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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

航天工程中心联合有关单位，将共同举

办“月亮之上 Moon and Beyond 太空艺

术大展”。 据悉， 广州是此次大展全球

巡展的首站，该展览作为“2019·尚天河

文化季精品活动”的重要内容，将于 12

月 20 日起在广州海心沙展览馆举行，

为期三个月。

打造巨型沉浸式体验 设中国

航天探月专区

据了解，这次大展由国家航天局探

月与航天工程中心、教育部中外人文交

流中心、 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

心、 尚天河文化季组委会等共同主办。

昨日，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太空

艺术大展将从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

角度， 以沉浸式虚拟现实展览的形式，

再现浩瀚且神秘的宇宙空间，展示人类

各个时期在探月航天技术上的突破。为

呈现出艺术大展恢弘的效果，主办方特

邀意大利顶尖多媒体设计团队 Cross－

media，运用 Matrix X -Dimension 技术

为展览打造巨型 360°高清环绕立体沉

浸式体验厅，根据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

与航天工程中心及 NASA 提供的权威

影像数据， 用 VR、AR 等交互体验技

术， 让观众进入虚拟现实的星际世界，

体验从宇宙到天文学历史、再到艺术享

受的难忘旅程。展览还设有中国航天探

月特色专区，展现新中国自成立到现在

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系列丰富活动惠民 关爱留守儿童

据了解， 该展从三年前就开始筹

备，将在全球巡展，而中国广州是此次

巡展的首发站，将于 12 月 20 日起在广

州海心沙展览馆举行，为期三个月。 据

介绍，“月亮之上 Moon and Beyond 太

空艺术大展”广州首站也是“2019·尚天

河文化季精品活动”的重要内容。 展览

将以虚拟现实展览馆为主，融合科教院

士专家科普讲堂、高校设计大赛、星空

音乐会等多种活动形式， 为学校师生、

星空天文、探月航天爱好者等准备了一

场艺术与科技结合的盛宴。

此外，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

中心、嫦娥奔月航天科技

（ 北京）

有限责

任公司还将在“光华探月营”的基础上，

开展与共青团“童心港湾”项目公益合

作，联合共青团中央中国光华科技基金

会及有关地方、爱心企业、公益机构，举

办情牵“童心港湾”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据介绍，活动将邀请四川、广东、广西、

河北、 江西等 12 个省共青团“童心港

湾” 项目村部分农村留守儿童代表，参

观广州首站太空艺术大展。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刘思铭）

11 月 13 日下午，越秀区政府、

广州美术学院共同在越秀区少年儿童

图书馆举行“不忘初心书香惠民 牢记

使命薪火相传”———越秀区少年儿童图

书馆

（ 广州美术学院抗战木刻陈列馆）

开馆仪式。 试运行一个月后，越秀区少

儿图书馆正式开馆，这里不仅有 5G 网

络全覆盖，还有机器人导航。

越秀区少年儿童图书馆位于沿江

西路 149 号，馆舍永安堂为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 建于 1937 年。 该建筑原是有

“万金油大王” 之称的爱国商人胡文虎

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国内生产和经销

虎标万金油的场所。 1995 年，胡文虎之

女胡仙把永安堂捐赠给广州市政府。

后来，永安堂移交越秀区管理。

如今，老建筑焕发新活力。 该馆采

用“珠水花香”的设计理念，让宝宝们尽

情在“花花世界”里看书发呆，在“清清

珠水”畔畅读经典。 图书馆里有阳光花

园、有柠檬黄的“阅读阶梯”、有撑着小

伞的蘑菇屋、还有 AI 阅读乐园等。

走进图书馆， 手机里就连接上

5G-wifi 网络，可以进行无延时、超高

清看远程课堂、讲座直播等。 据悉，5G

网络覆盖整个图书馆。 同时，图书馆里

还一个萌萌的机器人“小越”，它可以提

供馆情咨询、服务咨询、业务指引等。此

外，自助办证、借还设备、电子书借阅

机、亲子数字阅读一体机，海量电子资

源免费使用。 同时还设有 VR 游戏区、

3D 电影播放区。

据悉， 该馆开放时间为 09:30-17:

30

（ 逢周一闭馆）

。

下月20日起到海心沙探索“宇宙”

“月亮之上”太空艺术大展全球巡展首站将在广州举行，为期3个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

员 成广聚 ）

昨日，为贯彻落实省市高

铁沿线环境安全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迅速召开铁路沿线违法建构筑物安

全隐患整治工作动员会， 决定从昨天

起到 2020 年春运前，对广州市境内铁

路沿线违法建设构筑物进行一次全覆

盖式的集中整治。

目前， 市区城管部门和广铁集团

已对铁路沿线违法建构筑物安全隐患

进行了一次全面排查， 共排查出铁路

沿线违法建构筑物 398 处， 并将所有

的整治点情况汇编形成《广州市境内

铁路沿线违法建构筑物隐患整治作战

册》，实施挂图作战。

今年以来， 广州市高度重视铁路

运行安全保障工作， 从 5 月到 10 月，

已由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联

合广铁集团联合开展了一轮广州市境

内铁路沿线违法建构筑安全隐患整

治，连续进行了 6 次集中拆除行动，共

完成整治 308 处，整治面积近 60 万平

方米。昨日，广州市城管部门决定从昨

日起到 2020 年春运前，对广州市境内

铁路沿线违法建设构筑物进行一次全

覆盖式的集中整治， 成立由路地双方

各级单位联合组成的“广州市铁路沿

线建构筑物安全隐患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 1105 铁路沿线整治工作群，

以“日沟通”“周通报”“月度联席会议”

的工作机制联合整治影响铁路运行安

全的违法建构筑物安全隐患问题。

广州境内铁路沿线违建

2020年春运前全部整治

信息时报讯（记者 郑晓慧

)针对有

城市发生的肺鼠疫确诊病例，昨日，广

东疾控中心发布了科普文章《鼠疫概

况和相关防治知识》。 据悉，广东省自

1953 年以来未发生人间鼠疫，至今年

已静息 66 年余。 鼠疫可防可治，市民

可正常工作、生活和去医疗机构就医，

不用担心感染风险。

广东疾控中心强调， 鼠疫是可防

可治的。鼠疫是古老的细菌性传染病，

临床上可使用多种有效抗生素进行治

疗。病人如果能够早期就诊，并得到规

范有效治疗，治愈率非常高。可疑接触

者也可通过预防性服药而避免发病。

据介绍，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是

做好各种传染病包括鼠疫防护最有效

的措施。就当前来说，市民无须采取特

殊防护措施，可勤洗手，尽量避免去拥

挤场所，去医疗机构或个人出现发热、

咳嗽等相关症状时要及时佩戴口罩

等。如果怀疑自己与病例有过接触，可

以进行自我观察， 或向当地疾控部门

主动申报，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

时应及时就医。 外出旅游时尽量减少

和野生动物接触， 不去逗玩健康状况

不明的旱獭；做好防蚤叮咬；不私自捕

猎、食用野生动物。

广东疾控中心发布科普文：

鼠疫可有效治疗

市民勿需担心感染

越秀区少年儿童图书馆正式开馆

5G网络全覆盖还有机器人导航

11

月

12

日至

13

日，中国东方航空广

东分公司

2018

年度乘务员、 航空安全员

招聘在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内举行。 据

悉， 本次招聘工作以东航招聘网作为唯一

报名通道 ， 共收集乘务员及安全员简历

2600

余份。 经过前期简历筛选， 共有近

1200

名符合条件的应聘者前来参加面试。

昨日下午， 记者在现场看到来参加面

试空姐、空少的青年男女络绎不绝。他们被

分为

10

人一组， 由审核员验明身份后列

队等候。进入考场前，由东航资深空乘人员

进行简单的面试讲解及仪容仪表指导。 面

试全程由评委面对面匿名制、 无纸化打分

考评， 前来竞聘人员均挂号牌入场作自我

介绍及原地转体展示。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通讯员 萧嘉宁 崔炯 摄影报道

准“空姐”“空少” 面试东航逐蓝天梦

孩子在 图

书馆里阅读。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