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2 月 1 日是第 32 个“世

界艾滋病日” ，当天，由贵阳市防治艾

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南明区防治

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贵阳

市 2019 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

动在花果园购物中心举行， 同时启动

了“艾滋病检测月” 和“性病防治主

题宣传周”活动。

在宣传活动上， 市疾控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 检测是知晓艾滋病感染

状况的唯一途径， 倡导通过检测知晓

感染状况，进而采取治疗和预防措施，

有助于控制病情。

据了解， 现居住在贵阳的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 / 病人均已实现属地随访

管理服务， 在当地定点医院就可以领

取国家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和定期体

检。为能进一步做好随访及治疗，为感

染者和病人提供更及时有效的服务，

现已开始探索下沉至社区及乡镇的管

理模式。

据悉， 目前贵阳各医疗机构均开

展了 HIV筛查项目。 针对艾滋病疫情

特点， 贵阳市正在积极探索精准干预

防治策略， 继续推动扩大 HIV 检测，

通过不断努力来提高抗病毒治疗比

例，降低新发感染率和病死率，减少艾

滋病传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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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省气象台监测显示，

最近几日少了雨水助力， 我省的寒

意略有缓解。本周六将迎来“大雪”

节气，不过我省的雪已经等不及了。

3 日夜间到 5 日白天， 阴雨再次登

上天气舞台， 雨夹雪将由西北部逐

渐扩散至中西部，其中，4 日夜间到

5日白天，中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雪。

值得期待的是，5 日夜间至 8

日，各地晴好天气归来。但气温回升

的同时昼夜温差增大， 需注意防范

霜冻对农作物的不利影响。

雪花到来的同时， 气温也将有

所下降，最低气温将跌破 0℃。

具体预报为：3 日夜间到 4 日

白天， 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阴天有

小雨，西北部有雨夹雪或冻雨，并伴

有道路结冰，气温有所下降，其余地

区阴天间多云；4 日夜间到 5 日白

天，全省阴天有小雨，中西部地区有

雨夹雪或小雪，局地中到大雪，并伴

有道路结冰，各地气温有所下降。

本周后期，各地将暂别阴雨，开

启晴朗模式。 预计 5日夜间到 6 日

白天， 全省各地多云到晴， 气温回

升， 夜间到早晨局地有霜和雾；6日

夜间到 8日白天， 全省各地晴到多

云， 省的中西部和北部地区局地有

霜。 随着天气转晴，各地最高温将回

升到 10℃以上，但昼夜温差较大，比

如贵阳，届时最低气温将跌破 0℃。

贵阳市在 4日会受到冷空气的

补充影响， 夜间有雨夹雪或小雪天

气，地势高处有道路结冰；后期转为

晴好天气，夜间到早晨有霜。具体预

报为：3 日，阴天，气温 4~8℃；4 日，

阴天有雨夹雪或小雪，气温 2~5℃；

5 日，小雨转多云到晴，夜间到早晨

有霜或雾，气温 -1~7℃。

需要注意的是，6 日至 8 日，需

防范可能出现的大范围霜冻对农作

物的不利影响。 霜冻 （俗称 “打

霜” ） 指土壤表面和植物表面的温

度下降到足以引起植物损害或者死

亡的短时间低温冷害，常出现在秋、

冬、 春三季的低温及连阴天突然转

晴后。农业人员请关注天气预报，根

据作物特点， 降温前及时采取喷施

叶面肥、灌溉、覆盖、喷雾等预防措

施。（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本报讯 探究垃圾发电的奥

秘， 跟着申老师学写不一样的作

文，冬日里来一场热血的橄榄球训

练。 “行走的课堂” 本周又有 3 场

主题周末课活动与小记者们见面。

周五，贵阳晚报的小记者们将

走进主要从事垃圾焚烧发电的贵

阳中电环保发电有限公司了解如

何进行垃圾分类。 活动现场，小记

者们还将见到获得道德模范提名

的雷月琴老人，现场听她讲守护我

们母亲河的故事。

周六下午的“申老师阅读与写

作” 课如约而至。 在这堂非典型作

文课上，你能从名著、音乐、戏剧、

美术欣赏、 哲理故事中拓宽知识

面，丰富人生的其他内容。 若想提

高写作水平，提升文学素养，培养

对艺术的兴趣，爱上学习，那就赶

紧来听课吧。

美式橄榄球也称美式足球，是

橄榄球运动的一种，起源自英式橄

榄球，传入美国后规则改为采取攻

防线进行回合制争球、没有跑位限

制，且可向前抛掷传球。 小记者们

将来到赛点体育公园，在外籍教练

的讲解下，进行美式橄榄球训练体

验，英语流利的小记者还可直接对

话外籍教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时间：12 月 6 日 （星期五）下

午 14：30-16:30，14：20 开始签到；

活动： 贵阳中电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花溪区燕楼镇燕楼园区）；参加人

员：20 组小记者家庭；报名方式：关

注“贵阳小记者” 微信公众号（gy-

wbxjz），在后台回复“垃圾去哪了

+姓名 +学校 +年级 +电话” 。

时间：12月 7日 13:30-15:30；

地点： 贵阳市云岩区报业大厦 18

楼；参加人员：15 组小记者家庭 +5

组非小记者家庭；报名方式：关注

“贵阳小记者” 微信公众号（gyw-

bxjz），在后台回复“阅读作文班 +

姓名 +学校 +年级 +电话” 。

主题 C：美式橄榄球训练

时间：12 月 8 日 14：00-16：

40，13：30 现场开始签到； 活动地

点：赛点体育公园（金朱西路新世

界酒店对面）；参加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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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式橄榄球 + 姓名 + 学

校 +年级 +电话” 。

本报讯 12 月 3 日下午 14 时至

15 时，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感染

四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

师龙海，将值守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

热线， 针对如何科学应对艾滋病的话

题，与广大读者进行交流。

据龙海主任介绍， 艾滋病全称为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缩写为

AIDS）， 是由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艾滋病病毒、英文缩写为 HIV）引起

的一种传染病。 当艾滋病病毒侵入人

体后，会在体内不断复制，逐渐破坏人

体免疫功能， 使人体抵御疾病的能力

降低，易发生多种机会性感染和肿瘤，

最终导致死亡。

龙海主任说， 虽然艾滋病疫情在

我国处于低流行水平， 但防控工作形

势依然极为严峻。 据统计， 截至 2018

年底，我国艾滋病感染者约为 125 万。

截至今年 10 月底，我省现存活的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共 43076

例，死亡 17616 例，传播途径依旧以性

传播为主。

那艾滋病到底是如何传播的？ 早

期都有哪些较为明显的症状表现？ 艾

滋病的携带者与感染者之间又存在哪

些区别？ 目前有哪些方法可快速查明

是否感染艾滋病？ 如何正确对待艾滋

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预防

艾滋病？针对此类问题，12月 3日下午

14 时至 15 时， 读者可拨打热线电话

0851-85811234与专家交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 可关注

“贵阳晚报黔生活”（gywbysh） 微信

公众号后，将欲咨询的问题进行发送，

本报将把问题转给专家， 并在贵阳晚

报“健康森林” 版面刊登专家的相关

解答内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杰）

本报讯 由贵阳市精神文明办

主办、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承办的

“文明巡访·童眼看变迁” 系列主

题活动本周迎来第五站，小记者们

将亲手熬制姜汤，并在次日凌晨亲

手送到环卫工人的手中，给他们带

去冬日的温暖。

此次活动分两个时段进行，周

六下午每位参加活动的小记者需

准备 2 元钱，分组抽取任务，晚报

大记者将陪伴小记者采买姜、红

糖、杯子，并根据工序完成姜汤的

制作。

次日凌晨，小记者们需早早起

床，走上街道为一线工作中的环卫

工人送去亲自熬制的一碗热姜汤

和写有感谢话语的卡片，感谢他们

为城市的整洁付出的辛劳。小记者

们还将同环卫工人一起打扫卫生，

学习垃圾分类处理及利用。

活 动 时 间 ：12 月 7 日 14:

00-16:00，12月 8日 5:40-7:00。 活

动地点：7 日下午在小十字报业大

厦 26 楼， 次日凌晨在报业大厦小

广场。 参加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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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姜汤 + 姓名 + 学校 + 年

级 +电话”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本报讯 12 月 6 日至 29 日，渝

贵铁路贵阳北往返重庆西、 遵义共

增开 4趟动车组， 最大限度满足旅

客出行需求。

据了解， 这 4 趟动车组增开日

期均为 12月 6、8、13、15、20、22、27、

29 日，其中贵阳北至重庆西运行里

程 347公里， 贵阳北至遵义运行里

程 126公里。 具体增开车次和运行

时刻为：

1.重庆西至贵阳北增开 D8569

次，重庆西 17:42 开车，经停珞璜南

（17:55 到，18:05 开）、 綦江东（18:

22 到，18:24 开）、遵义（19:20 到，

19:22 开）、遵义南（19:35 到，19:37

开），20:15 抵达贵阳北， 历时 2 小

时 33分。

2.贵阳北至重庆西增开 D8570

次， 贵阳北 20:48 开车， 经停息烽

（21:11 到，21:24 开）、 遵义（21:51

到，21:53 开）、 桐梓东 （22:15 到，

22:17 开），23:18 抵达重庆西，历时

2小时 30分。

3.贵阳北至遵义增开 D8594 次

一站直达动车组， 贵阳北 20:13 开

车，21:00抵达遵义，历时 47分钟。

4.遵义至贵阳北增开 D8593 次

一站直达动车组，遵义 21:21 开车，

22:08抵达贵阳北，历时 47分钟。

另外，12 月 1 日至 12 月 4 日，

G8652次 （贵阳北 - 成都东）、

G8658次 （贵阳北 - 成都东）、

G8655次 （成都东 - 贵阳北）、

G8684/1次（贵阳北 - 峨眉山）等

10 余趟动车组重联开行，即两列型

号相同的动车组联挂运行， 运力增

加一倍。

铁路部门提示， 详情以车站公

告为准， 若有疑问请拨打成铁集团

客服电话“028-12306”咨询。

（高大华 曾秦）

熬一碗姜汤 送给环卫工人

全省各地昼夜温差较大，最低气温将跌破 0℃

节气未到雪先至 防寒更需防霜冻

当地市民在毕节七星关区三板桥街道灵峰社区山上赏雪

12月 1日，毕节多地降雪 韩贤普 摄

“文明巡访·童眼看变迁”系列主题活动第五站

小记者团 3场活动等你来参加

12月 6 日至 29 日

■新闻速递

■小记者活动

主题 B：申老师作文课

主题 A：垃圾去哪了

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

今日开讲

科学应对艾滋病

听听专家怎么说

“世界艾滋病日”

主题宣传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