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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 王小瑾）9月18
日，2018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进
入“校园日”。由成都市教育局
主办，全市22个区（市）县教育局
联合承办的2018国家网络安全
宣传周校园日主题活动顺利举
行。全市各中小学围绕“网络安
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主
题，以主题班会、专家讲座、情景
表演等为载体，面向青少年学生
集中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网络安全教育活动。

此外，成都市教育局还在
宣传周期间面向全国首次发布
《成都市中小学生网络信息素
养教育研究报告》，报告主要针

对目前成都市中小学生网络安
全和媒介素养进行调研，通过
对互联网背景下的青少年媒介
素养教育的方向和途径的研
究，希望为当下中小学生的媒
介素养教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和有效的指标。为激发学生参
与网络安全宣传的积极性，成
都市教育局还举办了“成都市
2018年校园网络安全大使评选
活动”，面向数百万市属高校学
生及中小学生，评选出220名校
园网络安全榜样人物，号召青
少年学生以自身为媒介，向身
边人、向全社会传递网络安全
正能量。

早报讯（记者 赵霞）VR+网络
安全技术创新体验、精致可爱的
网络安全知识熊猫书签发放……
9 月 18 日，在宽窄巷子东广场

“2018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青
羊区网络安全社区科普示范正在
火热进行中。

活动现场，青羊区教育、文体
旅、公安等多部门以及中国电信
等单位以案例讲解、资料发放、体
验互动等“接地气”的形式展开现
场科普宣传，活动吸引了数千名
群众现场驻足观看和参与，发放
宣传资料5000余份。

在案例讲解环节，来自成都
市公安局青羊分局网安大队的魏
若彬警官，详细剖析了日常生活
中发生机率较高的几个网络犯罪
案例。活动当天，恰逢网络安全
宣传周的校园日，少城小学20名
小学生以网络安全小达人的身份
来到活动现场，与市民分享他们
制作的“网络安全知识小报”。在
互动体验区，不少市民穿戴上VR
装备，更直观地体验网络安全科
学技术。

活动主办方介绍，宽窄巷子
日均人流量可达4万人次以上，选

择在此举办活动，希望提高关注
度，扩大活动影响力。目前，青羊
区已连续三年在宽窄巷子东广场
开展网络安全周宣传活动。9月
17日至23日，青羊区将在社区广
场等公共场所陆续开展14场社区
科普示范活动，并围绕网络安全
宣传周主题开展网络安全电信
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等
专题活动。同时，为配合此次网
络安全宣传周相关活动开展，还
特别制作了一批网络安全知识宣
传产品，在线上广泛传播网络安
全相关知识。

中秋假期即将到来，对于
许多还在犹豫要不要出行的市
民而言，这两天正是购买机票
的好时机。近日，天府早报记
者走访了春熙路附近的两家旅
游公司发现，今年中秋节出行
的机票价格同往年相比均有降
价。其中最低的票价，仅是平
时机票的三到五折。

为何今年中秋节机票价格
会如此便宜？“因为前两年中秋
和国庆都在一起，加起来共有

七八天长假，想要远行的市民
多了，机票就会贵。”在春熙路
某出行平台线下店内的工作人
员介绍，今年中秋机票便宜是
因为双节挨着，很多市民都选
择国庆节外出游玩，中秋节在
家休息。

为了能够吸引旅客，旅游
公司和航空公司也对推出了低
价游中秋的路线。“杭州到成都
的价格只要700元，北京到成
都的价格只要660元，相当于

平时价格的4折。”该工作人员
介绍，国内机票打折，飞境外的
机票也比往日便宜。前往曼
谷、普吉岛、新加坡、多伦多等
地的机票，同比都有50%的降
幅。“现在广州飞湛江只要260
元，南宁飞海口175元，上海直
飞澳门单程含税票价最低只要
389元。”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很
多想要尝试区域性短途行业的
旅客而言，今年机票最低只要
一两百，堪比打飞的。

中秋坐飞机上天赏月短途只需百元

赏月航班 成都两条航线受欢迎

■天府早报记者 王亚楠 周琴

在飞机上欣赏中秋月
色，于很多人而言是一种
难得的体验。成都市民小
陈是个旅行爱好者，今年
中秋节她计划约上朋友去
丽江玩，回程中秋节当晚
再乘坐“赏月航班”回来。
赏月航班，是指中秋当晚
出发，时间在18点到24点
之间的航班，届时机上乘
客可以近距离赏月。像小
陈一样，选择在中秋专门
搭乘夜晚的航班，观赏明
月，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根据某出行平台数据
显示，今年中秋节赏月航
班预定量同比增长270%，
中秋节期间机票的价格多
为平时的三至五折。其
中，区域性短途航线是最
优选择，机票最低仅需一
两百元，堪比打飞的。如
果决定踏上赏月之旅，在
挑选观月位置时也是大有
讲究。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聆宇天文爱好者协会前会
长邢崇建议，南北方向飞
行的航班需要坐在靠东边
的位置，东西方向飞行的
航班需要坐在机舱的左
侧。

青羊区网络安全宣传“接地气”
线上线下同科普 网络安全大家知

百万成都学子为网络安全周打CALL

对于中秋节当天乘坐赏月航
班的旅客而言，如何选择机舱座位
才能看到满月呢？

近日，天府早报记者采访到成
都信息工程大学聆宇天文爱好者
协会前会长邢崇。邢崇表示按照
以往惯例，中秋节当天太阳落下的
时候，就能看到月亮升起的模样，
但因为距离较远，肉眼观测起来看
着不是很圆。

“今年中秋节成都的月亮会在
18点50左右从东边升起，如果届时
在飞机上的旅客可以选择坐在东
边靠窗的位置。”邢崇说，月亮的移
动轨迹是从东向东南方向偏移，所
以在22点之前，坐在机舱东南靠窗
的位置能看到比较全的月亮。“如
果是红眼航班，就建议选择机舱南
边靠窗的位置，因为22点到凌晨
时，月亮轨迹会偏移到南边。而过
了凌晨以后，想看满月在飞机上想
要看满月就需要坐西边靠窗的位
置。

邢崇告诉天府早报记者，根据
历法以及月亮和太阳的位置关系，
今年中秋节的满月并不在8月 15
当天，而是在8月16日的上午十点
左右。“今年是典型的十五的月亮
十六圆，但是对于市民而言，15、16
的月亮通过肉眼观测都发现不了
明显的变化。”邢崇表示，乘坐赏月
航班的市民可以提前选择座舱。

“南北方向飞行的航班需要坐在靠
东边的位置，东西方向飞行的航班
需要坐在机舱的左侧。”邢崇说，最
好不要选择靠机翼的位置，因为很
容易左右摇晃被遮挡住。届时看
不到天空中的满月。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初，国
内民航放开手机使用限制。相比
于过去只能用眼睛赏月、或使用
专业的照相机拍照相比，现在旅
客们可以放心在飞行途中，使用

自带的手机拍摄高空赏月
的照片。

同比降价 50%左右
北京到成都票价仅 660 元价低

市民小陈是个旅行爱好
者，今年中秋节她计划约上朋
友去丽江玩，回程中秋节当晚
再乘坐“赏月航班”回来。在小

陈看来，国庆出游人数太多
且机票昂贵，旅行体验不

佳。相比而言，中秋出
行机票价格亲民，既

能借着赏月的特
别体验让自己

放松心情，花
费 还 不

贵，实
在

是一次划算的体验。
小陈说，“去程我准备从

绵阳飞丽江，只需要两百多
元。回程是中秋节当晚，从
丽江飞成都，机票要八百多
元。往返机票一千元出头，
还能有一次特别观月体验，
挺划算的。”天府早报记者在
订票网站上发现，除了丽江
到成都，9 月 24 日当晚飞回
成都、价格亲民的赏月航班
并不少见，比如机票到兰州
只需要 328 元，南京到成都
420 元，湛江到成都 450 元，
深圳到成都548元。

不过，跟小陈不同，虽然
机票价格大幅降价，但接

招的市民似乎并不
多。二医院附

近 一 家
青

旅店内的工作人员表示，“还
有三天就要中秋假期，但截至
目前订单依旧不多。”门口的
特价已经推出了一周左右，但
订单依旧寥寥无几。“中秋假
期时间短，后面还有几个工作
日就国庆，大家都把出行计划
放在了七日游。”该工作人员
表示，虽然短途游便宜，但是
时间却都是红眼航班，市民不
愿意来回折腾。

不过，从大数据显示，赏月
航班的受欢迎程度还不错。根
据某出行平台大数据，截至9月
10日，中秋节当晚“赏月航班”
的预订量同比增长27%，国际
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191%，普
吉岛、新加坡、曼谷、吉隆坡等
地比较热门。从航线来看，最
受欢迎的10条赏月航线分别为
北京-上海、三亚-北京、厦门-
上海、杭州-成都、昆明-西安、

深圳-青岛、广州-南京、桂
林-上海、北京-成都

以及深圳-北
京。

航线 中秋赏月航班
成都有两条最受欢迎航线

条赏月航线1
北京-上海 三亚-北京 厦门-上海

杭州-成都 昆明-西安 深圳-青岛

广州-南京 桂林-上海 北京-成都 深圳-北京

今年中秋节成都的月亮会在18点50左右从东边升起，如果届
时在飞机上的旅客可以选择坐在东边靠窗的位置。”

最受欢迎的 0

支招
别选靠近机翼的位置
据航班起飞时间选择座观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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