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期表

注：演出地点均为广东星海演艺集团大楼前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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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吴晶平 方正）

记者昨日获悉，“第二届广

东科普嘉年华暨 2019 年全国科普日广

东省主场活动、 广东省科技进步活动

月”将于本周六

（

10

月

12

日）

在广东科

学中心启动。 据悉，活动将围绕航天科

技、 人工智能、5G 技术等前沿科技热

点，以多元展示、互动体验、快乐参与为

主要形式，呈现一场科普“盛宴”。

六大未来板块展现科技魅力

第二届科普嘉年华以“礼赞共和国

智慧新生活”为主题，由广东省科协、广

东省科技厅等 11 个省直单位联合主

办。 展区面积超过 5000 平方米，引进科

技类参展商近百家， 涵盖“数字广东”

“长隆集团”“广东电网”等大型企业，展

出科技相关的优质科普内容。

本届嘉年华主要分为六个板块，包

括未来漫步太空板块、未来万物互联板

块、未来满 FUN 生活板块、未来生命科

学板块、未来智启创客板块、未来已来

科普板块。 其中，未来漫步太空板块以

航空航天科技和天文学相关科学知识

为主要展出内容，通过飞跃月球、天文

望远镜、航空科技等展位向观众展示宇

宙奥秘； 未来生命科学板块则以生物、

农业科学相关科普知识为主要展出内

容，包括长隆研学动物探索、湿地科普

教育等展位， 旨在促进受众了解生命、

了解自然、了解动植物。

活动现场还将举办小谷围科学讲

坛活动，包括大型系列科普讲座、科普

知识 PK 赛、鸟兽虫木自然讲堂、南北极

科考讲堂等。

广东科技创新成果同步展示

此外， 同步启动的 2019 广东省科

技进步月活动将推出丰富的展览和教

育活动。 包括“创新决胜未来”展、广东

科技创新成果展和“欢乐科学荟”科普

教育活动等内容板块 。

其中，“创新决胜未来”科普展精选

近年来我国科技工作者取得的 40 项代

表性科研成果，策划了 76 个展品展项。

蛟龙号、“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神威·太

湖之光、北斗导航、中国天眼 FAST……

系列“高精尖”展示体验将大展大国科

技风范。

广东科技创新成果展将展出广东

省 70 年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技成

果。 展览分“创新之路”“科技之星”“科

普之光”三部分，包括中国散裂中子源、

港珠澳大桥、“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等

最新科技成果；鲜有公开展示的“明星”

项目，如 SARS 防治研究、中国虚拟数

字人、东深供水工程等；还有和生活息

息相关的非洲猪瘟诊断、 核能利用、基

因测序、可燃冰开采、地铁里的科技等

内容。现场还设有 AR、3D 打印、基因检

测、眼底测试、青蒿素提取等互动，公众

可亲身体验科技对生活的改变。

关注公众号可免费抽取门票

据了解，除了广东科学中心主场活

动外， 全省各个地市在科技进步月期

间，将开展超过 100 场的科技创新和科

普活动。 科普嘉年华启动仪式当天，预

计有逾万名民众到场参观体验，全省参

加嘉年华系列活动人数预计超 100 万。

本次活动在线上线下对公众免费

推送 8000 张广东科学中心门票

（

10

月

12~13

日）

、4000 张广东科学中心电影

票

（

10

月

12~13

日）

。

另外，10 月 15 日~20 日，广东科学

中心将以半价的优惠价格展演科普电

影一周。 公众可关注“广东科普”微信公

众号，在菜单栏点击“嘉年华”参与线上

送票活动，或关注“广东科学中心”微信

公众号，留意相关推文，即有机会抽取

门票，参与到这场科普盛宴。

为配合广州市轨道交通

十三号线二期施工，广州市自

来水公司定于

10

月

10

日 （星

期四）

22

时至

10

月

11

日 （星

期五）

6

时，在天河区中山大道

乐都汇旁进行管道施工工程。

届时中山大道（包括：莲溪村、

盈彩美居、中兴花园、乐都汇、

出入境边防站等）沿线供水压

力将有所下降 ，同时 ，请高层

用水户务必开启二次供水加

压设施 ，确保用水稳定 ，详询

供水热线

96968

。

广州市自来水公司

2019

年

10

月

10

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刘思铭 ）

昨日下午，记者从“二沙音乐

岛，律动五羊城———2019 年二沙岛户外

音乐季”新闻发布会获悉，今年的二沙

岛户外音乐季和往年一样将推出 10 场

演出，并将于 10 月 13 日

（ 周日）

上演第

一场，随后一直到 12 月 14 日会在每个

周六定期举办。

新老面孔齐齐奏响音乐季

今年的音乐季作为“岭南风华·我

爱你中国———广东省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展”系

列活动的一个板块，保留了广州交响乐

团、广东民族乐团、广东歌舞剧院、小云

雀合唱团、广州鳟鱼歌剧艺术团、广东

舞蹈戏剧职业学院、广州爵士音乐节参

演团队等多个明星团体，继续为观众提

供高质量、多元化的音乐节目。 今年还

将有南方歌舞团和广州市合唱协会加

入，不断丰富二沙岛户外音乐季的参演

队伍。

今年打响音乐季头炮的是越秀区

少年宫小云雀合唱团， 音乐会将分为

“经典颂”“世界风”“民族情”“中华韵”

四个篇章，在“经典颂”篇章中将几代人

传唱的《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浆》

《我们的田野》《嘀哩嘀哩》 等曲目在保

留原有曲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改编，让

一样的旋律唱出不一样的感觉，充分体

现当代少年儿童在新时代蓬勃向上的

精神风貌；在“民族情”篇章中，加入新

疆手鼓、马头琴等乐器，表现浓郁的民

族地域文化。 音乐会更有著名歌唱家唐

彪、李素华倾情出演，呈现一场恢宏壮

丽的听觉盛宴。

广州交响乐团首开二沙岛户外草

坪音乐会的先河，由此催生了延续至今

已届 10 年的“二沙岛户外音乐季”。 12

月 14 日， 广交将在今年的音乐季压轴

登场，将带来《红旗颂》《美丽中国我的

爱》《我爱你，中国》《歌唱祖国》等一批

爱国歌曲的高水准演绎。

音乐季的新面孔南方歌舞团是一

个有 60 多年历史的大型歌舞团， 创作

演出了大批在国内外深受观众喜爱的

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此外，今年还有广

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带来广东音乐专

场等等，相信这些节目一定能给观众带

来美妙的听觉享受。

每场

1000

个坐垫 开演前免费领票

今年的音乐季活动将继续实施“免

费入场”的形式，门票将会以现场派发

和网上抢票的形式免费提供给广大市

民，每场共有 1000 个坐垫。

音乐季在下午 4 点准时开演，观众

可提前一小时到场地的入口处直接领

取纸质门票，也可提前“抢票”，在“广州

越秀发布”“网演”抢票成功的市民可凭

二维码到活动现场换取纸质票，在“广

州越秀文体”抢票成功的市民可提前到

越秀区文化馆

（ 越秀区东湖路

39

号）

领

取实体票。 没能获得入场券的市民也可

以在草坪外感受音乐会的精彩演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焦何结 ）

地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垃圾

的？ 垃圾的存在会让地球上的生命

种类更丰富吗？ 昨日， 天河区华景

小学举办以“美丽中国·绿色家园”

为主题的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启动

仪式， 由家长代表开发的垃圾分

类主题课程与上百位家长志愿者

见面。 本学期， 天河区华景小学的

孩子们将在课堂上， 和家长讲师一

同探讨这些关于垃圾分类的趣味

知识。

华景小学作为广州市垃圾分类

示范学校， 一直都十分重视绿色环

保教育， 持续开展了垃圾不落地、

环保小卫士、 假期环保实践调查、

变废为宝小手工、 垃圾分类进社

区等一系列活动， 通过丰富多彩的

形式让垃圾分类的环保理念在学

生心中扎根。

为了让绿色环保教育走得更

远， 影响更大， 华景小学充分挖掘

家长资源， 借助家长课堂向孩子们

普及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家长代表

唐先生利用假期开发了垃圾分类

系列课程， 同时， 这项家长课堂的

教学内容也吸引了其他年级的家

长代表共同参与。 据了解， 这门课

程分为 12 个课时， 家长志愿者们

将从垃圾产生的源头出发， 带领孩

子们全方位地深入认识垃圾分类。

课程包括垃圾的历史和发展、

科技发展对垃圾的影响、 垃圾分类

和成分的关系、 垃圾成分和资源回

收的关系等。 本学期， 这本课程主

要针对三、 四、 五年级的学生开

展， 前期主要以说明和讲解为主，

向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 后期将着

重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让他们

借助板报制作、 活动推广等形式来

深化对垃圾分类的认识并付诸于

实践。

广东科普嘉年华周六启动，六大未来板块为市民送上科普“盛宴”

8000张科学中心门票等你领

家校携手

让垃圾分类进课堂

供水压力变化

温馨提示

嗨起来！ 二沙岛户外音乐季本周日开幕

门票将以现场派发和网上抢票的形式免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