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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科普讲座、科学探究、科技竞赛、交流分享等活动线上线下开展

校园科技节引领学生触摸科技点亮梦想
触摸科技，点亮梦想；科技强国，未来有我。为在全区中小学生中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神、发展实践能力、增强创新意

识，形成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东城区各校陆续开展校园科技节活动，科普讲座、科学探究、科技竞赛、交流分享等
精彩纷呈的线上线下活动纷纷亮相。 文/记者 王慧雯 图/区教委提供

“科学体验日”
学生当起“小小科学家”1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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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科技节彰显“科技强国，未来有我”

许艺：

“三个关注”温情诠释家国丹心
“小东说税，周三来相会。”每到周三，许艺都会坐在话筒前，通

过网上课堂为企业讲解热点税收问题。作为东城区一名普通的税
务干部，她用“三个关注”温情诠释家国丹心：关注孩子、关注老人、
关注工作。十多年来，她先后数十次为贫困学生、灾区同胞、孤寡
老人等捐款捐物，累计金额数万元。她发起成立的“义演小分队”

举办“为爱启航”公益系列活动，受到社会广泛关注。2017年12月，她被中央文明办授予“中国好人”身
边好人称号；2022年1月，她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税务总局授予“最美税务人”称号。 文/记者 庄蕊

未经同意拨打推销电话
侵犯个人信息权

作为北京市学生金鹏科技团
和北京市科技教育示范校，北京
市文汇中学将创新人才的培养和
选拔纳入育人体系，形成培养机
制。特别是在“种子计划”的培养
下，一批批后备力量脱颖而出。
在科技节启动仪式上，在“种子计
划”的培养下取得优异成绩的学
生吴式初也分享了自己这两年的
科研故事和收获感悟：“我们这次
发明的是仿生多足月球探测机器
人，通过模拟蟑螂的爬行方式，能
够在月球表面实现探测。在我看
来，要抱着一种终身学习的态度，
来面对充满谜团的世界。感谢学
校让我们理解了宇宙的广袤和人

类的渺小，给了我们探索的勇气
和平台，让我们跨越学科边界，感
知创造的力量。”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郑永
春研究员走进北京市第六十五中
学，为全体师生带来了题为《未来
一百年人类能到哪里》的科技讲
座。在讲座中，郑永春研究员带领
着同学们思考着人与自然、人类与
地球之间的关系。从历史和未来
的时间角度，地球和宇宙的空间角
度，分析着人类继续生存十万年的
可能性，引领着同学们畅想未来人
类将会是怎样的，激励同学们志存
高远，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为建设美好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东城区宝华里小学的校园科
技节以“关注海洋环境 守卫蓝色
国土”为主题，学生们在“海洋知识
微课堂”“科技表演秀”“海洋科技
成就微视频制作”“海洋征文”“模
型创意制作”等多种综合实践活
动中，学习海洋知识，了解海洋文
化，增强海洋国土意识和海洋保护
意识。

在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科技
节上，机器人社团学员张靖熙、严
紫雯、段祎桐展示了在社团老师的
带领下，自主开发“神经网络口罩
识别热像仪”的研制历程。该作品
获得北京市青少年创客国际交流
展示活动一等奖的好成绩。

制作草本唇膏、锯床工艺
制作、扎染实践体验……在北
京 市 第 一 六 六 中 学 2022 年 秋
季科技节的“科学体验日”，学
生 们 过 了 一 把 当“ 小 小 科 学
家”的瘾。

高一 1 班的学生陈懿霖在
“基于科学盒子的微型项目式
学习”中，与小组成员一起对校
园里石榴的水势展开探究，运
用小液滴法测量石榴叶片的水
势。陈懿霖说：“我们在实验过
程中，出现了配制溶液浓度略
小、试验器材使用不当等问题，
而 其 中 一 些 问 题 是 无 法 补 救
的。这启示我们必须学习科学
家的严谨精神，以十二分的认
真投入实验，才能实现最好的
效果。”

初一 9 班的学生周韵禾在
扎染实践课上，感受到了“拆盲
盒”的快乐。她说：“‘扎染’在
你没有看见成品之前，永远不
知 道 自 己 做 出 了 什 么 样 的 效

果，这就像拆盲盒一样，过程中
充满了未知和好奇。通过这次
实践，我也真正感受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感知到这
项艺术作为‘非遗’的价值。”

学校科技教育负责人秦悦
介绍，今年的校园科技节，学校
利用自身特色科技教育资源，
以落实新课标下学科思政教育
以及推动学科组对跨学科实践
课程的设计能力为目标，语文、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
政治、历史、通用技术、美术等
学科教师团队为学生设计了多
样有趣的动手实践课程，以发
展学生的学科素养及科学探索
与实践精神。同时，学校整合
校外优质资源单位，丰富了“科
学体验日”活动的内容与形式，
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动脑、动
手创意实践活动，提升“双减”
政策下学校的科学素养教育提
升功能，培养学生学科学、做科
学、爱科学的精神。

关注孩子：用爱助力前行

一次偶然的机会，许艺得知云南
省瓦马乡上拉堡小学的孩子们生活
学习遇到了困难。“这些孩子都来自
贫困的农村家庭，因为家离得很远，
需要在校就餐和住宿。每周五和星
期日的下午，他们小小的身躯背着书
包艰难地跋涉在羊肠山路上。”许艺
说，当她从照片上看到因长期缺乏营
养，孩子们的小手又细又粗糙时，心
里非常难受。当地政府想改善孩子
们的学习条件，但是资金有限。于
是，许艺决定通过义演的方式发起爱
心筹款，资助这些大山里的孩子。

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支持
下，许艺带领“义演小分队”在中央
音乐学院演奏厅举办了“为爱启航”
公益演出。作为筹款发起人，她呼
吁社会爱心人士关注千里之外需要
帮助的孩子们，为他们加一顿营养
餐，添一双过冬棉鞋。义演获得 115
人次支持，筹集善款 13711 元，为上
拉堡小学的孩子们提供了一年的用
餐补助费。云南省红十字备灾救灾
中心专程寄来了感谢信和照片，当
看到山区的孩子们吃上肉菜、穿上
过冬棉鞋时，她的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

关注老人：真情无处不在

千里之外的孩子们得到了关爱，
许艺又想到身边的老人。“帮老人干活，
怎么干都不过分。”无论在什么岗位，
许艺都一心一意为老人谋福祉，凡是
老人提出的要求，她都想方设法满足。

逢年过节，许艺都带领“义演小
分队”去养老中心看望老人。“义演小
分队”共有成员 90余名，来自许艺的
家人、好友、同事及女儿所在班级师
生。几年来，“义演小分队”送演上门
12 场，同时为生活不便的老人打扫
卫生、整理衣服、陪伴老人谈心，不仅
在生活上给予老人帮助，更在精神上
慰藉了老人。

“老人看见小朋友唱唱跳跳，确
实很快乐，但表演结束后他们心里还
是很落寞的。真正的关心应该像温
暖的种子，会持续释放鼓舞人心的力
量。”为此，许艺邀请了 80 多岁高龄
的新中国第二代女飞行员苗晓红和
她的老伴，一同看望养老院的老人。

“她分享了很多故事，包括年轻的时
候如何入选飞行队，82 岁时还驾驶
飞机进行空中表演等。她的精神状
态特别好，特别有感染力，养老院的
老人们大多数比她年龄小，听完她的
故事，都感到很有力量。”许艺说。

关注工作：践行好税官的诺言

税收工作一头连着国家，一头牵
着百姓。工作中，许艺深耕业务，用
刚性执法和柔性服务践行好税官的
诺言。

2008 年，许艺被分配到交道口
税务所担任税收管理员，负责接待新
户和注销清算的工作。当时正值北
京互联网地税建设上线的关键时期，
纳税人审批事项材料堆到了一人高，
她忙得不亦乐乎。个别前来办理业
务的企业工作人员不理解，情绪激
动，冲上来指着她就骂。但是，她没
有生气，而是放慢语速不厌其烦地讲
解税法。最终，企业工作人员被她的
真诚感动。

“如果当时我光顾着自己委屈，
放弃和纳税人耐心沟通，不站在对方
的角度想问题，情况会变成什么模
样？”许艺庆幸没有让情绪主导自己，
这件事也让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做
好柔性服务的重要性。

“国家利益无小事，该上交国家
的税款一分也不能少。”在柔性服务
的同时，许艺也是铁面无私的。几年
来，她通过地方税种分析和税源监控
平台开展跟踪检查，为国家查补税款
8586万元。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为了营
销产品，某信息科技公司向贾某拨
打推销电话，被贾某以侵犯个人信
息权和生活安宁权为由诉至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
依法作出判决，判决该公司向贾某
赔礼道歉并赔偿贾某维权合理支出
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 500 元。判
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目前判决
已生效。

去年的一天，贾某收到了某信
息 科 技 公 司 员 工 拨 打 的 推 销 电
话。电话中，对方清楚地叫出贾某
的姓名，同时询问贾某是否有贷款
需要。贾某随即询问对方是如何
获取自己的个人信息的，电话中对
方称是通过某网络平台的推广链
接，链接中需要输入手机号、验证
码等信息。其后，贾某就某公司的
上述行为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
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某公司未
经贾某同意向其拨打商业性电话
的行为作出责令其改正并处以警
告的行政处罚。

因认为该公司在未获得自己同
意的情况下，以牟利为目的将获取
的手机号等个人信息用于电话推
销，侵害了自己的个人信息权和生
活安宁权，贾某诉至法院要求某公
司赔礼道歉并赔偿其损失。

庭审中，某信息科技公司答辩
称认可拨打电话的事实，同意以书
面形式赔礼道歉，但其系依据贾某
在与其有合作的贷款代理公司发布
的推广链接中提交的贷款申请而获
得其姓名、联系方式，其系在合法采
集贾某个人信息后向其拨打的推销
电话，故不同意赔偿损失。

东城法院经审理认为，自然人
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处理个人

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
原则，不得过度处理。某信息科技
公司未经贾某同意，擅自拨打其电
话对其进行营销的行为系对贾某个
人信息的不正当使用。自然人享有
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
电话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
宁，某信息科技公司擅自拨打贾某
电话进行商业营销的行为构成了对
贾某私人生活安宁的侵扰，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该信息科技公司虽主
张其系合法采集的贾某个人信息，
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
张，即使与该信息科技公司有合作
的贷款代理公司合法获取了贾某的
个人信息，该贷款代理公司也无权
未经贾某同意授权给该信息科技公
司使用，该信息科技公司无权未经
贾某同意向其拨打营销电话，故判
决某信息科技公司对贾某以书面形
式进行道歉并赔偿其损失500元。

近年来，不分时间场合的骚扰
电话让人不胜其扰。面对骚扰电话
人们在无奈、愤怒的同时，往往有束
手无策之感，更加使得营销公司“有
恃无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新增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章节，
根据该法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
受法律保护，电话号码属于个人信
息，处理个人信息需征得自然人的
同意，否则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未
经他人同意，随意拨打骚扰电话的
行为构成对他人个人信息的侵犯，
依法应当承担责任。该案的审理法
官陈贝介绍，民法典新增的个人信
息保护相关规定，对个人信息的定
义进行了界定，为收集处理自然人
个人信息明确了法律界限，有利于
保护自然人的个人信息，避免个人
信息被非法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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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基于科学盒子的微型项目式学习。

学生参与锯床工艺制作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