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省教育厅将开展首批

“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 申

报工作，贵阳市、遵义市、铜仁市和仁

怀市域内的全日制普通中小学校可以

开始申报了。 特色学校在教学时要开

足开齐体育课， 保证学生每周不少于

一节篮球课，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把篮

球作为体育课的必修内容。

据悉，凡达到基本条件的学校，将

申报材料报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审

核，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全国校

园篮球特色学校基本标准 （试行）》

基本条件要求，组织专家组进行审核，

将达标的学校列为遴选对象向上级教

育行政部门推荐， 省教育厅向教育部

推荐， 最终认定特色学校入选名单并

公布。 （本报记者 胡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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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记者采访团” 昨日集结———

小记者赴美 七大亮点最吸睛

包括中美小记者互动交流、参观 NBC电视台等

本报讯 6 月 18 日下午 1 点，

“中国小记者赴美采访团” 在贵

阳日报传媒集团吹响了集结号，

即日起，学生们可以开始报名，借

助这个机会， 采访美国政商界重

要人物， 了解一般旅客不能看到

的当今美国。

ZAKER 贵阳直播平台对此活动

进行了全程直播， 读者们可以下载

ZAKER软件客户端进行回放。

主办方介绍，“中国小记者赴美

国东部采访团” 是美国 ICN�（Inter-

national� Chinese� Network� Inc.， 旗下

拥有电视、纽约侨声电台、新媒体国

际传播中心，电视覆盖全北美的电视

频道）电视台，面向大中华区域推出

的暑期社会体验项目，计划招募华语

区高中生赴美国东部进行为期 15 天

的社会实践和采访活动。 贵阳晚报是

美国 ICN 电视台在贵州地区的唯一

媒体支持单位。

ICN�国际卫视导演、好莱坞春节

联欢晚会导演、《中国小记者美国东

部采访团》中华区项目负责人徐明丽

女士介绍，这次活动时间开始于 7 月

25 日到 8 月 2 日，历经纽约、华盛顿、

费城、波士顿等城市，最后从深圳乘

坐高铁回贵阳。

小记者们要参观美国东部最有

历史意义的景点， 包括西点军校、哈

佛大学、林肯纪念堂等，以及世界科

技巅峰的航空博物馆、艺术巅峰的国

家艺术馆等等。 但是除了游览美国风

光而外，这一次的活动还有其特殊之

处：侨声广播电视台资深媒体人会给

小记者们介绍美国新闻记者的职业

特点、基本职业要求及现场采访流程

基本训练, 还会提供模拟采访实操演

练。

(本报记者 李韵)

1、中美小记者集中互动交流、培

训并进行实战演练。

2、参观 NBC 电视台，零距离接

触美国主流媒体。

3、 接受专业小记者培训实战采

访演练。

4、 参加在联合国录制的电视节

目《纽约面对面》。

5、 个人作品的拍摄游记或社区

采风电台节目录制： 哥伦比亚大学、

西点军校等著名大学参观，深度了解

美国名校，感受名校氛围。

6、 个人作品的拍摄游记或社区

采风电台节目录制：深度了解美国第

一大城市（纽约），美国经济金融中

心，感受艺术和商业文化。

7、 个人作品的拍摄游记或社区

采风电台节目录制：参加纽约首届花

车游行，录制电视或电台节目。

本次记者团，大家还有遇见“第

一届美东华人文化日大游行” 的活

动。 在此活动上，能采访到纽约市议

员、纽约州副议长等美国政要，以及

侨届领袖、各社团组织。

在活动中， 小记者们可以发挥

自己最大的潜力，去挖掘新闻亮点，

主办方还会安排老师为孩子们编辑

修改作品，最后进行集中展示。 “这

次活动很适合孩子们开拓眼界。 在

青少年时期能有机会到异国他乡进

行如此深度的游览， 我相信他们的

眼界和认识会因此变得不同， 甚至

会影响他们的高考志愿。” 贵阳一中

的徐老师在现场表示， 非常支持这

样的活动。 而美籍华人、贵阳人彭先

生说， 美国的新闻机构几乎都是私

人公司， 他们需要尽其所能去制作

最有亮点的新闻， 这无疑可以将小

记者们的潜力发挥到最大。 自己的

儿子到美国生活之后， 也变得更有

主动性了。 对于这样的几乎，他表示

很欢迎。

主办方对这次行程的费用也做

了大概介绍：“15 天行程里的所有费

用， 都不会超过三万五千元人民币，

对贵州的学生报价还进行了折上

折。”而且还会组织大家一起去面签，

方便学生们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 亮点多多

本报讯 6 月 17 日，教育部最

新公布了关于 2017 年全国青少年

校 园 足 球 特 色 学 校 和 试 点 县

（区）遴选结果的公示名单，贵阳

市云岩区榜上有名， 云岩区也是

贵州唯一入选的校园足球示范县

（区）。 同时，贵阳市还有 18 所学

校新晋成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

此次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拟认

定并命名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共有 6832 所，有 33 个县

（区）被列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试点县（区）” 。 贵阳市的南明区尚

义路小学、云岩区的市东小学、云岩

区的第 19中学 （万科小区） 等 18

所学校新晋成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

近年来， 云岩区校园足球发展

态势喜人， 先后向各级职业足球俱

乐部输送了近百名优秀运动员。 诸

如目前活跃在中超赛场的汪嵩、弋

腾、 谢鹏飞等一批披荆斩棘的黔籍

球员， 都出自云岩区校园足球青训

体系。

云岩区还组织举办各级足球

联赛， 每年定期举办一至两次区

级校园足球联赛， 并建立三级联

赛制度，校内班级联赛、大学区联

赛、区级联赛，在区属各中小学在

每年的运动会中还组织一次校级

足球联赛活动， 并保证女学生能

参赛， 促进校园足球运动蓬勃发

展。

近三年来， 云岩区教育局共

投入 980 万元用于校园足球发

展。 尽管地处寸土寸金的老城区，

但云岩区还是通过内挖外租的方

式，解决了场地短板，目前共有校

园场地 25 块，社区购买服务场地

19 块，80%的学校实现了有场地可

用，确保了校园足球的开展，创造

了“班班有队伍，人人有球踢” 的

氛围。

（本报记者 陈华文）

本报讯 联合国于 1987 年 6

月建议将每年的 6 月 26 日定为

“国际禁毒日” 。 时值第 30 个国

际禁毒日来临之际， 晚报小记者

团招募 35 名小记者走进贵阳市

禁毒展览馆， 采访了解毒品的危

害， 再用自己的语言写成文章向

社会宣传禁毒， 做一个小小禁毒

宣传员。

贵阳市禁毒展览馆位于花溪

桐木岭贵阳市第一强制隔离戒毒

所旁，作为成立于 2002 年的全国

禁毒教育（贵阳）基地，之前投入

1000 万元，升级改造，焕然一新。

此次周末课， 小记者们将有幸在

全国领先的该馆 “声光电多媒

体” 运用中，通过互动和参与体

验， 全方位的认识到毒品所带来

的危害。

“靠图片和实物的传统展览

方式， 小记者们之前或多或少都

接触过。 但单调、 刻板的呈现形

式，对广大青少年而言，吸引力不

大。 ” 晚报小记者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举办此次活动，旨在通过现

代化的表现形式传播严肃的知

识，让小记者们认清毒品的危害，

从小树立远离毒品、 拒绝毒品的

意识。与此同时，小记者还需要将

参观采访所想所思写成稿件，晚

报将对体会深刻、 表述流畅的文

字择优刊发在次周的报纸上，通

过此举让孩子社会担当意识得到

激发和提升。

（本报记者 孙维娜）

云岩区成为全国校园足球示范区

贵阳 18所学校

获评“足球特色”

篮球特色学校

即日开始申报

包括贵阳、遵义等地

中小学校

招募小记者

探访禁毒展馆

招收 35 人，时间

为本周五

活动时间：6月 23 日 （本周

五）下午 14：30-16：30（14:00 开

始集合签到）

活动地址： 贵阳市禁毒展览

馆（花溪桐木岭贵阳市第一强制

隔离戒毒所旁）

参与人员：小记者 35 人家长

35人

报名方式和活动详情: 详见

“贵阳小记者微信公众号” gyw-

bxjz

环保部发布全国城市空气质量———

贵阳上月 空气质量全国第六

本报讯 日前， 环保部发布 2017

年 5 月和 1-5 月全国和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

计划单列市空气质量状况，其中贵阳

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5 月在全国的

排名第六，而 1 至 5 月，贵阳则冲进

前十，排名第九位。

5 月， 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0.5%， 同比

下降 12.4 个百分点。 PM2.5 浓度为

38微克 /立方米，同比持平；PM10浓

度为 89 微克 / 立方米， 同比上升

12.7%。 1 至 5 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 73.4%， 同比下降 1.7 个百分点。

PM2.5浓度为 53微克 /立方米，同比

持平；PM10 浓度为 94 微克 / 立方

米，同比下降 2.1%。

其中，5 月，74 个城市空气质量

相对较差的后 10 位城市（从第 74 名

到第 65名）依次是：唐山、邯郸、石家

庄、邢台、保定、郑州、天津、衡水、徐

州和兰州市。 1 至 5 月，后 10 位城市

依次是：邯郸、石家庄、邢台、保定、太

原、唐山、郑州、西安、衡水和乌鲁木

齐市。

另外，5 月，74 个城市空气质量

相对较好的前 10 位 （从第 1 名到第

10 名）城市依次是：海口、舟山和拉

萨（并列）、厦门、丽水、贵阳、福州、

台州和珠海（并列）、惠州市。 1 至 5

月，前 10 位城市依次是：海口、拉萨、

舟山、惠州、丽水、深圳、珠海、福州、

贵阳和台州市。

记者了解到，除了 5 月贵阳市空

气质量排名进入前十， 今年以来，贵

阳市在 3、4 月的排名也进入前十，而

在 1 到 2 月，贵阳市的空气质量也相

对较好，全国的排名依次为 11 名、13

名。

昨日， 记者从贵阳市生态委了

解到，5 月， 贵阳市环境空气质量达

标率为 93.5%，轻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2 天。 与 4 月

份相比，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月均浓度分别

下降 18.8%、21.8%、30.0%、11.1%，一

氧化碳日均值超标率持平， 臭氧日

最大值 8 小时平均超标率上升 6.5

个百分点。

今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10 日，贵

阳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已经到

达了 161 天，未出中度及以上污染，

优良率为 94.40%， 六项环境空气污

染物基本项目浓度呈 “四降二平”

趋势，贵阳好空气仍在持续。

（本报记者 杨林国）

此外，1至 5月，贵阳排名第九位

16 日，2017 “舞动林城” 第

三届广场舞大赛小河分赛区开

赛，现场 10多支队伍参与角逐。

本报记者

十余支队伍

“舞动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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