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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你中华网《商企汇》栏目组

2020商企汇“人物春晚”颁奖盛典在京举行

本网讯 2019年 12月 30日下午,
2020商企汇“人物春晚”最具影响力人
物颁奖盛典在北京维也纳酒店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企资本联盟、中国
新闻摄影协会、北京正念正心国学文
化研究院指导，《商企汇》栏目组、北京
超神艺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315记者
摄影家网主办，中华文教网、华夏寺庙
网、超神艺联红色文化艺术团、中华新
闻文化网、超神艺联书画艺术体验馆、
邹氏联谊（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御良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农融和
（北京）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
科学养生艺术团、邹豪飞励志演讲团、
GJTV(国网视）国际网络电视台、中国传
媒联盟、京视网手机台文化科技频道
等单位协办。

到会主要嘉奖有：解放军报社原
社长、少将张宗银、火箭军原二炮司令
部某部政委、中国书画艺术发展协会
主席王明焕、原第二炮兵某基地副司
令员、少将万忠林、中国科学院文联副
主席、中国科学院美术家协会主席周
春民、中央财经大学新闻系主任、教
授、媒体经济专业硕士生导师谭云明、
八一制片厂数字工作站主任李佛泉、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剧本评介中
心执行主任、《作家报》总编、著名作家
张富英、北京正念正心国学文化研究
院常务院长、315 记者摄影家网总编、
CCTV 我爱你中华《商企汇》栏目总编

导靳新国、《科学导报·今日文教》执行
主编、中华文教网主编、CCTV 我爱你
中华《商企汇》栏目运营总监李月、超
神艺联创始人、商企汇人物春晚总策
划邹广超、华人国际公益电影节秘书
长付凯震、世界关公协会副主席、广东
行业协会联合会副会长敬军兰、绿色
神州环保公益组织负责人闳禹、中华
新闻文化网主编王红研、河间市故仙
乡党委干部、廉西羊庄村驻村党支部
书记孟庆军、民族新派表演艺术家、星
光大道特约评委拉毛王旭、国家一级
演员、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大师亲
传弟子姜玲、央视特约主持人、著名影
视演员、原创歌手焦通、央视感恩中国
指定主持人、著名演员王帅、央视励志
人物、邹豪飞励志演讲团团长邹豪飞、
北京科学养生艺术团团长贾菲、著名
男高音军旅歌唱家魏建民、著名国礼
艺术家王鸿强、艺术之星选民榜冠军、
著名书法家宫少军、商企之星选民榜
冠军、著名画家何兴华、江西达英食品
厂董事长邹达英、广东灵捷清洁服务
有限公司董事长何玲、知名健康养生

渼专家向宁、广东璐玉 深圳分公司董
事、闺蜜美容美发创始人方勃娇等一
百多人参加了活动。

主要嘉奖代表周春民主席、谭云
明教授，企业家代表邹达英、敬军兰、
邹小林、李地友首先上台致辞，并送上
2020新春祝福。

之后超神艺联创始人、商企汇人
物春晚总策划邹广超做了“聚焦品
牌———最具影响力人物访谈”万里行
系列活动推介，没有品牌就没有竞争
力，品牌已成为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
和生存基础，并且是市场创新的动力
源泉。企业品牌的建设，要以诚信为基
础，产品质量和产品特色为核心，才能
培育消费者的信誉认知度，企业的产
品才有市场占有率和经济效益。
“聚焦品牌———最具影响力人物

访谈”以多方位，多角度，全媒体，传统
纸媒、300 家网 媒， 中央 电 视台
(CCTV-1、CCTV-2、CCTV-17、CCTV-14) 广
告宣传，CCTV 我爱你中华网络电视，
多家网络电视台全媒体报道，并为企
业多方位立体策划，企业品牌产品可
以入驻 315记者摄影家网“诚信商城”，
并网页常年宣传。

嘉宾张宗银、王焕明、万忠林、靳
新国、孟庆军、王鸿强、邹德鹏并登台
按响启动手印，一起启动了“聚焦品
牌———最具影响力人物访谈”万里行
系列活动。

北京正念正心国学文化研究院常
务院长、315记者摄影家网总编靳新国
(笑琰)向与会者介绍了旗下新建的“中
国文艺名家展览馆”。

中国文艺名家展览馆是由北京正
念正心国学文化研究院、315记者摄影
家网精心设计打造，并联合多家书画
协会、传媒单位参与运营，旨在为每一
位中国文艺名家宣传、销售服务，线上
线下为文艺名家全方位展示艺术成
就、扩展人脉而设计。

中国文艺名家网络展览馆立足于
315记者摄影家网的公信力、影响力，
以互联网技术为展示方式，以传播高
品质、多门类、全覆盖的网络展示艺术
作品为核心内容，打造具有权威影响
力的永不落幕的艺术展览平台，通过
网络这个窗口，实现艺术展览、文化交
流，让广大文艺工作者、爱好者及时了
解我国当代文化艺术新成果，服务我
国文化资源数字化工程和传统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战略。

展览馆会员免费注册，但只有升
级为 VIP会员后，才能拥有自己独立的
网站宣传展厅空间，网站会员后台由
文艺家自己撑控管理，和网站一样，支
持手机微信、QQ操作、上传、转发等功
能，艺术家有新作品或新成就，图文、
照片，评论均可随时随地手机上传发
布。

线下在北京昌平十三陵定陵机场
路北京正念正心国学文化研究院教育
学研究基地有五百米艺术展厅和活动
会场，并将挂牌成立“正念正心中国文
艺名家展览中心”，为广大艺术家提供
线下艺术品展览活动场地。

嘉宾周春民、谭云明、张富英、靳
新国、付凯震、李月、李佛泉、姜玲登台
共同按响启动手印，成功启动“正念正
心中国文艺名家展览馆”正式上线。

随后举行了隆重的最具影响力人
物颁奖，何兴华荣获最具影响力“商企
领袖”；李地友、邹红梅、邹广超、方勃
娇、何玲、向宁荣获最具影响力“商企
楷模”；邹达英、罗德辉、秦志明、张嘉
琦、敬军兰、吴丽波、扎西多杰荣获最
具影响力“商企之星”；寇毓恒荣获最
具影响力“商企标兵”；宫少军荣获最
具影响力“艺术巨匠”；嵇境雷荣获具
影响力“艺术之星”；邹勤劳、皮恩成、
王春先、魏晓松荣获最具影响力“艺术
标兵”；刘洪元、张术丰荣获最具潜力
“艺术之星”；邹豪飞、庞长春荣获最具
影响力“公益之星”；焦通、王帅、童思
贝、魏建民、区文亮、高显峰、钟正、拉
毛王旭、吴景来、卢界汛、姜玲、孙佳
男、徐俊荣荣获最具影响力“演艺之
星”；邹豪飞、温仕清、邹国庆、古广枢、
孟庆松、邹铭之、庞长春、郑建国荣获
商企汇“人物春晚”贡献奖；北京科学
养生艺术团、超神艺联红色文化艺术

团、邹豪飞励志演讲团荣获商企汇“人

物春晚”最佳团队。

颁奖后书画名家王鸿强、邱璞、嵇

境雷、刘洪元、央视励志人物邹豪飞先

后登台现场挥墨，为与会者展示书画

艺术，书画作品现场进行了公益慈善

拍卖，所得拍款捐赠 365晨光宝贝之

家孤儿院。

晚 19点，2020商企汇“人物春晚”

正式开始演出，北京科学养生艺术团、

超神艺联红色文化艺术团、邹豪飞励

志演讲团代表等为晚会带来了丰富多

彩、精彩不断的节目。

（记者 王红研 安文彬 王师

伟 摄影 李仰峰）

东泽数学空间思维颁奖盛典在上海举行

本报讯 (记者新国) 2020年 1月
2 日由华才东泽教育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主办的东泽数学空间思维年会颁

奖盛典在上海视觉艺术
学院举行。

华才东泽教育科技
简称东泽数学空间思
维，公司坐落于首都北
京，于 2018年 7月份注
册成立，是一家集教育
培训，教育产品研发，教
育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
教育科技公司，针对传
统数学老师，孩子学习，
家长监护及培训行业的
诸多痛点，创始人李东
泽老师独创的《东泽数
学空间思维》，以互联网
技术，科学的学习方法

以及东泽数学空间思维相结合的全新
教学模式，帮助诸多孩子和家长解决
学习数学的难点、痛点和需求点。

《东泽数学空间思维》厚积薄发，
在没有运营前已自主研发出一套独特
数学教学方式，并取得国家多项版权，
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其线上数学课
程已达到上百万注册会员。

东泽数学年会盛典上东泽教育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创始人李
东泽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
说：东泽数学的理念是让天下没有难
学的数学，为此，他坚信东泽数学可以
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学好数学的学
生。数学是一种科学的语言，数学这种
科学的语言，是十分精确的，这是数学
这门学科的特点。数学是一门重思考
与理解、重严格的训练、充满创造性的
学科，只有掌握了数学的思维方法和
精神实质，才能由不多的几个公式演
绎出千变万化的生动结论，显示出无
穷无尽的威力。数学的学习和思考，会

为学生打开自由创造的广阔天地，激
发他们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及创新
能力，使他们更加灵活和主动，聪明才
智得到充分的表现和发挥。

年会颁奖盛典在精彩的鼓乐声中
拉开帷幕，文艺节目穿插颁奖，分别为
到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东泽加盟商,公
司员工颁发了东泽数学空间思维忠诚
奖、创新影响力奖、最佳新锐奖、突出
贡献奖、人气卓越奖、最具影响力奖、
爱心公益奖、公司行政先锋模范奖、公
司年度风云人物奖等。

东泽数学空间思维创始人李东泽
先生、东泽董事会监事马莎丽女士、东
泽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
人梁静芝女士、特邀嘉宾梅金芳女士
分别登台为获奖者颁发了荣誉证书和
奖品。

黄琴梅美学教育昌平校区举办第三届大艺术家分享画展
本报讯 (记者李月 王

红妍) 1 月日 ,2020 年黄琴梅
美学教育昌平校区第三届“大
艺术家”分享画展在昌平举办。
本次画展主要展出在黄琴梅美
学教育学习绘画的学生作品，
参展学生达到 300人，年龄在
从 5岁到 16岁之间。

开幕式上，黄琴梅校长向
参展的同学们颁发了荣誉证
书，家长和孩子们在签名板前
合影留念。一个个小画家在家
长的陪同下步入展厅，在自己
画作前向爸爸妈妈介绍自己的
大作。孩子们的参展绘画作品
个性鲜明，并具有创作力，孩子
们的作品都有着非凡的奇思妙
想。

本次分享画展，旨在家长
与孩子共同分享美学教育，孩

子们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融入
自己的画作中，让生活充满更
多的亲情与情趣，同时也开启
了孩子们的审美能力。
黄琴梅美学教育把绘画作为一
种途径，引导孩子用绘画表达
内心世界、达成与外部世界的
沟通，在传授绘画的过程中培
养孩子的思维、表达，促进孩子
的审美和自我形成，通过美学
教育促进孩子心智成长。发现
美、感受爱是黄老师教育理念
的总结。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更是她们在教学中的座右铭！
用绘画能力帮助孩子拥有一双
发现美的眼睛，用分享和陪伴
让孩子拥有感恩的心。爱是世
界最美好的动力，黄琴梅美学
教育就是用热爱为孩子的成长
浇灌。

新华学校召开寒假生活指导主题家长会

为让学生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寒假，1

月 10, 淄博市张店区新华学校召开 2020寒

假生活指导主题家长会，下发《寒假指导手

册》，一一讲解并告知家长，家长们表示受益

匪浅。

寒假期间，该校还倡导班主任阶段性在

群里了解孩子活动进展，通过打卡等措施及

时反馈，让家长利用寒假多带孩子了解民风

民俗，参加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

（王宗英）

昆山学校爱心资助贫困生

日前，淄博市淄川区昆山学校举行了

“爱心一日捐”发放仪式，受助学生家长参加

了仪式。

该校长期以来高度重视贫困学生的帮

扶和教育工作，并定期走访慰问，尽力帮助

他们解决学习、生活上的困难，让每个贫困

学生都能感受到学校的关心爱护。通过开

展爱心资助活动，加强了学校与贫困学生家

庭的联系和沟通。（高明祥）

沣水一小举办社团展示活动

为打造多元化课程，拓展学校文化载

体，丰富社团文化，近日，淄博市张店区沣水

镇第一小学举行期末学生社团展演活动。

该校根据孩子的爱好、特长，精心打造

了合唱、电钢、书法、绘画、素描、篮球、足球、

魔方、乐高、航模、编发、踢毽子等 29 个社

团，有效发挥了学生特长、张扬了个性，展现

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许振凯）

张店八中举办致敬战疫一线医护人员

队课

为让少先队员们正确认知疫情，日前，

淄博市张店八中少先队开展“敬科学 学先

锋 爱生命”主题队课，向奋战在战疫一线

的医务工作者致敬。

队课分为敬科学、不信谣；学先锋、致敬

“逆行者”；爱生命、重实践三部分。从什么是

冠状病毒、如何防护入手科普知识，组织学

习《淄博文明办向全市人民的倡议》，向队员

传递正能量，激发少先队员社会责任感。

（巩向峰）

山西省翼城县应急管理局“多种举措强素质、激励先进提士气”
本报讯 2019年翼城县应急管理局在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以来，开展了多项活动，推动应急管理队伍

素质的整体提升，工作人员精神面貌高涨。

一是强化教育学习。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 11.29题为“健全风险防范机制、筑牢

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重要讲话精神。通

过拓展培训、讲党课、观看警示教育片、写

心得体会、知识竞赛等方式教育全体员工

树立“以人为本”理念。

二是推进安全风险网格化管理。开展

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筑牢防灾减灾救灾

的人民防线，切实把应急管理工作落到实

处。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三是加强正面引导。通过评选新时代

先锋、优秀党员、股站队优秀干部的方式激

发员工敢于担当、恪尽职守、锐意进取，在

全局上下形成了崇尚苦干实干、善于担当、

勇于作为的良好风气，为想干事、会干事、

能干成事的人撑腰鼓劲。

（通讯员：王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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