市“雷锋的士”志愿
服务队获悉：今年，重庆
“雷锋的士”
爱心送考将继续，投入 1600 多台星
级车，准备了口罩、消毒液、纸笔等
一应物品。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
全国高考时间推迟到 7 月 7 日至 8 日
举行。
“雷锋的士”
志愿服务队将在 7
月 7 日、8 日两天高考期间，组织开
展高考直通车“健康送考”志愿活
动，为主城中心城区范围内需要接
送的考生免费提供考前接送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主城中心城区
指的是渝中、南岸、江北、渝北、巴
南、大渡口、九龙坡、沙坪坝、北碚和
两江新区、高新区，请广大考生家长
注意。
市“雷锋的士”1600 余辆星级
车全部投入今年的送考活动。送考
车辆除要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特
别强调重视做好消毒措施，所有参
加本次送考活动的
“雷锋的士”星级
车队员必须严格、规范地佩戴口罩，
同时提醒乘车考生及其陪同人员佩
戴好口罩。送考车还必须准备好口
罩、消毒液、纸笔、矿泉水、防暑清凉
药品等。
报名时间：
7 月 1 日-5 日 12 时
报名电话：
杜师傅：
13983965242
黄师傅：
13996991800
覃师傅：
13618238816
报名方法：
考生家长或本人可将考生姓
名、家庭住址、接送地点、时间、陪同
人数以短信方式发送给联络员，联
络员接信后会及时回复。

人物档案：
曾驿雯，12 岁，渝北区实验小学六年
级学生，曾荣获第 33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一等奖、第 13 届中国少年科学院
“小院士”称号、第 6 届渝北区青少年科技
创新区长奖等。
曾驿雯爱好广泛，科技、学习、美术、
舞蹈、音乐、写作，
都是能手。
颁奖现场，她展示了自己的两篇论
文，分别是《探寻御临河流域水稻传统种
植 的 秘 密》和《探 秘 巴 渝 传 统 农 具 之 锄
头》。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住在乡
下，小时候我经常去他们家，发现种植农
作物几乎都离不开锄头。”曾驿雯说，
“我
当时就对锄头产生了兴趣，后来偶然在网
上搜索时发现，锄头也有各种各样的类
型，再次增强了我的兴趣，就决定写这么
一篇论文。”
曾驿雯表示，自己先在网上看相关内
容，接着去了西南大学图书馆等地查阅资
料，待相关内容在脑子里基本成型后，便
开始实地调查。
“我去了统景的农村，走访了多家农
户，并将他们的锄头拆分开来。”曾驿雯
说，她在科技辅导老师冯宗德的协助下做
实验、做模型，
一步一步完成获奖的论文。
“她是一个观察力比较强，且对事物
认知，有自己独特见解的孩子。”曾令华是
曾驿雯的爸爸，也是一名语文老师，他表
示，自己从很多细节中，发现孩子观察力
敏锐，见解独到，于是便开始培养她对科
技的兴趣爱好。

人物档案：

人物档案：

冯路桥，
19 岁，
现就读大连理工大学莱
斯特国际学院，曾荣获第 33 届全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最高奖
“中国科协主席奖”
、
第
33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第
13 届重庆市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等。

尹艺臻，15 岁，现就读于重庆市名校
联合中学校，曾获得第 33 届、34 届全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1 等奖，荣获第 33 届、
34 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拥有 3 项国家专利。

冯路桥从小就喜欢大胆探索，且乐于
与人交流，此次颁奖现场，她带来的作品叫
做“基于摩擦生电原理拉哨状供能装置的
构造与应用研究”
。
“近几年，智能穿戴、便携式血压仪等
比较普遍。这些设备经常要充电，没有电
源时就很不方便。中学时，我在物理课中
学习了摩擦生电的知识，就想能不能就此
设计一种便于携带又简易的充电装置。”冯
路桥说。
在科技老师刘超的带领下，冯路桥查
阅了大量资料。
“ 我决定在生活中寻找常
见、便宜、又轻便的材料来设计这个装置。
后来，我在重庆大学胡成果教授的指点下，
从小时候经常接触到的一个玩具拉哨中得
到了启发。”
冯路桥说。
“在我看来，这种装置在未来的健康监
测、智能穿戴和应急电源的领域有非常大
的应用潜力和空间。
”冯路桥表示。
“她小时候喜欢拆玩具，各种机械玩
具，都能拆得七零八碎。有一次朋友从韩
国给她带了一套汽车模型回来，没几天也
被拆了。”冯路桥的妈妈乔小明说，冯路桥
的爸爸是大学老师，平时会给她讲很多关
于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
“有时候学校放寒
暑假了，她会跟着爸爸去实验室，看他们做
实验。
”

尹艺臻来自重庆市名校联合中学校，
才 15 岁的她已经有 1 米 7 了。
“ 小学的时
候看到河里的清漂工人工作太辛苦，便萌
生了制作一种清漂器。”尹艺臻告诉记者，
自己想发明一种不仅可以自动收集水面
上的垃圾，还能够在水流环境特殊区域作
业的装置，
“ 发明这个清漂装置是我小学
五年级的暑假开始的，到现在历时四年，
已经做出来了。
”
记者了解到，这样一个自动化装备，
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难度并不小，
“在这
个过程中，很多知识我都不明白，只有慢
慢去学习。后来，通过老师的介绍，我找
到了重庆大学的科研老师指导，最后才做
出了这个产品。
”
早在 2016 年 7 月，尹艺臻的这项发明
就已经取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如今已
经完成了一些产品的验收，并将在一些领
域进行投用，
“未来，我希望在产品上加入
更多人工智能的技术，
不断更新。
”
尹艺臻还很喜欢艺术，10 岁时，她就
带着自己的书画作品到巴黎圣母大教堂
后花园，参加首届中国青少年“艺术之星”
欧洲书画展。
重 庆 晨 报·上 游 新 闻 记 者 范 圣 卿
张皓

讲笑话、即兴发言
这所小学的期末考试
有点不一样

自我介绍、即兴发言、讲一则笑
话……这不是比赛现场，而是小学
生们的期末考试。28 日，九龙坡区
杨石路小学用一场口头表达能力考
核拉开了本学期期末考试的序幕。
孩子们直呼：
这样的考试真有趣。
“课间，你看到有同学在走廊追
逐打闹。你打算怎么劝告？”
“ 哥哥
喜欢玩电脑游戏，一玩就是玩一整
天。你打算怎么劝告？”
“ 有同学在
阅览室大声喧哗。你打算怎么劝
告？”这是 3 年级的一道语文考试
题，同学们要从这几个问题中随机
抽选 1 个，在 3 分钟之内用口头语
言表达出来。
每个年级都有自己口试的主
题，形式也不一样。例如语文学科，
6 年级是即兴发言、5 年级是讲一则
笑话、4 年级是作自我介绍、1 年级
是朗诵课文或古诗词。数学学科的
口试，则要求口头讲述解题过程，并
说出算理。
尽管不是第一次参加口试了，
但“讲一则笑话”这样的考试题目让
五年级 4 班的周同学兴奋不已。
“没
想到这么好玩。”他说，
“今天的考试
太有意思了，和大家分享了快乐，还
能锻炼我的胆量。
”
同学们的口头表达能力考核将
以 10% 的 比 例 计 入 期 末 总 成 绩 。
校长杨永财说：
“学校希望通过多元
化的考试方式，更加有效地检测学
生们的综合学习水平。
”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秦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