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小记者 开启研学之旅

招募小记者 当“小小牙医”

时间为本周日；人数为 30人

■相关链接

活动时间：7 月 29 日 14:00 至 17:

00� �总时长约 2.5至 3小时。

活动地点：中华北路 289 号（与

北京路交叉口向南 50米）贵阳柏德口

腔医院门口，医院右侧有停车场。

招募对象：30组晚报小记者家庭

报名方式：关注“贵阳小记者” 微

信公众号（gywbxjz），在后台回复“小

小牙医 + 姓名 + 学校 + 年级 + 电

话” 。

本报讯 本周日， 晚报小记者团

携手“柏德口腔”开启奇妙体验。特别

招募 30位小记者来当“小小牙医” 。

贵阳柏德口腔践行德国口腔

健康标准， 由德国专家亲自坐诊，

并聘请专业专家组成柏德口腔技

术团队，与德国牙科技术协会开展

战略运营，实现将中德口腔行业的

技术力量同步衔接。 活动一开始，

小记者们将变身 “小小牙医” ，进

入到贵阳柏德口腔中心，在一首欢

快的刷牙歌中，率先进入到“小牙

医课堂” ，在讲座中，孩子们将通

过抢答问题、 观察同伴的 “六龄

牙” ，学会如何正确刷牙、怎么保

护牙齿、 如何养成良好的口腔习

惯。 随后，小牙医们将进入儿童诊

室，摸一摸、试一试牙医器械：三用

枪、内窥镜。穿上白大褂，戴上一次

性口罩、手套，“小牙医” 们将拿起

小口镜给父母检查牙齿，并用牙科

专业“照相机” 口腔内窥镜给爸爸

妈妈的牙齿拍照。

接下来的时间，小记者们将通过

采访候诊的客人或医生，给他们讲解

口腔知识，从而锻炼人际沟通表达能

力。 在牙齿化学课上，小记者们将观

察到牙齿在可乐中的变化，从而增强

牙齿保健的科学意识。

“参与此次活动，小记者们可获

得免费防蛀牙涂氟和小礼物。 ” 晚报

小记者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此次

活动，旨在通过角色扮演，让孩子们

在游戏互动中， 充分了解自己的牙

齿，懂得如何保护牙齿、牙齿保健的

重要性。 让孩子们了解到，原以为可

怕的牙医其实还是挺可爱的。今后没

有抗拒，能欣然接受牙齿检查，驱散

孩子对牙医的恐惧。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活 动 详

情 :详见“贵

阳小记者” 微

信公众号。

6天时间走进“天眼”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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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天茅台酒 1499元 /瓶

国酒茅台贵州省经销商联谊会

���敬告广大消费者：即日起，到以下单位可购买 53°飞天茅台酒，常年供应。 咨询电话：0851-84125239

专卖店名称

开阳新一商贸中心开阳县专卖店

息烽县广森酒行息烽县专卖店

修文县迎春酒类专营店修文县专卖店

清镇市蓉发贸易有限公司清镇市专卖店

贵州仁恒商贸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鑫茂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阳利鸿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利宏科技信息开发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酒业分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冠银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阳鑫宝商贸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阳聚峰鑫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林顿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阳古田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汇海源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阳金易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饭店有限责任公司贵州饭店专卖柜

贵州信岱贸易有限公司林顿大酒店专卖柜

贵阳聚鑫源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荣和通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阳阳光灿灿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阳茅台贸易公司贵阳市云岩区专卖店

贵阳宇迅商贸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鸿福喜运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禾木行商贸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宇虹实业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仁德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竹林湾商贸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柜

贵州瑞信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安顺市西秀区千年绿色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今立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中昱商贸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海霸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惠邦实业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锐成利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国酒茅台销售有限公司西南商贸城分公司

贵州国酒茅台销售有限公司贵阳市自营店

贵阳观山湖酱国之酿酒行贵阳市专卖店

贵州山水贵客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北站高铁专卖店

地 址

开阳县开洲大道紫江花园 14栋 3号门面

息烽县永靖镇南大街 17栋 7号门面

修文县朝阳路文广大楼旁

清镇市云岭西路 99号

贵阳市云岩区未来方舟尚礼西路 F6组团 -1-6

贵阳市南明区沙冲南路 226号卧龙山庄 2栋 1楼 11号门面

贵阳市南明区陕西路 149-151号

贵阳市南明区市南路九架炉巷口中创龙园大厦 1层 4号

贵阳市龙洞堡国际机场Ｔ2航站楼

贵阳市嘉润路 1号（金海洋商场）

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 78号富中商务大厦 1楼

贵阳市南明区宝山南路 179号幸福家园一层

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 170号万科公园 5号 A1-12号门面

贵阳市南明区宝山南路 50-82香榭丽舍

贵阳市南明区博爱路 2号

贵阳市南明区公园南路 30号

贵阳市南明区贵州饭店内

贵阳市狮峰路 6号隆源国际大酒店

贵阳市鹿冲关路 18号 13号门面

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317号

贵阳市云岩区盐务街 2号

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 202号

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 219号银海元隆广场 10栋 1层 3号

贵阳市云岩区宝山北路 296号

贵阳市花溪区清溪路锦溪铭都 A栋一层 6号商铺

贵阳市花溪区榕筑南溪绿园 28栋

贵阳市乌当区顺新社区新添大道北段 99号蓝波湾新天卫城水街 1幢 1层 11号

贵阳市白云区南路育才路 99号岭秀阳光 1栋 1层 12号门面

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江路 162号

贵阳市观山湖区丽阳天下金街

贵阳市高新区长岭南路 178号茅台国际商务中心 B座 1楼

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北路 206号

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宾阳大道西侧环城高速东侧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一期 5号馆 2层 A区

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 8号美的林城时代财智中心 E03座 1层 1-13号

观山湖区世纪城 U组团第商业三栋一层 8号

贵阳市观山湖区贵阳北站（G04）门面

联系电话

0851-87250290 13985444538

0851-87721743 13985444538

0851-82322662����13809428339

0851-82600989����13885103379

0851-85600755����13985620425

0851-85567877����13608588078

0851-86782986����13985010493

0851-85513966����13985169019

0851-85498179 13985506855

0851-85931617����18908503390

0851-85577799����13908503333

0851-85895690 13885124682

0851-86518518 13608526183

0851-85253455����13595169600

0851-85786215����18275025661

0851-85810513����14785117675

13595138360

13765048686

0851-86866262����18885188515

0851-86709086����13908500199

0851-86816243����13985147558

0851-86760928

0851-86861699 13984125791

0851-86820969����13608509166

0851-86761480����18096162289

0851-83855563����18685691563

0851-83602635����18275015985

0851-86312525 13312220361

0851-84616884 13985591538

0851-83839289����18212027999

13809486780

0851-85656268����18985109805

0851-84127769����13595021477

18089678111�����0851-84850979

0851-84583878����18089678111

13752568588

18208514124

本报讯 昨晚， 就公众关心的疫

苗问题，贵州省疾控中心作出回应。

1. 我省没有涉事批次的狂犬病

疫苗。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7 月 15 日

发布通告称：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

苗，存在编造生产记录和产品检验记

录， 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的行

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品管理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有关规定，国家药监局已责令企

业停止生产， 收回药品 GMP 证书。

本次检查所有涉事批次产品，尚未出

厂和上市销售。 因此，贵州省亦无该

公司涉事批次的狂犬病疫苗。

2. 已接种长春长生其他批次狂

犬病疫苗的怎么办？

按照国家 《狂犬病暴露预防处

置规范》要求，如已接种了长春长生

其他批次狂犬病疫苗部分剂次的群

众，可选择采用“五针法” 的其他厂

家的狂犬病疫苗， 按照 0 天、3 天、7

天、14 天、28 天各接种一剂疫苗的程

序，完成后续剂次的接种。

对于已全程接种长春长生其他

批次狂犬病疫苗的群众，暂不建议重

新接种。

3. 我省没有采购使用涉事批次

的百白破疫苗。

近日大家关心的百白破疫苗问

题，是去年国家检查中发现的长春长

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

201605014-01、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生 产 的 批 号 为

201607050-2 的百白破疫苗，主要问

题是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

经查，我省没有采购使用这两个

批次的百白破疫苗。

我省疾控部门将高度关注此次

疫苗事件进展， 及时回应社会关注，

同时按照国家免疫规划工作要求，积

极做好我省免疫规划工作，保障我省

人民群众健康。

省疾控中心专家建议，接种疫苗

依然是预防疾病最经济、 最直接、最

有效的手段，也是每个孩子享有的权

利，希望广大群众能以科学的态度看

待疫苗，按时带孩子进行免疫接种。

（本报记者 张梅）

省疾控中心回应疫苗事件

贵州没有涉事批次的狂犬病疫苗

本报讯 昨日傍晚， 乘坐高铁

的四川绵阳晚报 30 多名小记者抵

达贵阳北站，在接下来的六天时间

里， 孩子们将探索宇宙外星之路，

开启奇妙星际之旅。 这是今年暑期

第六批走进多彩贵州“观天探地”

的来自外地城市的媒体小记者研

学营。

登上“天眼” 最高的观景台，

30 多名小记者和家长们将来一场

“静默” 之旅，通过俯瞰“超级天

眼” ，感知探寻“地外文明” 的中国

天眼魅力和国之重器中的各种先

进科技。

孩子们还将走进平塘国际天

文体验馆，倾听来自的宇宙的天籁

之音和神秘回音，并将亲手拼装八

大行星模型。

前往黔南天坑景区，孩子们将

观赏三叠纪地质奇观，体验“自然

大贵州滩博物馆” 等自然奇观。 返

回贵阳，赏南明河夜景，领略始建

于明代，贵阳人文地标性古建筑甲

秀楼的魅力。

接下来，小记者们将前往贵阳

修文阳明文化主题公园， 修心学，

了解儒家主流思想。 还将踏上青石

板，与“青岩古镇” 来一次邂逅。 接

着行走于十里河滩、孔学堂，在多

彩贵州文化创意园听专家介绍贵

州非遗的“前世今生”……

晚报小记者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从 7 月初到目前， 已有福建

海峡都市报小记者、 莆田瞳言小

记者、 广西北海晚报小记者、广

州羊城晚报小记者、 四川绵阳晚

报小记者第六组研学团来到了多

彩贵州。 这个暑假接下来的时间

里，黄石、青岛、福州、厦门等多

个城市的媒体小记者也将来黔

“观天探地” 。

（本报记者 孙维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