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4

2019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三
编辑／版式 安占明 校对／缪恺

综合ZONGHE

全省科技活动周本周启动——
—

10大科普活动 等你来参加
本报讯 5 月 14 日， 省科技厅
发布消息， 本周起我省将启动科技
周活动， 届时将举行大型科普宣传
活动、 科普基地向群众开放等十大
活动，群众可前往参加。
据悉，省科技厅、省委宣传部、
省科协定于 5 月 19 日 -26 日在全
省九个市（州）同步举办 2019 年贵
州省科技活动周， 本次活动将围绕
全国科技活动周 “科技强国 科普
惠民” 的主题，组织系列丰富多彩，
广大群众乐于参与，知识性、科学性
较强、特色突出的科普活动。
记者了解到，今年活动周，我省
将举办一系列活动， 其中有广场大
型科普活动、科技“三下乡” 、贵州
科普资源开放等 10 大主活动，群众
可参加。
另外全省各地还组织了 10 项
系列活动，如黔灵科技讲堂、科普创
作大赛、防震减灾应急演练等活动，
向广大群众积极宣传科普知识。
（本报记者 杨林国）

■相关链接

10大主题活动
1、筑城广场大型科普活动
5 月 19 日上午， 省科技厅、省
委宣传部、省科协、贵阳市人民政府
将共同在贵阳市筑城广场 （北广
场）举行全省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
暨大型科普宣传活动。 将组织省直
有关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科

技型企业、 协会等有关人员开展群
众科普宣传、 科技咨询和科技服务
等活动。 重点展示科技创新重大成
就， 重大专项成果， 特别是人工智
能、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方面的新
成果、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凸显
科技创新在支撑经济高质量增长方
面的效果。
2、科技、文化、卫生“
三下乡” 活动
5 月 23 日上午， 省科技厅、省
委宣传部、 省科协将组织省直有关
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医院、协会等
有关人员，在“
三下乡” 地点开展群
众科普宣传、 科技咨询和科技服务
等活动，对贫困地区开展科普服务，
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弘扬
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着力提升
全民科学文化素养。 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防震减灾、公共安全、身心健
康、 农业农村实用技术等知识宣传
普及。为县、乡医疗机构进行技术指
导、开展技术人才培训，送技术、送
服务进企业。
3、贵州省科普资源开放日
5 月 24 日上午，依托贵州科学
城科普资源，邀请全省科技系统、教
育系统相关负责人， 参加科普资源
开放日活动， 参观我省顶尖的实验
室、无人驾驶基地和科普场馆，并见
证“
贵州科学城科教融合展示馆”
揭牌仪式。
4、科研机构和科普基地开放活动
在科技活动周期间， 将组织全
省的国家级、省级科普基地、高校、
科研院所，围绕主题，结合各自场馆
特色，举办相应的推广活动。各级科

普基地在科技周活动期间免费向公
众开放，营造良好的科普活动氛围，
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发布科普基
地场馆开放时间及相关内容。
5、 千名志愿者参与科普宣传志愿
服务行动
今年科技活动周科普志愿服务
活动， 团省委将组织 200 名科普志
愿者参加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大
型广场科普宣传活动， 并开展系列
互动活动； 组织千名科普志愿者深
入基层、社区、厂矿，围绕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大力普及宣传“科技强
国 科普惠民” 的时代主题，让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感受前沿科技魅力，
提高科技兴趣，增强民族自豪感。
6、 第四期 “科学仪器共享服务巡
展” 暨实验室安全隐患与防范专题
活动
在科技活动周期间， 贵州省生
产力促进中心联合法国依拉勃集团
在全省开展实验室安全隐患与防范
巡展， 指导实验室工作人员如何提
高实验室幸福指数。
7、坝陵河大桥科普研学活动
5 月 25 日，贵州省公路学会将
在坝陵河贵州桥梁科技馆举办专
业学生综合性科普研学活动。 展示
贵州桥梁名片——
—坝陵河大桥，通
过图文、现场实地考察，并配合无
人机 +VR 的科技设备， 展示贵州
交通特大桥的各项世界纪录，使学
生能够直观体验坝陵河特大桥的
雄伟壮观，还能了解贵州交通特大
桥梁施工修建建设中需要克服的
困难，展示贵州交通发展所取得的

辉煌成就。
8、贵州民族大学科普系列活动
针对本次科技活动周， 贵州民
族大学将举办以下活动： ①中小学
教学人工智能交流会， 在科技活动
周期间，将进行科技活动布展，将展
示近年来合适于中小学教育的一些
科技作品， 供活动周期间参加活动
的教师及同学参观； ②亲子科技作
品制作之爬行机器人制作， 现场制
作爬行机器人， 能够很好的提高中
小学对科学技术的了解及兴趣。
9、“
5·20 世界计量日” 主题科普宣
传活动
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在
“
5·20 世界计量日” 主题科普宣传
活动举行以下活动：①举办关于知
识产权申报和保护的讲座；②开展
计量基础知识宣传及计量科普知
识展板展示；③组织计量技术人员
进入市场开展计量检测活动；④科
研工作及核心研发团队等的介绍
和展示。
10、“
5·25 全国护肤日” 主题科普
宣传活动
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在黔
南州都匀市设 “贵州省 2019 年 5·
25 全国护肤日主题科普宣传活动”
主会场，以“
面膜的科学使用常识”
为主题， 通过宣传正确选用化妆品
的基本知识， 介绍化妆品从批准上
市到安全使用的相关内容， 让公众
了解使用化妆品时所面临的风险及
风险防控的主要措施， 建立对化妆
品不良反应的科学认识。
本报记者 杨林国

省总工会“送文化到基层” —
——

文艺展演首站在筑上演
本报讯 5 月 14 日， 一场由省
总工会与全总文工团联合开展的
“中国梦 劳动美” 2019 送文化到
基层文艺展演首站在贵州饭店国际
会议中心大礼堂举行。
演出在热情奔放的舞蹈《砥砺
奋进》中拉开帷幕，魔术、快板、群
舞……一个接一个精彩的节目接踵
而至。 演出现场，《贵州工匠》系列
新闻专题片的 7 位主人公陈斌、龙
福刚、王晓峰、陈小林、王刚、陈利
林、杨延也受邀来到活动现场，与演

职人员进行互动。
整场演出历时两个小时， 现场
气氛热烈，观众情绪高涨。 省劳模、
航空工业力源液压数控调试工董晓
虎告诉记者， 整场演出以展示劳动
者风采和精神面貌为主， 再现了广
大劳动者的时代风采和豪迈激情。
据介绍，接下来，全总文工团将
赴龙里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铜仁、 遵义、 安顺等地开展慰问演
出， 为广大职工和群众送上文化盛
宴。 （本报记者 张晨 文 / 图）

展演现场

每天超10万人
搭乘地铁出行
分担贵阳交通较大流量
本报讯 轨道交通 1 号线运行 6
个月，客流量突破 2000 万人次，平均
每天发送旅客逾 10 万人次。
据统计，2018 年 12 月 1 日贵阳地
铁 1 号线全线开通，截至目前，1 号线
运行时间满半年， 累计发送的乘客量
达到了 2040.05 万次， 突破了 2000 万
大关。
目前， 相关安检人员面临极大工
作量：半年时间，安检的各类包裹共有
1049.59 万件，平均两个旅客就有一个
带了包裹。 工作人员介绍，在这上千万
个包裹中大海捞针， 查出明令禁止携
带的违禁品有 3204 件。
（本报记者 王芳）

贵阳开始投放
灭鼠毒饵
贵阳市卫生健康局
提示谨防误食
本报讯 记者从贵阳市卫生健康
局获悉，即日起，贵阳市将陆续投放灭
鼠毒饵。 为此，市卫健局提醒市民照看
好小孩和宠物，防止误食。
据了解， 为预防和控制病媒生物
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确保鼠类
密度控制在国家标准以内， 有效保护
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贵阳市卫健局
从即日起将组织各区（市、县）陆续投
放灭鼠毒饵。 灭鼠毒饵重点投放区域
有：居民院落、垃圾池、垃圾中转站、公
厕外围、农贸市场、房屋拆迁工地、河
湖两岸、楼道、煤棚和杂物堆放处等可
能招致鼠害的场所。 今年使用的溴鼠
灵灭鼠毒饵外观为绿色稻谷和红色圆
形蜡块。
贵阳市卫健局提醒， 各地要加大
宣传力度， 托幼机关和广大市民要加
强防备， 防止误食灭鼠毒饵中毒事件
的发生； 市民要看护好自己的小孩及
宠物，一旦发生误食事件，请立即前往
医院就诊；请不要清扫墙根、壁角或靠
物体边缘等隐蔽地方投放的灭鼠毒
（本报记者 张梅）
饵。

全社会携手“扫黄打非” 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