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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情中秋有礼 可雅白兰地为重要的人而备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孙长

波 通讯员 李子茵）2020年，突如其来
的疫情让我们更珍视心中所爱。中秋
临近，为重要的人准备一份心意满满的
赠礼也该提上日程。自古以来，美酒与
明月就是团圆的标配。可雅白兰地，既

完美诠释了中式的大气典雅，也符合送
礼所崇尚的吉祥喜庆，正是馈赠商业伙
伴、重要嘉宾以及亲朋好友的尊贵之
选。

珍稀佳酿 敬赠珍贵的人

有“生命之水”美誉的白兰地，历来
是名流的杯中挚爱。英国文豪塞缪尔·
约翰逊曾经赋诗一首：“男孩喝红酒，男
人喝波特（Port加烈葡萄酒），要想当英
雄，就喝白兰地。”法国文豪雨果更是将
白兰地誉为“上帝饮用的玉液琼浆”。

白兰地得如此高的赞誉，源自其极
致工艺、珍稀属性。作为中国白兰地第
一庄，可雅白兰地酒庄种有万亩被誉为

“干邑原料之王”的白玉霓葡萄，土壤为
片麻岩风化所成的沙壤土，富含钙、磷、
钾，十分有利于高品质白玉霓的生长。
为将白兰地原酒优美的芳香成份最大
程度保留在蒸馏液中，酒庄每个蒸馏过
程需要经过13道主要工序，历时30小
时完成。每一次蒸馏过程中，最初和最
后的蒸馏物都要被舍弃，最终10公斤
葡萄仅能蒸馏出1升的“原白兰地”。
在陈酿环节，可雅白兰地更是选用世界
公认的最好橡木——法国利穆森地区
所产橡木所制的橡木桶进行陈酿，并且
新桶、旧桶、老桶、大桶、小桶搭配使用，
以获得更平衡的酒体及更丰富的香气。

除此之外，可雅白兰地独具匠心的
设计也最大限度地诠释了珍稀之酒的
高端价值。如可雅桶藏15年XO的瓶
身为橡木桶造型，艺术地展现橡木桶对
酿造白兰地的重要性，曾斩获2018年
Pentawards 奢侈品类特别设计奖、
2019年iF设计大奖。

从工艺到设计，可雅白兰地无不彰
显出高雅的品位与格调。珍稀之酒，只
为敬赠珍贵的人。

百年民族品牌
全球XO盲品冠军

早在1892年张裕公司创办伊始，就
把白兰地和葡萄酒作为同步发展的酒
种。张裕公司的第一瓶白兰地从1896
年开始酿造，延聘外国酿酒师全程参
与。酿成后在张裕地下大酒窖里陈酿了
十八年，一直到1914年才正式发售。次
年，这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即斩获
甲等大奖章（赛会最高奖项）和最优等奖
状，此后还三度蝉联“中国名酒”。

可雅白兰地进击世界的步伐从没

有停止。2019年3月,在德国杜塞尔多
夫市由全球知名酒类贸易专业媒体
《Drinks Business》主办的全球白兰
地XO盲品赛大对决中，可雅桶藏15年
XO勇夺冠军，领先于法国干邑产区的
人头马XO、法拉宾XO、马爹利XO、拿
破仑XO、轩尼诗XO等名酒。

“今天我们品鉴了全球几大奢侈品
白兰地，可雅白兰地获得了评委们非常
一致的高分，这是很难得的，可见可雅
白兰地的确是一款非常棒的酒。对于
我们来说，今天着实是发现了一个高端
白兰地的‘新世界’，那就是来自中国的
可雅白兰地。”世界葡萄酒大师(MW)、
2019年全球白兰地XO盲品赛评审团
主席帕特里克施密特表示。

百年匠心，不负所望。庆中国节
日，吃中国菜肴，品中国美酒，中秋佳
节，如果你正好需要一款中国风味的美
酒礼敬心中至爱，可雅白兰地无疑是你

“醉”佳之选。详情欢迎致电烟台市区
团购热线 0535——6020130、0535——
6602737。

2020山东省教育装备博览会缘何在烟台举行？
昨日上午，在2020山东省教育装备博览会现场，关于
烟台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工作情况被列入博览会介绍
内容，我市围绕教育部“基于教学改革、融合信息技术
的新型教与学模式”实验区建设，对未来发展做出规
划。在这些成绩和打算中，记者找到了博览会“落子”
烟台的答案。

据悉，博览会上我市做出规划，将紧紧围绕教育
部“基于教学改革、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
实验区建设，在积极实施课程改革、教学改革前提下，
探索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支撑下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
和教育发展实际需要的教与学模式，重塑教学评价和
教学管理方式，提高区域教育教学质量，构建“以学习
者为中心”的教育服务体系，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提供
优质灵活、适切多元、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而在此前，2018年4月，教育部曾印发《教育信
息化2.0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这是顺应党中
央对教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推进新时代教育信息化
新发展，写好教育信息化“奋进之笔”的具体举措。跟
随国家的步伐，同年12月27日，烟台市教育局全面
贯彻该《计划》“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强力出台
《关于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2.0行动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紧紧围绕我市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
充分发挥信息技术教育的革命性影响，大力推进基于
教育大数据的精准教学和精准管理，促进教学方式、
教育管理和家校共育模式变革，构建形成网络化、数
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促进我市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为教育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从“三大任务”“七项措施”

“二十四个工作点”对全市推进信息化2.0行动计划作
出了明确指示。

近年来，烟台市在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始终
把教育信息化作为支撑和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
要着力点，立足城乡均衡发展，坚持区域整体推进，
搭建构筑了覆盖城乡的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普及
实施了形式多样的创客教育实践，打造形成了区域
一体化的视频教研新模式，探索出了一条推动教育
信息化融合创新发展的新模式，先后完成全国教育
装备综合改革试验区和山东省教育信息化区域综合
试点建设任务。

在“三通工程”和数字校园建设方面，我市自
2003年建设之初，即实行整网统一接入、统一出口建
设模式。2005年实现联通、电信、中国教育科研网三
出口，并实现整网组播。目前全市1万多个教室全部
配备交互式电子白板或触摸式一体机等设备，信息化
教学手段普及城乡课堂。全市中小学校基本实现了
无线网络全覆盖。

同时，创客教育普及应用。目前，全市已建成创
新实验室1264个，每所学校至少建有2个以上创新
实验室，形式多样的创客实践项目广泛开展，一大批
各具特色的校园创客空间在全省产生影响力，多项学
生创新创意竞赛在全省乃至全国获奖。

还有教育云数据中心建设工程、教育管理平台建
设、教育资源平台建设、网络视频教研体系建设……
这一项又一项的建设工程无一不在向社会展示着烟
台教育革新升级的进程。

2020年7月2日，教育部公布“基于教学改革、融
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实验区名单，烟台市
成功入列。这既为我市新时期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契机，也印证了
我市教育信息化发展各个方面取得的各项成果。

教育装备博览会落地山东、落子烟台，对此，教育部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会长王富在接受采
访时谈到了他的感受。他说，该类型展示会从2004年开始，规模越
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水平在不断提升。这次在烟台举行博览会，
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理念创新。“我们知道，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教育
装备先行。山东省作为教育大省，在这方面创造了很好的模式和经
验，也为今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2020山东省教育装备博览会在烟开幕

万余种教育装备精彩亮相
全国首个聚焦“教育与装备”融合创新发展论坛同步启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昨
日，由山东省教育厅、烟台市人民政府主
办，山东省教育技术装备服务中心、烟台
市教育局承办的2020山东省教育装备博
览会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幕。

据悉，山东省教育装备博览会作为国
内起步较早的教育装备展会，自2004年
开始举办，是经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举办
的专业性博览会。本届博览会以“展示、
合作、创新、发展”为主题，将围绕“一展、
一会、一平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

现场设置了“近视防控、校园疫情防控、
实验教学创新、人工智能教育展区”四大特
色展区，“教育信息化2.0、通用教学设备、校

园后勤、学前教育、图书馆配建设、新技术新
装备优秀应用案例”等六大专题展区，吸引
了来自行业内300余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
标展展位共计1600余个，展示面积35000
平方米，展示产品达10000余种，涵盖国内
教育装备行业的新产品、新技术以及新成
果，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和教育装备企业搭
建了一个融合教育发展、赋能教育创新、供
需交流对接的平台。展会期间还有山东省
中小学实验教学优质课观摩、中小学教育装
备应用创新案例展示、“尚德杯”山东省第五
届校服设计大赛暨2020寻找“我最喜爱的
校服”等多个专题活动。

2020教育与装备创新论坛是本届博

览会的重头戏，这是由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作为指导单位、山东省教育厅和教育部教
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共同发起主办的
全国首个聚焦“教育与装备”融合创新发
展的论坛。

本次论坛以“普及、融合、变革、创新”
为主题，设1场主论坛和3场分论坛，主论
坛围绕人工智能教育探索与实践、教育“新
基建”推进与落地、技术装备重构教育生态
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3场分论坛分别为

“高校后勤新业态发展论坛”“中小学实践
教育创新论坛”以及“幼儿园建设与发展论
坛”。论坛将汇集4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和
领导嘉宾发表演讲。通过论坛的举办，实

现探索新路径、努力打造“山东样板”、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山东高质量发展。

届时，线上平台在“云端”同步展示和
推广博览会主要展示板块内容和主题论
坛活动。平台聚焦教育装备用、建、配、
管、研，以精准服务为核心理念，以内容建
设为根本，建立教育装备创新资源库，完
善供需交流的长效运行机制，逐步打造成
为集产品展示、创新体验、会议交流、应用
示范为一体的线上综合服务平台，为提升
我省教育装备治理水平，实现教育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博览会的成功举办，
对促进教育与装备创新融合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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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2020山东省教育装备博览会在
烟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用智慧教育
新产品为参观者上了“启蒙”的一课。

博览会上“黑科技”云集

在本届展会上，大疆携最新无人机产
品到来，观众可近距离感受RoboMaster
机甲大师青少年挑战赛的独特魅力；小鸟
飞飞精彩呈现无人机+智能编程STEAM
课程等完整的教育解决方案……各种“黑
科技”精彩亮相。

由广东天智实业公司自主研发的中
考实验操作系统具备视频监考功能，拥有
着节省监考人力、电子巡查、信息化评分
等诸多优势。

“这是个分体式考评系统，学生在做
实验的过程中，分别设有两个不同角度的
摄像头，360度无死角拍摄，考试过程可实
时传输到后台终端和监考人员系统。”在
工作人员的介绍下，记者了解到，中考试
验操作技能考核往往是在数天内集中进
行，为避免造成网络拥堵、数据长时间延
迟等问题出现，中考试验操作考评系统采
用分布式架构，可应对瞬间迸发量。考试
组织部门一键批量录入考试信息，管理中
心后台智能排考并下发考试要求。教师
评分管理系统采用双向盲阅、多人批阅、
仲裁审核等方式进行阅卷。

博览会上，人工智能全面赋能教育应用
的例子比比皆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在给教育内容、模式、方法、体系以及评估
带来整体性影响的同时，也给重塑教育形
态、强化教育本质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众多防近视产品展出

教育装备为教育内涵提质，也为作为

受教育群体的儿童青少年健康护航。博
览会上，为防止儿童青少年近视的产品一
一展出，环保护眼作业本等诸多辅助设施
让众多参观者眼前一亮。

博览会上展出的防近视照明产品中，
有从护眼照明迈向更高层级的智慧校园
平台构建，有创新研发出的LED光触媒
灭菌灯，也有全系列教育照明解决方案专
家……除了几十家教育照明竞相斗艳外，

环保护眼作业本、最新智能护眼黑板、升
降课桌椅以及坐姿矫正器等产品也在展
会上亮相，视力健康理念逐渐成为教育装
备产业发展目标之一。

智慧教育助力教育信息化2.0

记者看到，博览会中涉入的5G元素，
为智慧教育跑出了加速度。5G智慧校园、
5G智慧教室、5G+同步课堂、5G+VR创客
教室一一展出，各类产品显示出“5G+智慧
教育”的行业应用前景及巨大优势。

在MR全息教室展示区，参观者戴上
专用眼镜便可走进“实景”教室，感受智慧
课堂带来的知识盛宴。此外，展区还展示
了云桌面解决方案、智慧校园平台、大数
据教学质量分析平台、新高考解决方案等
教育信息化优质方案。博览会的召开为
企业学校的互动交流提供了广阔平台，各
项先进“装备”的展出，也有力印证了教育
信息化2.0进程。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专家委员会主席、
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程天权在接受
采访时说，教育装备博览会已经成为一个
品牌，每年都有许多企业和学校踊跃参
加，企业将各自为教育服务的新产品展示
出来，学校则可通过这个平台选择比较，
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也是教育装备发展
的新形式。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观众在“教博会”上体验“MR全息教室”。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摄

人工智能为教育应用赋能
教育装备博览会带您领略“学习”信息化的智慧

观众在观众在““教博会教博会””上了解上了解““中考实验操作考评系统中考实验操作考评系统
一体式采集终端一体式采集终端””。。 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唐克唐克 摄摄

观众在观众在““教博会教博会””上观上观
看看““益智玩具墙益智玩具墙””。。
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唐克唐克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