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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贵阳市全国文明城市

巩固提升“十进” 宣传活动启动仪

式暨 2018 年 “我们的节日·重阳

节” 万人健康舞展示活动，将于本

月 19 日在筑城广场举行。

本次活动由贵阳市委宣传部、贵

阳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

室主办，南明区委宣传部、南明区文

明办协办，贵阳日报融媒体集团有限

公司承办，旨在进一步提升贵阳市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提高广大市民

对创建工作的知晓率、支持率和满意

度，推动创建工作常态化。

当天，贵阳市将启动全国文明城

市巩固提升“十进” 宣传活动，同时

举行万人健康舞展示、创文公益广告

大赛优秀作品展示等。

据了解，“十进” 宣传活动以

“我参与、我共享、我快乐” 为主题，

广泛开展文明城市创建应知应会知

识进社区（小区）、进乡镇、进广场、

进公园、进窗口、进景点、进校园、进

家庭、进车站、进商户“十进” 宣传

活动。 工作人员将通过制作公益广

告、固定展板、社区（乡镇）宣传栏，

设计印制宣传手册、宣传折页、工作

手册、纸巾、环保袋等方式发放给市

民；组织社区志愿者、文明引导员、

中小学生、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走

进居民院落，开展入户宣传；通过广

场舞、小品、相声、舞台剧等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 广泛宣传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应知应会知识。 其中，《文

明我来》歌曲将被编排成广场舞，组

织社区居民广泛传唱。

另悉，在举行万人健康舞展示活

动前，贵阳市各区（市、县）将组织队

伍进行选拔， 参与人数将超过一万

人。 参加集中展示的 20支队伍是其

中的佼佼者。 （本报记者）

■新闻速递

贵阳将启动全国文明城市巩固提升“十进”宣传活动———

本报讯 又是一年重阳，神秘的

赤水河再度清澈， 仁怀市茅台镇迎

来新一轮的酱香美酒生产季。 10月

17 日，ZAKE 贵阳将联合仁怀市酒

业协会，直播祭水大典。

神秘的赤水河， 从每年端午浑

浊，至下半年重阳节前后，河水变得

清澈。 而此时， 赤水河岸边的茅台

镇，众多酒企已准备好糯高粱，准备

取水下沙（投料），开启新一轮的酱

香白酒生产。

端午制曲，重阳下沙，这一传统

酱香白酒酿酒工艺，与赤水河的自然

规律完全吻合。 由此，当地酿酒人敬

畏自然，视酿出的酱香美酒为天地人

和的产物，更尊崇人与自然的和谐。

为表达对自然的敬畏， 对传统

工艺的重视， 茅台镇酿酒人每年重

阳节，都要举行隆重的祭水仪式。古

老的祭水，传续了千年，从取水、迎

水、分水，到主祭人的确定，神秘感

与仪式感强烈。其中，子夜取水环节

的过程，则更少为人知。

10 月 17 日 9 时起，贵阳晚报、

ZAKER 贵阳联合仁怀市酒业协

会，将直播茅台镇今年的祭水大典。

同时，还将首次以记录视频方式，向

世人展现最神秘的子夜取水环节。

此外， 当天 19 时起，ZAKER

贵阳还将直播首届中国酒都酒歌

大赛。 据介绍，本次酒歌大赛的参

赛作品，是由仁怀市文联发起面向

全国征集的优秀作品，这次为首次

公开展演。

在当天的两场直播中， 还将设

置摇奖环节。 ZAKER 用户在观看

直播过程中， 将有机会获得价值

270余元的酱香美酒。 据了解，这批

酱香白酒由位于茅台镇的贵州永泰

酒业股份公司提供， 其生产的酱香

酒由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陈岩亲自

勾调，曾多次获奖。 （黄黔华）

关注 ZEKER贵阳直播，赢取酱香美酒

九月九 茅台镇取水煮新酒

本报讯 10月 13日，修文县长

领岗果蔬种植农民合作社广场以及

旁边的猕猴桃园里，人声鼎沸，热闹

非凡， 广场上还摆起了“农家杀猪

饭” 。原来，这里正在举行“百人公益

宴、同摘致富果” 活动，邀请广大市

民免费吃农家饭、摘原生态猕猴桃。

发起该活动的是平寨村脱贫帮

扶人、贵州省政协委员陈菊丽女士。两

个多小时，万余斤猕猴桃被抢购一空。

平寨村平均海拔 1300米，空气

清新，非常适宜猕猴桃的生长。2014

年， 贵州省政协委员陈菊丽到平寨

村定点帮扶，经过考察，她产生了一

个大胆的想法， 打破传统猕猴桃种

植模式，走精品路线。从 2014年起，

村农民合作社通过众筹形式，在平

寨村 1000 多亩土地上建起了原生

态猕猴桃基地。 村里的剩余劳动力

全部投入到生态猕猴桃基地。

“中午我们就在合作社吃，我

每天工资 100 多元，每亩还可以收

入 40000 多元。 ” 身着民族服装的

王书琼自豪地告诉记者。

经过三年的精心培育，今年，千

亩原生态猕猴桃基地迎来了大丰

收。生态猕猴桃果体呈长圆柱形，果

皮棕褐色，果肉翠绿色，果肉细嫩，

果汁丰富，清甜爽口，具有酸甜适中

的独特品质。前不久，陈菊丽利用自

己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和人脉关系，

向社会发出“百人公益宴、同摘致

富果” 倡议，邀请广大市民免费吃

农家饭、摘原生态猕猴桃。

13 日上午，100 多辆私家车以

及几辆中巴车搭载着数百市民闻

讯来到高山顶上的猕猴桃基地，吃

杀猪饭、摘猕猴桃，有的一次就采

购了 1000斤。 （本报记者）

本报讯 本周六，贵阳晚报小记

者团将携手“立刻说” 线上英语举

办首期活动，特招募 20名一至三年

级的小记者， 分成上午和下午两场

（每场 10人），连线“美国小学” 体

验到纯正美式教育。

在双师课堂上， 主办方将连线

欧美老师真人授课，线下中教老师配

合互动，通过趣味英语游戏，让小记

者们从发音、 词汇和句型三个方面

获得英语技能的提升， 同时激发学

生的想象力、表达欲，结合场景式操

练，培养英语语感，建立英语思维，

让学生能够立刻学、立刻用、立刻说。

另外，对于四、五、六年级的小

记者，也不要担心，这样的课程我们

将会在下月推出高年级课程。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本报讯 本周六， 贵阳晚报小

记者团将继续联手 “能力风暴” ，

招募 16 名小记者， 在机器人专家

的指导下， 拼装制作专属机器人，

并与其他选手一较高下。

活动中， 小记者们将首先在机

器人专家的带领下认识形态各异、

各式各样的机器人， 了解它们的工

作原理和拼装步骤。 待掌握了小窍

门后， 小记者们将分组进行机器车

和机械手臂的拼装。 完成天马行空

的拼装后， 小记者们将组队走上赛

道，比拼是否能敏捷地装货，绕开障

碍物，运输迅速，最先到达终点的机

器人获胜。 （本报记者 孙维娜）

百人公益宴，同摘致富果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六盘水市

政府新闻办、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2 年

至 2017 年， 六盘水市累计减少贫

困人口 78.85万人。

据悉，2012年至 2017年， 六盘

水市贫困人口已从 97.52 万人下降

至 18.67 万人， 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78.85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38.3%下降

至 7.34%，首次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截

止今年 7月底，六盘水市还有农村贫

困人口 20.34万人（含专项治理后增

加 1.67万人），贫困发生率为 8%。

10 月 17 日是我国第 5 个扶贫

日，也是第 26 个国际消除贫困日，

六盘水市将在“扶贫日” 期间开展

主题为“脱贫攻坚·‘贵’ 在行动”

的系列活动： 发出一份扶贫倡议

书；开展全国“扶贫日” 主题宣传

活动； 开展社会扶贫募捐活动；开

展访贫慰问活动；开展行业扶贫活

动；开展“中国社会扶贫网” 在大

连市应用活动。

据悉，通过广泛发动和组织社

会各界开展形式多样的扶贫济困

活动，将帮扶六盘水市贫困地区贫

困群众进一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营造全民参与、奉献爱心的浓厚氛

围，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推进

脱贫攻坚工作新格局。 （高松）

2012年至 2017 年———

六盘水市减少

79万贫困人口

连线欧美老师

体验美式教育

本周六， 晚报小记者团再

次掀起能力风暴

活动时间：2018年 10月 20日

活动地点： 云岩区水东路开心

蘑菇城三楼

招募对象：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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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 + 姓名 + 学校 +

年级 + 电话” 。 活动详见“贵阳小

记者” 微信公众号。

活动时间：2018年 10月 20日

活动地点： 云岩区水东路开心

蘑菇城二楼

招募对象：20 名小记者家庭

（一至三年级小学生）

活动方式：上下午半场，每场10人

报名方式：关注“贵阳小记者”

微信公众号（gywbxjz），在后台回复

“趣味英语 +姓名 +学校 +年级 +

电话 + 上午场或下午场” 。 活动详

情:详见“贵阳小记者”微信公众号。

本周六将招募20名小记者

DIY机器人

组队来竞技

■相关链接

本报讯 10 月 12 日，观山湖区

政府与黔西南州望谟县郊纳镇签

订“结对帮扶框架协议” ,向该镇

捐赠 200万元扶贫款。

根据协议，观山湖区将充分发

挥在产业、人才、市场等方面的优

势和经济辐射带动作用， 多渠道、

多形式、 全方位地对郊纳镇开展

“六大重点帮扶” ， 全力助推该镇

决胜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小康。

其中，在项目带动帮扶方面：至

2020 年，观山湖区每年向望谟县郊

纳镇投入 200万元帮扶资金， 用以

实施产业发展、旅游开发等扶贫项

目，切实带动当地老百姓致富取得

实效；就业带动帮扶方面，利用观

山湖区优势资源， 针对性开展专场

招聘， 为望谟县郊纳镇提供就业信

息和岗位技能培训。此外，还将在市

场带动帮扶、共享带动帮扶等方面

帮扶郊纳镇。 （张婷 张鹏）

年投200万元 助力脱贫攻坚

观山湖区对口帮扶望谟县郊纳镇

■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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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健康舞 展示新贵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