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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老师开立德树人课
累计“流量”近五亿人次
如果教师能“自带流量”，
郭晓芳就是名副其实的“网红”
——
—这位女老师拥有超过
1000
万的忠实“粉丝”，她的网课累
计观看人次近五亿。从教 21 年
的郭晓芳是长沙市芙蓉区育英
学校美术老师，也是湖南省
“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首席
主讲兼总班主任。这位不知疲
倦的园丁，在互联网开垦了一
方立德树人的热土。
2016 年，在网络联校的一
堂美术课上，身处省会城市的
郭晓芳问山村小学的孩子们有

“战‘疫’故事就是最生
什么梦想？孩子们说，想看看
7 月 31 日，北斗三号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
山外的世界和父母打工的城市。 动的德育教材。”她带领团队制
在北京举行。8 月，
“ 我是接班
作了 《在战“疫”中成长》 系
就这样，郭晓芳成为教育信息
列网课，将开课频率从每月一
化浪潮中积极的实践者。
人”网课的主题被确定为 《追
梦》，郭晓芳带着孩子们手绘的
次提升到每周一次，让居家学
“讲课时，我觉得自己面
习的孩子们有更丰富的精神食 “北斗”画作，拜访了中国北斗
对的不是镜头，是屏幕后千万
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杨
粮。
个孩子。”郭晓芳说，“要尽全
《致敬英雄》 《致敬科学》 长风。
力让课堂每一分钟都有意义。”
“教育就是种下一颗颗种
2020 年春节，郭晓芳忙得 《我们相信》 ……在战“疫”系
子，德育就是让理想的阳光照
像一位冲锋战士。 正月 初 三， 列网课上，郭晓芳动情地为孩
子们讲述白衣战士逆 险而 行、 在种子上。我愿意尽最大努力，
她将网课主题调整为预防新冠
社 会 各 界 同 舟 共 济 的 故 事 ， 去点亮‘后浪’的理想之光。”
肺炎疫情。她几乎是通宵搜集
资料、设计教案，第二天便戴 “00 后”“10 后”们深受触动， 郭晓芳说。
据科技日报
在课程视频上留下许多条弹幕。
上口罩去录课了。

全社会用电量
年内首现正增长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
悉：
1—8 月，全社会用电
量累计 47676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0.5%。这是全社
会累计用电量降幅持续收
窄后，年内首次实现正增
长；
同时，
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的用电量降幅也在持
续收窄。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行业发展与环境资源部副
主任叶春分析，这主要是
受到经济稳定恢复、持续
向好和夏季高温天气等因
素拉动。
8 月份，全社会用电
量 7294 亿千瓦时，同比
增 长 7.7% 。 分 产 业 看 ，
第一、二、三产业用电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2.1% 、
9.9%和 7.5%；城 乡 居民
生活用电量同比下降
1.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的数据显示，8 月份，全国
制造业用电量 3510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9.7%，增
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7.4 个
百分点；制造业日均用电
量 113.2 亿千瓦时/天，比
上年同期增加 9.9 亿千瓦
时/天，比上月增加 6 亿千
瓦时/天。
其中，四大高载能行
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9.2%、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
量同比增长 13.8%，消费
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5.6%，其他制造业行业用
电量同比增长 9.4%，增速
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 7.2、
11.5、
5.3 和 2.3 个百分点。
据人民日报

一箭九星

“吉林一号”
海射成功
9 月 15 日 9 时 23 分，我
国在黄海海域用长征十一号
海射运载火箭，采取“一箭九
星”方式将“ 吉 林一 号 ”高 分
03-1 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吉林一号”高分 03-1 组 主要用于获取高分辨率可见
卫星由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 光推扫影像和视频影像，将为
我国国土资源普查、城市规
司研制，其中包括“哔哩哔哩
视频卫星”
“‘央视频号’卫星” 划、灾害监测等提供遥感服
在内的 3 颗视频成像模式卫 务。
星和 6 颗推扫成像模式卫星，
据新华社

乘飞机赏夕阳望星空

航空公司策划“游览飞行”服务
据报道，受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日本多家航空公司纷纷采
取了停飞或减少航班的应对措
施。但为了维持客机的飞行功
能，一些航空公司开始策划承载
游客的游览飞行服务。
目前，全日空航空公司及日

本航空公司分别对 9 成的国际
航班及 4 成的国内航班，采取了
停飞或减少航班的措施。
为了维持客机的飞行功能，
日本航空公司计划利用国际航
线的客机，推出从成田机场起降
的游览飞行服务。飞行时间 3 个

半小时，游客可以乘坐飞机观赏
夕阳余晖、眺望璀璨星空，并可
以品尝夏威夷航线的机内套餐。
此外，全日空公司也计划在
9 月，利用全球最大双层客机空
客 A380 推出游览飞行服务。
鉴于客机乘客大幅减少，各
家航空公司除了定期推出游览
飞行外，还计划利用客机运载货
物等，加强客机的有效利用。
据中国新闻网

微信红包“十五的
月亮十六圆”有毒？
网警回应：技术上
难以实现
“公安网监通报明天起到
八月十五中秋节，如果你收到
一张带有《微信红包》封面 15
的月亮 16 圆的图片，在任何
环境下请不要打开它，且立即
删除它。”近日，一条自称为
“公安网监”发布的网络安全
防范通报在微信群流传。
在这条善意提醒里称：如
果你打开了它，会被盗取你手
机里所有相关信息。“这是一
个新的病毒，已经确认了它的
危险性，而杀毒软件还不能清
除它。它的目标是盗取手机联
系人信息，手机绑定银行信
息。”为了“证实”其威力，消息
内还表示：这次病毒猛烈仅次
于灰鸽子、熊猫烧香，是永远
也删不了的。而在消息后半段
则又附上一条提醒，表示“现
有不法分子在网上传新版人
民币视频，不要打开，立即删
除，是病毒。”
为验证该条通报的真实
性，记者采访了具有多年网络
安全工作经验的资深网警庄
警官。庄警官认为这是一条漏
洞百出的谣言。
首先是格式问题，庄警官
表示相关部门发布的正规通
报都会使用单位全称而不是
简称，也不会以个人名义发
布。并且，信息开头是
“公安网
监”发布的信息，落款却是“刑
侦队”，这就更不合理了。
其次是内容方面，
“ 我们
在发布关于网络安全防范的
相关通报时，会具体提到病毒
的特征、运行机制等信息去尽
可能的帮助网友辨别病毒。”
庄警官认为网传的这条通报
看似文字很多，但是其实一点
“干货”也没有。
那么，该条通报中所说的
可以盗取手机信息的病毒是
否真的存在呢？庄警官表示的
确存在这样的病毒，但是这样
的病毒通常都是链接，指向一
个安装或者下载程序，通过在
用户手机植入病毒达到盗取
信息的目的。“我们在工作中
遇到的很多情况是用户点击
的是一张图片，却自动跳转到
一个链接上。单纯要在一张图
片或者一段视频里嵌入病毒，
按现在的技术手段来讲还是
比较难实现的。”庄警官说。
最后，庄警官还是希望提
醒广大网友：科技日新月异，
今天难以实现的技术不代表
将来某一天不会出现这样的
病毒，还是希望网友谨记切勿
点击陌生人发来的链接，更不
要随意下载未知渠道的安装
程序。
据东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