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日，由贵阳日报传媒集

团主管、 主办的《花溪·少年写作》杂

志， 邀请 20名小读者及其家长一起参

加在贵阳孔学堂举办的 “艺气相

投———相宝山大院艺事” 展采风创作

活动。

活动过程中， 贵州省作家协会副

主席戴冰老师， 为小读者们讲述丰富

有趣的贵阳文艺故事。通过展览，了解

了许多贵州知名作家、 艺术家的成长

故事， 一张张老照片诉说了大院时光

的美好与珍贵， 回顾了上世纪 80、90

年代贵州艺术、文化圈的创作状态。

“给孩子的生活留一个玩艺术的

余地。 ” 在参观完所有展览以后，戴冰

老师说， 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非常

大，家长应该给孩子创造艺术的条件。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

之者。 ” 戴老师认为，对于艺术应撇去

功利性， 艺术的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

格，而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本次“艺气相投———相宝山大院

艺事” 展览活动由贵阳孔学堂中华文

化国际研修园孔学堂艺文馆主办，由

孔学堂书画研究院承办。 已于 1 月 5

日正式开幕，将一直持续到 3 月 5 日，

在此期间，广大市民均可前去参观。

（实习记者 邓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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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铁路春运已于 1 月 21

日启幕，针对前段时间全国铁路出

现的高铁“霸座”“扒拦车门”等现

象，贵铁警方特别提示:春运期间，

将严厉打击此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

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情节严重者，

最高将处以 10日以下拘留，还可以

并处罚款。

春运期间， 贵阳铁路公安处

1300多名民警将雷霆出击， 严打霸

座卖座、醉酒滋事、敲诈勒索、阻挡列

车车门等严重扰乱站车治安秩序行

为；严打倒卖车票、私带无票旅客进

站上车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旅客合

法权益，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乘车

环境。同时，将严厉打击惯性、季节性

盗窃、抢夺、喊客拉客、非法载客、非

法经营等惯性治安问题。 组织“铁鹰

小分队” 紧盯重点车站、重点列车、

重点区段，开展专项打击行动，为旅

客出行营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贵铁警方相关负责人介绍，根

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扰乱公

共交通工具秩序的，处以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

500元以下罚款。

旅客若遇到列车“霸座” ，应先

找列车工作人员调解，解决无果后

向乘警投诉求助。 对于扒拦车门等

情况，请广大旅客第一时间向警方

投诉报警。

另外，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

例》相关规定，在动车上吸烟或其

他列车的禁烟区域吸烟， 是危害铁

路安全的行为。违反该规定者，将受

到 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

贵铁警方提示， 广大旅客可以

添加“成铁公安微警务” 微信公众

号，通过该平台，旅客可提前了解到

购票、进站、安检、乘车等常识，24

小时在线向铁路警方报警、求助、投

诉、举报，预约办理乘坐列车专用的

临时身份证明等， 实现警民沟通更

畅通、解决诉求更及时、旅客出行更

便捷。 （本报记者 曾秦）

贵铁警方发布特别提示———

列车上霸座 最高拘留10日

本报讯 从 1 月 28 日 （下周

一）至 2月 22 日（正月十八），贵

阳北往返广州南将增开 5 趟 “红

眼动车” ，及时输送两地间客流。

“红眼动车” 又称夜间动车，

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利用高

速铁路深夜凌晨检修期开行的跨

夜动车组， 因夜间其车头大灯呈

红色而得名。

据了解， 这 5 趟动车组经由

贵广高铁运行， 增开日期为 1 月

28、29、31 日，2 月 1、2、3、11、12、

13、14、21、22 日，运行里程 867 公

里。 具体运行时刻为:

� � � � 1、D4705 次 （贵阳北—广州

南），贵阳北 4:06 发车，当日 8:53

抵达广州南。

2、D4701 次 （贵阳北—广州

南），贵阳北 5:10 发车，当日 10:

26抵达广州南。

3、D4702 次 （广州南—贵阳

北），广州南 0:15 发车，当日 4:48

抵达贵阳北。

4、D4708 次 （广州南—贵阳

北），广州南 20:04 发车，次日 1:

16抵达贵阳北。

5、D4706 次 （广州南—贵阳

北），广州南 22:46 发车，次日 3:

27抵达贵阳北。

为做好高铁和道路运输无缝

换乘，方便旅客深夜凌晨出行，贵

阳市运管局客运科、 执法四大队

组织公交、 出租等相关企业召开

会议，对运力作出部署:

� � � �出租车方面:由贵阳市出租车

协会统筹安排， 根据列车到站时

刻， 组织出租车公司分为三个时

段、每时段安排 50 台出租车作为

运力保障车辆。

公交方面:根据“红眼动车”

到发情况制定保障应急方案。

长途汽车方面:金阳客车站制

定“红眼动车” 候车保障方案，为

旅客提供必需品等服务。

（本报记者 曾秦）

本报讯 1 月 26 日，记者从中

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1 月 28 日 （周一）—1 月 31

日（周四），贵开城际铁路每天贵

阳北（贵阳）往返开阳 8 趟动车

组中，有 3 趟实行票价折扣，最高

折扣 6.5折。

目前， 贵开城际铁路往返共

开行 8趟动车组:

� � � �贵阳北 （贵阳） 始发开阳 4

趟 :C6361 次 （贵阳—开阳）；

C6363 次、C6365 次、C6367 次，这

3趟均为贵阳北至开阳。

开阳返回贵阳北 4 趟:C6362

次 、C6364 次 、C6366 次 、C6368

次，这 4趟均为开阳至贵阳北。

据介绍，1月 28日—1月 31日

期间，票价打折（下浮）的 3趟动车

组折扣率和折扣后的票价分别为:

� � � � 1、C6361 次（贵阳—开阳），

贵阳 8:05 开车，当日 9:24 抵达开

阳。 该趟列车票价为正常公布票

价的 6.5 折， 折后全程一等座 24

元，比公布票价降低 13 元；二等

座和无座仅 15 元，比公布票价降

低 8元。

2、C6363 次 （贵阳北—开

阳），贵阳北 11:15开车，当日 12:02

抵达开阳。 该趟列车票价为公布票

价的 9折，折后全程一等座 29元，

比公布票价降低 3元；二等座和无

座 18元，比公布票价降低 2元。

3、C6364次（开阳—贵阳北），

开阳 12:35开车，当日 13:23抵达贵

阳北。 该趟列车票价为公布票价的

9.5折，折后一等座全程 30元，比公

布票价降低 2元， 二等座和无座 19

元，比公布票价降低 1元。

“贵开铁路在客流低峰时段

实行折扣票价， 是铁路部门按照

客流情况和市场供需状况执行浮

动票价的体现。” 贵阳铁路相关人

士说， 按照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计

划，今后铁路部门将深化“一日一

价” 、“一车一价” 可行性研究并

择机试点，探索构建灵活、高效、

可控的高铁票价调整机制。

（本报记者 曾秦）

本报讯 1 月 24 日， 国家应急

管理部发布《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面向社会招录消防员的公

告》， 正式启动首次面向社会公开

招录消防员工作。 此次共向社会公

开招录消防员 18665 名，其中贵州

共招录 360名消防救援人员。

据了解，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于 2018年 10月成立， 隶属国

家应急管理部，是由原来的公安消

防部队、武警森林部队集体退出现

役，重新组建而成。

据悉，此次消防员招录采用网

上报名方式，招录对象可在 2019年

1 月 25 日后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网站 （网址

http://xfyzl.119.gov.cn）， 查询浏览

招录信息，注册进入消防员招录在

线报名系统，报名时间为 1月 25日

24时至 2月 28日 18时。 报考人员

需要经过体格检查、 政治考核、体

能测试和岗位适应性测试、心理测

试和面试等考核项目层层选拔，才

能被成功录用。

贵州省有意向报考的人员，如

果有相关情况需要进一步了解，可以

拨打 0851—83990017进行咨询。

（实习记者 申旭旺）

本报讯 认识海洋生物，了解水质

监测。 昨日，40 名晚报小记者走进贵

州极地海洋世界。

“它们喜欢吃小鱼、小虾、面包虫

等，如何区分呢？可以通过它们体表的

颜色来判断。 ” 活动一开始，小记者们

凑近龙鱼展缸。 在讲解员阿姨的介绍

下，认识了金龙鱼、银龙鱼、红龙鱼。

水生动植物离不开水， 就像人类

离不开空气一样。 讲解员老师告诉小

记者们，要想保护海洋生物，就要保证

它们栖息地的水源不被破坏。

从海月水母培养皿里取出水质，

讲解员叔叔将其一分为三， 分别滴入

相应试剂，检测水中氨、亚硝酸盐含量

和 PH 值。 活动最后，小记者们在海豚

剧场里观看表演，认识了活泼的海狮、

聪明的海豚。 （本报记者 孙维娜）

1月28日至31日，贵开城际铁路———

3趟动车票价 最高6.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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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往返广州 增5趟夜间动车

我省公开招录360名消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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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名晚报小记者

学习水质检测知识

■新闻速递

20名小读者走进

“艺气相投”展

本报讯 昨晚，随着《卡门》组

曲的旋律响起， 贵阳交响乐团附属

青少年交响乐团的首演音乐会在贵

阳大剧院拉开帷幕。

贵阳交响乐团附属青少年交响

乐团， 是贵阳交响乐团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关于深入开展素质教育的

意见精神， 于 2018年 7月开始筹建

的。乐团将为贵阳市乃至贵州省的青

少年提供专业、高效、系统的音乐学

习和艺术实践平台， 邀请省内最专

业、最权威的老师和国内外一流音乐

家对孩子们进行专业指导，并给孩子

们提供在正规音乐厅演出的机会。

经过公开招募，120 余名琴童

报名参加了甄选考试，75 名优秀者

脱颖而出， 加入贵阳交响乐团附属

青少年交响乐团。 通过近半年的训

练，终于在农历新年到来前，在贵阳

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上， 为全场

600 余名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

高水准的交响音乐会。 贵阳交响乐

团附属青少年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国家一级指挥、 著名指挥家范焘先

生指挥了本场音乐会。

音乐会结束后， 贵阳交响乐团

常务副团长盛文强告诉记者：“贵

阳交响乐团附属青少年交响乐团的

组建和发展， 成为逐梦琴童音乐事

业起步和腾飞的地方， 为贵阳乃至

贵州省的音乐人才培养和后备力量

储备贡献绵薄之力。 ”（本报记者）

贵阳交响乐团附属青少年交响乐团举行首演

逐梦琴童 奏响天籁之音

孩子们为 600余名观众献上一场高质量、高水准的交响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