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贵州首套成系列的生

态环境类科普图书“生态环境知识

读本”丛书近日出版。该丛书结合贵

州省情， 从不同年龄层次入手，从

水、 气环保知识的角度为大众科普

生态环境知识。 该丛书曾荣获 2018

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

金资助。

本套丛书的出版， 旨在让人们

对生态环境有具体的印象， 对生态

环境知识有一定的储备， 在日常生

活中能自觉规范自己保护环境的意

识，保护生态。本套丛书由贵州省生

态环境厅组织编写， 贵州科技出版

社出版，包括小学读本、初中读本、

高中读本和公众读本，共七本图书。

（方静 张慧 熊兴平）

“生态环境读本”

出版发行

贵州首套成系列的生态

环境类科普图书

昨日，为庆祝建国 70 周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贵州省分公司在贵州省交通运输厅的支持下， 首次

发行以“贵州桥梁” 为主题的系列明信片———《我

到贵州来看桥》，以“桥” 为窗口，展现贵州近年来

翻天覆地的、历史性的、根本性的发展成就，以增强

贵州人民发展自信、跨越自信、文化自信。

此套 《我到贵州来看桥》 系列明信片一共 10

枚，首批印量共 4000 套，其中重点突出贵州喀斯特

地貌桥梁建设特点， 充分展现贵州桥梁建设发展成

就，以“高、险、峻”为基调，通过专家组评审，最终筛

选了北盘江大桥、江界河大桥和马岭河大桥等 10 座

最具代表性的贵州桥梁图片进行此次明信片的设计

制作。 包海涛 本报记者 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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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23 日是一年一度

的世界读书日。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

期间， 贵阳晚报将携手 ZAKER�新

闻客户端，和全国 20 个城市的合作

伙伴一同发起第二季“领读中国·看

见未来”全民阅读系列活动。

活动将于 4 月 16 日开启，包括

贵阳、哈尔滨、广州、南宁在内的 20

个城市参与其中。 活动将延续去年

第一季“领读中国·爱阅无界” 全国

性阅读活动的形式， 引领市民重拾

书卷，鼓励全民阅读。通过活动为市

民提供文化浸染环境， 并展示城市

文化形象。

作为领读中国贵阳站的承办

单位，贵阳晚报、ZAKER 贵阳得到

了贵州省阅读办、 贵阳市委宣传

部、孔学堂等单位和机构的指导支

持 。 活动同时也得到了 “动静

APP” 、乐转书房、孔学堂书局、新

华书店、 贵阳凯宾斯基大酒店、钟

书阁、二十四书香、砂之船（贵阳）

奥莱的合作支持。

此次贵阳站活动将邀请本地文

化名人、明星、各行业知名专家学者

等，以“领读者” 的身份，通过“领读

-荐读”等形式，为当下普遍患有知

识选择困难、 知识焦虑人群推荐真

正具有阅读价值的好书、 发掘阅读

之美。

同时， 主办方将在全城藏书千

余本，开展“全民寻书” 活动。 4 月

21日， 凡前往寻书的市民发现藏书

后，均可将书籍免费带回家。 对于藏

书地点， 主办方将尽量选取各行业

有代表性的建筑物或公共场所或商

家店内，藏书点需具备交通便利、环

境宽敞干净、人流量较大等特点。寻

书活动前， 将根据每个藏书点的行

业、地域等特征，通过发布酷炫 H5

为市民提供寻书线索。

在此，贵阳晚报也发出“图书征

集令” ， 号召出版社以及文化机构、

作家乃至普通市民提供各类图书。

种类不限，但建议文学作品、人物传

记、社科类优先，与市民生活关系密

切的图书， 阅读榜单上榜图书更是

求之若渴， 让我们一起把优秀图书

传递给更多的人，共享阅读之趣。

据了解，在去年的“全民寻书”

活动中，短短三天时间，近万名市民

参与活动，2000�册图书均被市民认

领回家。 其中不乏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译林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等

国内各大出版社出版的书籍。 同时，

也有韩寒、 王小波等知名作家以及

贵州本土作家的优秀作品。 采访中，

市民对主办方精心挑选的这些书籍

频频点赞。

目前， 领读中国活动已成为市

民所关注的一年一度的文化盛

事。 （本报记者 董容语）

本报发出捐书号召令，全城藏书千余本等你来认领

本报讯 探秘贵阳最早衙门街、

另类亲子阅读、 亲手捏泥塑。 本周

末，“行走的课堂” 贵阳晚报小记者

团又将迎来三场特别的主题活动。

本周五下午，“行走的课堂” 晚

报小记者“探访老贵阳” 第二季第

八站， 小记者们将探访贵阳第一条

衙门街都司路和次南门。

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 而绘

本阅读是小记者和家长们熟悉的阅

读方式之一。 那如果用角色扮演的

方式来阅读呢？ 本周六，主题为“亲

子用心阅读”的周末课将登场。小记

者将与爸爸妈妈配合， 进行角色扮

演，完成一次特别的亲子绘本阅读。

泥塑俗称“彩塑” ，是中国民间

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

即用粘土塑制成各种形象的一种民

间手工艺。 本周日上午，“为泥写

诗” 陶瓷艺术工作室龚敏老师将指

导小记者做泥塑。 喜欢玩泥巴、喜欢

发挥创意、 爱好艺术的小记者千万

别错过。（本报记者 聂俊 孙维娜）

活动时间：4 月 19 日 （周五）

14：30-16：30；14：00开始签到

活动地点：次南门贵州科技馆前

招募对象：15 组三年级以上包

含三年级晚报小记者家庭

报名方式：关注“贵阳小记者”

微信公众号（gywbxjz），在后台回

复“老贵阳 + 姓名 + 学校 + 年级 +

电话” 。

活动时间：4 月 20 日 （周六）

14：30-16：30，14：00开始签到

活动地点： 贵阳言几又定制文

化空间

招募对象：40组小记者家庭

报名方式：关注“贵阳小记者”

微信公众号（gywbxjz），在后台回

复“亲子绘本表演 + 姓名 + 学校 +

年级 +电话” 。

活动时间：4 月 21 日 （周日）

10：00-12：00，9：30开始签到

活动地点：小十字报业大厦 17楼

招募对象：25组小记者家庭

报名方式：关注“贵阳小记者”

微信公众号（gywbxjz），在后台回

复“与泥有约 +姓名 + 学校 + 年级

+电话” 。

本报讯 昨日， 记者从贵阳市场

监管局获悉，今年 3月全市 12315投

诉举报受理机构共受理投诉举报

1962件， 投诉举报主要涉及交通工

具、餐饮和住宿服务、房屋等几大类。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3 月，全市

12315 投诉举报受理机构共受理转

办、来电、来人案件 7086 件，其中受

理投诉举报案件 1962 件，占总数的

27.69%，已结案 1440 件；咨询案件

5124件。 投诉案件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 228.18万元。

商品类投诉举报共 1017 件，排

名前三位的是：交通工具 182 件、房

屋 115件、家用电器 98件、分别占整

个 商 品 类 投 诉 举 报 的 17.9% 、

11.31%、9.64%。 服务类投诉举报共

945 件，排名前三位的是：餐饮和住

宿服务 121件、房屋装修服务 87件、

美容、美发、洗浴服务 82 件，分别占

整个服务类投诉举报的 12.8% 、

9.21%、8.68%。（本报记者 孙维娜）

“领读中国”第二季活动开启

探秘最早衙门街、亲子绘本表演、创意捏泥塑———

本周末 小记者团三场活动与你相约

3月份

贵阳消费纠纷

交通工具居首

■主题活动

A�探访衙门街

B�亲子用“心”阅读

C�与泥约会

扫码关注

小记者活动

“我到贵州来看桥”

主题明信片首发

本报讯 昨日上午，“2019 年贵

阳教育精准帮扶中小学校长培训

班” 开班仪式在贵阳学院举行，多

地中小学的 100名校长参加培训。

培训为期 5天，期间将围绕“校

长学校发展规划能力提升”主题，邀

请省内专家及多年在教育一线担任

校长的贵阳市知名校长来授课。 培

训将采用集中授课、问题分析、小组

交流、学员反馈等形式，旨在通过专

家引领、 自主研修和集中交流等方

式，促进校长专业发展，提高校长依

法治校、科学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据悉，自 2015年以来，贵阳市大

力实施教育精准帮扶战略， 建立

“2+9+N”的帮扶体系，教育帮扶的内

容涉及干部帮扶、驻村帮扶、招生帮

扶、学生资助、干部教师培训等。

（本报记者 谢孟航）

2019年贵阳教育精准帮扶

中小学校长培训班开课

百名中小学校长

来筑集中“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