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记者和老师们在溶洞里

本报讯 12 月 1 日 -12

月 19日，贵阳至西安区间将增

开一对始发、终到动车组（往

返 2趟）。

昨日，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

团公司发布公告称， 这对动车

组由 “和谐号” CRH380A 型

动车组担当运营列车， 经由渝

贵铁路、兰渝铁路、西成高铁运

行，连通黔、渝、川、陕 4 省市，

运行里程 1085 公里，由贵阳客

运段担当乘务。

这对列车增开后， 贵阳至

西安区间动车组每天达到 2 对

（往返共 4 趟）， 另一对为:

D1706 次 （贵阳北 - 西安北

贵阳北 16:08 发车， 当日 23:

21 抵达西安北）、D1701 次

（西安北 - 贵阳北 西安北 8:

05 发车，当日 15:41 抵达贵阳

北）。 （本报记者 曾秦）

下月 1日至 19日

贵阳至西安

增开一对动车

本报讯 进入 11 月以来，气温

持续走低，贵阳电网供电量不断攀

升，贵阳供电局全面启动“迎峰度

冬” 工作，确保冬季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和充足可靠供电。

据统计，受气温走低和持续低

温阴雨天气的影响，空调、取暖器

等取暖设备设施集中使用，贵阳电

网用电负荷和用电量逐渐攀升。 目

前， 贵阳电网日最高供电量已超

8100 万千瓦时 （度）， 同比增长

400万千瓦时。

供电部门提醒，冬季是用电高

峰季节，也是火灾高发季节。 广大

社会公众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不

超过用电负荷使用大功率电器，做

到“人走电断、不在电暖炉等设备

上烘烤衣裤” 等良好生活习惯，避

免烧断保险丝、跳闸和火灾等情况

的发生。

（杨志坚 本报记者 曾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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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18 日， 记者从

南部战区陆军宣传处证实：在扫雷

作业中英勇负伤的贵州湄潭籍战

士杜富国，刚刚被授予一等功。

11 月 18 日 14 时许，《人民前

线》百家号发布快讯：“雷神” 杜富

国荣立一等功。

本报记者随后联系南部战区陆

军宣传部门相关人士确认： 南部战

区陆军根据权限， 决定授予杜富国

同志一等功。

据了解，在部队，官兵们要获得

立功受奖，条件十分严格。尤其是在

和平时期，获得一等功，必须是做出

过巨大贡献。

今年 27岁的杜富国，是贵州省

湄潭县参军入伍的战士。

10 月 11 日下午， 杜富国和战

友们在中越边境开展扫雷作业时，

面对情况不明的爆炸物， 他命令身

边战友“你退后，让我来” 。 在进一

步查明情况时，突遇爆炸后，又为战

友挡住弹片和冲击波， 因此身负重

伤，失去了双手和双眼，身边战友仅

受轻微伤。

杜富国的事迹，经媒体广泛报

道后，已在全国引起关注。 人们称

他为 “新时代的楷模” 、“扫雷英

雄” 。

(本报记者 黄黔华）

湄潭战士杜富国荣立一等功

在中越边境扫雷负伤，南部战区给予嘉奖———

本报讯 省气象台预计，下周我省

天气晴雨相间，气温也是跌宕起伏。

19—21日， 全省阴天有小雨，

其中 21日，省的西北部地势高处有

雨夹雪或小雪， 西部边缘及西南部

地区最高气温下降 6-12℃；22—23

日，各地以多云到晴为主，气温明显

回升；24日，全省各地多云转阴有小

雨；周日，全省各地晴到多云。

具体预报为:19-20 日，省的西

部边缘及西南部地区阴天间多云

有零星小雨， 其余地区阴天有小

雨；21 日，全省各地阴天有小雨，省

的西北部地势高处有雨夹雪或小

雪；西部边缘及西南部地区最高气

温下降 6-12℃；22 日 -23 日白天，

全省各地雨止转晴到多云，气温明

显回升；23 日夜间 -24 日白天，全

省各地多云转阴有小雨；24 日夜间

-25日，全省各地晴到多云。

贵阳市未来三日阴天为主，夜

间小雨淅淅沥沥，到 21 日，气温将

下降 3—6℃， 市民做好保暖措施。

具体预报为:18 日夜间到 19 日白

天，阴天间短时多云，气温 6-13℃；

19 日夜间到 20 日白天，阴天，夜间

有小雨，气温 8—14℃；20日夜间到

21 日白天，阴天，夜间有小雨，气温

5—8℃。

（张晨）

我省本周气温先降后升

■新闻速递

本报讯 昨日，由贵阳晚报小记

者团和贵州研学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联合举办的“探洞研学 + 郊游野餐

+徒手攀岩”研学活动成功举行。当

天，另一组 15名小记者还走进花溪

湿地公园学习相关知识。

“探洞” 活动举办地点在安顺

市龙宫镇新寨， 入洞前的温度为 8

摄氏度，可谓天气严寒，不过小记者

们的热情高涨， 小记者及家长们跟

着带队户外专家梁老师和锅巴老师

沿着盘山小路蜿蜒入洞， 在尚未开

发完全的洞穴内一边观察一边学

习，经探究发现，洞内有蜘蛛、蝙蝠、

蛐蛐、 钟乳石以及各种钟乳石形成

的壁画图案的实物及痕迹。

在洞中， 锅巴老师及其团队教

授小记者们如何辨别溶洞内的水的

酸碱度， 以及如何过滤浑浊的水提

升水质，以便紧急情况下可以饮用，

达到救急的目的！

当天上午 10点，曾到中科院西

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学习的自然观察

爱好者余志勇老师，带领 15 名小记

者们走进花溪湿地公园探秘。

在探秘的途中， 余老师介绍了

湿地的相关知识。 小记者们还观察

到水鸟小鸊鸕，据余老师介绍，这种

水鸟羽毛全为绒羽、松软如丝，主要

分布于水塘、湖泊、沼泽。 小鸊鸕是

中国最常见的水鸟之一， 夏天的时

候， 在湿地公园内还会遇见成群的

小鸊鸕。

芦苇、垂柳、玉簪花、黄金菊、水

杉、红端木、水麻……在余老师的带

领下， 小记者们先后认识了十余种

植物。

（胡家林 谢孟航）

昨日，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

举办两个户外活动

探洞穴 访湿地

小记者玩嗨了

21日，贵阳气温将下降 3—6℃，之后将回升到 14℃左右

气温走低 贵阳电网将迎用电高峰

《人民前线》百家号发布的消息

杜富国 排雷现场找到的爆炸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