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距离 “新时代·新贵阳”

2018 贵阳市微视频大赛截稿还有一

个月左右的时间， 目前大赛已经收到

了近 500个作品。

昨日，ZAKER贵阳客户端轮播图

开启 GIF 模式， 一打开 ZAKER 的

APP，就能感受到视频时代带来的动图

视觉冲击。 这次改版主要是为了让更

多人关注“新时代·新贵阳” 2018贵阳

市微视频大赛，并参与到大赛中来，把

自己眼中的贵阳之美展现出来， 同时

赢取高额奖金。

据悉， 这次大赛也为参与者备好

了共计 10 万元的奖金，其中一等奖 1

名，奖金 2 万元；二等奖 4 名，奖金 1

万元；三等奖 6 名，奖金 5000 元。 另

外， 从 6 月 22 日起到 11 月 21 日，7

月、8 月、9 月、10 月、11 月中每个月的

21 日都会作一次月度网络人气奖的

评选，月度票数最高的三名（上月 22

日至本月 21 日），分别发放 800 元鼓

励奖金； 年度网络人气奖将向 3 名获

奖者各奖励 1200元。

参赛作品要求： 以贵阳本土元素

为选题， 鼓励广大网民特别是贵阳本

地艺术人才和专业视频创作者、 网络

工作者、草根原创作者、视频爱好者，

进行以贵阳人、贵阳事、贵阳景和贵阳

取得的新成就、新

变化等微视频创意

创作， 作品征集截

止时间为：2018 年

11月 15日。

(陈问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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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学堂敬老礼” 是“孔学堂

四礼” 之一，于每年重阳节举办。

2018 年 10 月 17 日 （阴历九月初

九）重阳节，是登高望远的传统节

日，也是老年节。按照传统，孔学堂

将在这一天举办孔学堂敬老礼，以

彰显中华礼仪文明之美，促使现代

文明礼仪养成。此次敬老礼同时举

行“重阳赏菊游园会” ，营造热烈

浓厚的节日氛围，丰富老年人精神

文化生活。活动特向社会征集三世

同堂家庭参加 “孔学堂敬老礼” ，

要求如下。

一、 参礼三世同堂家庭报名须

知：

1、报名条件：（1）报名家庭二

老健朗，且年龄均在 70周岁以上；

（2）祖孙三代均须出席（每个

家庭 4至 5人，二老均须出席）。

2、报名资料：（1）家庭基本信

息及联系方式；

（2）两张全家福照片（电子档

照片，文件大小不低于 1M）。

二、 征集时间：2018 年 10 月 8

日至 2018年 10月 14日

三 、 报 名 邮 箱 ：

1162642779@qq.com

� � � � 四、咨询电话:� 0851-83612919

（工作日 09:30-12:00；14:00-16:30）

五、报名地点：贵阳孔学堂文

化传播中心推广部 （花溪区董家

堰）。

经贵阳孔学堂 2018 年敬老礼

筹备办公室资料审核后将向您发出

正式邀请。

本次活动面向市民开放， 欢迎

广大市民朋友前往孔学堂观礼及参

加重阳赏菊游园活动。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2018年 10月 8日

2018（戊戌）年孔学堂敬老礼参礼家庭征集柬

本报讯 昨日上午 11时 18分，

中铁十一局建设者操控着大型铺

轨机组，在成贵高铁毕节站稳稳铺

下第一对 500 米特制长轨，标志着

成贵高铁黔滇段 （贵州和云南段，

又称云贵段） 正式启动铺轨工程，

这一“毫米级工程” 将铺就贵阳成

都间 3小时“陆地飞行”之旅。

成贵高铁黔滇段铺轨是该条

高铁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节点，

意味着黔滇段建设从线下施工转

入到线上轨道施工阶段，取得了重

要的阶段性成果。

据介绍， 全长 632.6公里的成

贵高铁（成都东—贵阳东）分段建

设、分期开通。 其中，成都东至乐山

约 117公里线路已于 2014年 12 月

20日提前开通运营。 本次建设的是

乐山—贵阳东，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开工建设，向东经四川省宜宾市、

长宁县、兴文县，云南省威信县、镇

雄县，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大方

县、黔西县和贵阳市白云区，终至贵

阳东站，正线长 515公里，其中四川

段 259 公里，云南段 79 公里，贵州

段 177公里，设计时速 250公里，全

线为整体无砟道床，按照国铁一级、

双线客运专线标准建设。

成贵高铁铺轨工程相应分段

进行———今年 1月 5日， 四川段提

前铺轨， 今年 5月 30日铺轨完工，

预计今年底四川段将开通运营；贵

州段和云南段 （正线全长 256 公

里）铺轨任务由中铁十一局成贵高

铁项目部承担。

据现场技术人员介绍，在固定

好的无砟道床钢筋上浇注混凝土，

经凝固和精细处理维护后就是无

砟道床，500米长轨就铺设在上面。

“黔滇段将完成正线铺轨 485公

里（按双线计算） 和 20多公里站

线、数十组道岔的铺设。 钢轨将采用

500米的特制长轨，两条长轨接口处

必须经过无缝焊接处理， 动车组行

驶时才不会发出普铁列车‘咣当咣

当’的噪声。 ”中铁十一局成贵高铁

铺架分部项目经理李志立介绍，铺

轨工程今年 10 月 10 日展开后，首

先将从毕节铺轨基地往云南威信站

方向铺设，然后再往贵阳方向铺设，

预计 2019年 5月 30日全线铺通。

“成贵高铁在铺设过程中，长

轨轨向、 轨距和标高精度均控制在

1毫米之内，这样高精度铺就的‘陆

地航线’ ， 旅客乘坐在动车上才能

感觉到舒适平稳。 ”李志立说。

成贵高铁黔滇段海拔高、 坡度

陡、桥隧比大，最大坡度达到 30‰，

大坡道铺轨达到 130多公里， 安全

风险极大。在长轨铺设施工中，中铁

十一局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发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无砟轨道长轨铺轨

机， 并针对喀斯特地貌复杂地形的

特殊需求， 对铺轨机组进行了技术

改造， 加装了行车电阻制动装备和

长轨推送制动装置， 确保了高原特

殊地区长轨铺设安全， 日均铺轨最

高可达 9公里。

据悉，黔滇段完成铺轨后，将开

展以轨道精调、接触网检测、信号测试

等为主要内容的静态验收，预计 2019

年 9 月至 12 月上旬开展动态检测

（即联调联试）和不载客试运行。 之

后，中国铁路总公司根据检测结果，对

该线进行安全评估。 如果一切顺利，

预计 2019年 12月底全线通车。

届时， 贵阳到成都的铁路运行

时间最快将压缩至 3 小时以内（含

站停时间），比目前经由渝贵铁路、

成渝高铁缩短 40分钟以上，黔西北

的毕节市将一步迈入高铁时代。

（黄仕典 本报记者 曾秦）

成贵高铁黔滇段昨起铺轨

预计明年底全线通车，届时将实现筑蓉3小时之旅

本报讯 10月 9日，贵阳市 0—

16岁儿童“先心病———先天性心脏

病” 现场筛查启动会在开阳县南江

乡举行。 针对筛查出来的儿童“先

心病” 患者，由市政府协调阜外心

血管病医院进行免费治疗。

据悉，筛查活动是为进一步做

好关爱儿童健康工作，深入推进健

康扶贫。 工作人员介绍，对全市农

村贫困地区适龄儿童开展免费儿童

先心病筛查工作，实现“先心病”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需要手术

的患儿提供及时免费救治， 降低

“先心病”儿童死亡率，避免患儿家

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助推全市脱

贫攻坚。

活动开展前期，已由清镇市、息

烽、修文、开阳县卫生计生局、教育局

于 2018年 9月 30日开始，启动对所

有乡镇 0—16岁儿童进行摸底调查，

做好摸底统计，确定筛查点人员及线

路安排，做好宣传动员工作，确保所

有乡镇 0—16岁儿童应查尽查。

据了解，此次“先心病”筛查工

作由贵阳市政府牵头， 具体由市卫

生计生委、市教育局组织实施，专家

团队由云南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组

成，将在开阳县、息烽县、修文县、清

镇市依次对 0—16 岁儿童 “先心

病”进行免费筛查，针对筛查出来的

儿童“先心病”患者，由市政府协调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进行免费治疗，

症状较轻的送到云南阜外心血管病

医院进行治疗， 症状较重的送到北

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进行治疗。

（本报记者 张梅）

年龄范围0至16岁；患者将获免费治疗

贵阳启动儿童“先心病”筛查

工人们固定长轨

第一对长轨落地

本报讯 昨日，由中共贵州省委教

育工委、贵州省教育厅主办，贵州大学

承办的贵州省第三届学生“学宪法讲

宪法”总决赛活动在贵州大学举行。

本次比赛为期 6天，来自全省各地

的小学、初中、高中以及 20多所高校的

选手和指导老师 270余人参加比赛。共

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组分别

进行。 其中，小学、初中、高中组以演讲

形式比赛， 大学组以辩论形式比赛，所

有参赛选手均为全省九个市（州）中选

拔推选产生。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将评

选出各个组别的一、二、三等奖。

据省教育厅副巡视员龚宁表示，

通过该活动， 让广大师生深切感受到

宪法就在我们的身边， 引导青少年学

生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中

小学生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

（实习记者 周梅 本报记者 谢孟航）

贵州省第三届学生 “学宪法

讲宪法”总决赛在筑举行

微视频大赛作品

已收到近五百部

270余名师生

比拼宪法知识

“新时代·新贵阳” 微视频大

赛还有一个多月截稿

扫码报名参与活动

■新闻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