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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馆下周举办
“
科学之夜”
开馆 30 周年首开夜场

现场体验力反馈 VR 游戏

3D Mapping 视觉 秀 、真 人 VR“吃 鸡 ”、 带 有 真 人 NPC 的 密 室 逃
脱……为庆祝开馆 30 周年和 全 国 科 普 日 ，中 国 科 技 馆将 于 9 月 17 日
至 24 日期间举办“科学之夜”活动 ，目 前 已 接 受 网 上 预 约 报 名 。 同 时 ，
“榫卯的魅力”展览、改革开放 40 周年科 技 成 就 科 普 展 、科 普 文 创 产 品
征集等主题年系列活动也已陆续与公众见面。

连续 8 天体验“科技馆奇妙夜”

据中国科技馆副馆长苏青介
绍，“科学之夜”活动将于 2018年 9
月 17日至 24日（19时至 21时）在
中国科技馆举行，8天活动期间拟
定 6大分主题，面向不同观众群体
展现不同科幻角色。
据介绍，“3DMapping视觉
秀”环节是整个“科学之夜”活动的
开幕仪式，将以中国科技馆二层恐
龙广场的墙体作为投影区域，构建
大型沉浸式体验环境。这项技术是
首次在国内科普场馆应用，也是目
前国内最大的室内投影，“ 通过 32
台 31K流明的投影机，在挑空 30米
高、总投影面积约 3000平方米的投
影墙上，打造出逼真的视觉效果。”
本次“科学之夜”活动是中国科
技馆开馆 30年来，首次对公众开
放夜场活动。为增加活动的探险性
和趣味性，特地在科技馆的“挑战与
未来”展厅设置了密室逃脱活动。据

介绍，该互动分为“亲子线”和“玩家
线”两条，届时，科技辅导员将作为
游戏 NPC
（非玩家角色）融入到观
众扮演的角色当中，协助观众通过
科学实验、益智解谜、亲子互动、角
色扮演等多种方式完成任务。
此外，
“科学之夜”还特意为观众
准备了一个超大惊喜，那就是 VR真
人“吃鸡”游戏。看过电影《头号玩家》
的观众，对电影里的触感手套和触感
背心印象深刻，它可以帮助玩家实现
真正的身临其境。在中国科技馆的活
动现场，玩家也可以带上头盔，穿上
力反馈背心，一秒进入虚拟世界，感
受太空行走、宇宙漫游震撼逼真的视
觉效果。同时，科技馆中还将设置
100个真实的“空投箱”，里面装着活
动“彩蛋”等待观众发现。
据悉，观众可以通过“中国数字
科技馆”的微信公众号购票参与“科
学之夜”活动。

开馆 30 周年举办系列活动

据介绍，除“科学之夜”活动外，
今年科技馆还将陆续举办改革开放
40周年科技成就科普展、中国古代
科学技术希腊巡展、“榫卯的魅力”
主题展览、2018中国国际科普作品
大赛、第一届全国科技馆展览展品
大赛、“第 5000万名观众”现场活
动等展览和活动。
中国 科 技 馆 副 馆 长 苏 青 表
示，“ 榫卯的魅力”主题展览将于
11月在科技馆的华夏之光展厅
与公众见面。作为中国科技馆自
主研发的中国古代科技系列专题
展之一，“ 榫卯的魅力”展由“七千
年前的发明”“ 古代建筑的智慧”
“中式家具的灵魂”“ 形形色色的

榫卯”“ 现代榫卯的演变”等部分
组成，讲述榫卯在中国的悠久历
史，揭示中国古代建筑“墙倒屋不
塌”的秘密。将于 2019年启动全
国巡展。
此外，为纪念开馆 30周年，中
国科技馆还将举办第十次科技博物
馆理论研讨会、中国自然科学博物
馆协会 2018年年会暨世界公众科
学素质促进大会专题研讨会，并推
出改革开放 40周年科技成就科普
展、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希腊巡展，以
及在缅甸、柬埔寨等“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举办中国流动科技馆国际巡
展等。

北马周日开赛 144条公交分时避让
北京晨报讯（记者 曹晶瑞）2018年北京
马拉松赛将于 9月 16日，即星期日上午举
行。届时，比赛线路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活
动时间内沿线行驶的 144条公交线路将在
交通管制时间内分时、分段采取区间车、扩
大行车间隔和临时绕行等运营措施，在确保
比赛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障市民
出行。
据了解，本次北京马拉松比赛起点设在天
安门广场，终点设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庆典
广场。在交通管制时段内，5路、65路、118路、
611路、特 4路等 44条公交线采取发区间车

措施；1路、7路、19路、645路、特 19路等 48
条线路在比赛经过时段扩大行车间隔避让；2
路、59路、74路、140路等 52条线路在比赛
经过时段采取绕行措施。
比赛期间，公交集团将在主要路口、路段
及比赛影响区域设专人值岗，维持运营秩序，
及时反馈路况信息，确保运动员通过后迅速恢
复运营。
建议市民注意交通管制信息，尽量避开比
赛时段和路段，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市民了
解线路详情可拨打客服热线 96166或通过公
交集团官方网站、微博、微信查询。

部分绕行线路
路别

交通管制路段

采取措施时段

采取措施类型

广场东侧路
2

6:45 至管制结束

绕行甩站

6:00 至管制结束

绕行甩站

绕行三环主路，
甩花园桥南站、航天桥南恢复

广场西侧路
特 8 外 花园桥

采取临时措施方案
绕行正义路，
甩天安门广场东、天安门东
绕行正义路，
甩天安门广场西、天安门东

74

火器营桥、
稻香园桥

7:00 至管制结束

绕行甩站

绕行万泉河路主路、北四环，
甩万泉庄、万泉河路、稻香园、巴沟村、
巴沟村西口

89

新兴桥

7:00 至管制结束

绕行甩站

绕行西三环主路至新兴桥盘桥

京郊游大班车开进大兴

北京晨报记者 杨亦静

山西太原·阳泉
特色农产品展销活动在京举行
为贯彻十九大精神，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由太原市人民政府、阳泉
市人民政府主办，山西省各市人民
政府协办，山西省农业厅支持指导
的山西（太原·阳泉）特色农产品北
京展示展销活动于 2018年 9月 13
日至 16日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行。
本次活动展区总规模约 3000
平方米，共分四大板块，包括山西特
色农产品品牌综合展厅、太原特色农
产品特装展厅、阳泉特色农产品特装
展厅和全省特色农产品展销厅。参展
企业 214家，展销产品涵盖 9个类
别 800余种。山西被誉为“杂粮王
国”，此次参展的均是无公害、绿色、
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
其中，太原特装展厅分为太原
陈醋、清徐葡萄、精装蔬菜、茶叶品
尝、特色种植等展示区。在产品筛选
上，突出“精、特、优”，展品包括食

醋、功能农产品、干果、果蔬、优质杂
粮、特色油脂、酒饮茶、主食糕点、地
方小吃、特色养殖等。阳泉特装展区
共有 26家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10大系列、200余种农产品参展，
有树莓、九州香富硒小米等富含阳
泉地域特色农产品。
除了展示展销外，活动现场还
将举办多项特色产品推介活动，同
时，山西省各地市将加大农业招商
引资力度，积极为企业和项目牵线
搭桥。据悉，现已征集、筛选一大批
参展企业和招商引资入库储备项
目，重点突出了田园综合体、产业扶
贫、中药材加工、现代养殖、农业休
闲旅游等领域的招商投资洽谈。仅
太原市就将有 17个企业与当地达
成投资意向，总投资额约 147.7亿
元，拟引资 137.3亿元；共有 51个贸
易项目签约，总签约额为 3.35亿元。

北京晨报讯（记 者 陈 琳）采育的葡萄、
庞各庄的梨，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大兴区迎
来金秋采摘季。日前，“BTV生活·京郊游大
班车开进大兴”活动启动，连续 7天，每天
一班，满载热心观众和游客前往大兴，带领
其免费参与精彩的线下活动。每辆车上都
将安排一位由文化名人、演艺名人或北京
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担任的“超级导游”为游
客进行专业讲解，带领游客深度体验大兴
的特色文化。
“BTV生活·京郊游大班车开进大兴”活
动由大兴区与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京郊游大
班车联手打造，旨在用最接地气、观众最认可
的方式，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变化中的新大兴。
此次开通的七天大兴线路，每天一个主题，分
别是“抢先了解大兴国际机场建设情况，展望

大兴新国门崛起”“传统农业的新发展、新拓
展、新丰收”“南海子历史文化及生态改善工
程”“探游特色小镇魏善庄”“星光影视园背后
的文化文创产业”“大兴区的馆藏文化”“庞各
庄西瓜文化”。
另据了解，大兴区庞各庄镇第 26届金秋
旅游文化节昨天也在梨花村开幕。这里有现存
百年以上的古梨树 3万多棵。除了黄鸭梨、广
梨、京白梨和红肖梨，还有 30余种小众梨品，
以及无公害蔬菜、花生、白薯等农产品可供采
摘。文化节还设置了丰富的亲子嘉年华、趣味
拓展体验、精彩斗鸡表演、亲子钓虾等活动。与
往年不同的是，游客在游玩、采摘、购买以后，
可以在古梨文化园临时邮箱直接将农产品邮
寄回家。
北京晨报记者 王颖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