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活动要连续举办 3年

本报讯 “世界儿童日” 即将到

来，昨日，由《健康时报》社主办、贵

阳市妇幼保健院承办的“中国儿童

生长发育健康传播行动 - 贵阳站”

在贵阳市举行。 医院负责人、儿科、

儿保专家、媒体代表、孩子和家长等

约 200人参与了本次活动。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

科刘毓主任介绍，大部分矮身材青少

年儿童都存在自卑、抑郁等不同的心

理障碍，有的孩子甚至因此厌学。

同时，网络调查显示，家长对儿

童生长发育知识的了解非常不足，

很大一部分家长不知道孩子生长发

育的基本规律， 部分家长在孩子生

长迟缓时盲目等待，固守“晚长” 老

观念，更有家长在孩子身高偏矮时，

会考虑使用增高保健品等。

刘毓主任强调， 儿童的生长发

育是有规律的， 正常儿童不同时期

生长速度不同， 一般足月出生时身

长 50 厘米， 小于 47 厘米则提示有

宫内生长迟缓； 生后第一年增长 25

厘米，第 2 年增长 10 厘米，第 3 年

至青春期开始生长速度为每年平均

5-7厘米， 青春期每年增长 8-12厘

米，持续 2-3年。 一般 3岁以前每年

生长小于 7厘米，3岁到青春期以前

每年生长小于 5 厘米， 青春期以后

每年生长小于 6 厘米时， 就认为生

长速度减慢， 应及时就诊， 及早干

预。 同时专家提示，长高保健品并不

可信。 （本报记者 张梅）

本报讯 11月 17日，13 年举办

一次的苗族鼓藏节在台江县反排村

拉开序幕。

节日期间有苗族鼓藏节启动仪

式、斗牛比赛、拦门酒、多声部情歌、

篝火晚会、反排木鼓舞、芦笙舞等苗

族文化精髓呈现。

苗族至今留存着丰富、 独特的

民族习俗， 尤以在台江的表现最为

集中， 最能表现苗族宗教文化特性

的活动，也当数鼓藏节。

鼓藏节又称“吃鼓藏” ，一般隔

13 年举办 1 次，是苗民以“姜略”

（社或盟）血缘氏族为单位，共同祭

祀祖宗的大典。

鼓藏节，每届要连续举办 3 年

的活动才算完结。 其规模之宏大，

形式之奇特，寓意之丰繁，堪称华

夏民族文化之一绝。整个活动规模

隆重，仪式肃穆，充满原始意识与

习俗，充分展示了苗族先民的社会

文化和朴素的信仰观念。

据悉， 反排村自然风光独特，

生物种类多，反排木鼓舞曾多次应

邀前往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献

艺，被称为木鼓舞之乡；反排多声

部情歌唱响中外，并多次拿奖。

（张强 本报记者 吴如雄）

本报讯 11月 17日， 应部分高

三学生家长的要求，2019 年度贵阳

晚报高考公益讲座第一期在贵阳日

报传媒集团报业大厦会议室开讲。

本报分管教育宣传版块的副总编龚

毅与贵州大学副教授王晓红为现场

50 名家长解析，2018 年高考录取的

一些特点以及家长应该如何着手为

孩子规划学习生涯。

据介绍，今年我省共有 44 万多

考生报名参加高考， 普通高校招生

录取工作于 8 月 20 日结束，38.49

万名考生被各级高校录取。 根据一

分一段表显示，600分以上高分考生

相较 2017 年，数量大幅提升。 这一

方面说明了我省高中教育质量的提

升， 另一方面部分高分考生由于定

位偏差导致了与心仪高校失之交臂

的案例屡见不鲜。

由于部分家长从未经历过高考

志愿填报，龚老师建议大家，首先要

了解接受高等教育的所有方式，比

如统招、自主招生、艺考、国家专项

等； 其次要了解不同类型招录的重

要时间点，比如空军招飞、自主招生

等所要求报送材料以及体检的时间

安排； 第三， 家长要了解孩子的成

绩、志向以及身体条件；第四，从现

在开始收集、 比较报考目标学校以

及专业的相关信息。

王晓红老师是贵州大学的硕士

研究生导师。从 2001年起，每年高考

季他都利用业余时间热心指导家长

填报志愿。 他从 10个方面讲解填报

志愿的误区与应对策略，其中包括研

读各校招生章程；明确优先选院校还

是选专业；理性择校、合理定位；适合

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慎重选择定位；

志愿、专业之间要有梯度；如何确定

二、三本；填报要注意分数级差；是否

服从调剂；一定要有保底学校。

结合自己所从事的测绘专业教

学， 王晓红老师还给家长讲解了大

类招生、校内转专业、理性对待冷热

专业以及研究生培养方面的一些特

点和注意事项。

据悉，2019 年度的公益讲堂活

动计划开展 15 场， 从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2 月，每月举办一场。

2019 年 3 月至 5 月， 每月举办两

场，6 月举办五场讲座。每期讲座将

邀请高校招办负责人、 学科教授、

志愿填报研究专家、知名企业人事

部门负责人等， 内容涵盖职业规

划、志愿填报政策讲解以及高校学

科分类等。 （张丹丹 杨明闻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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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阳市人

才服务中心获悉，11月 24日贵阳市

将在贵州丽豪大饭店举行第 23 届

“爽爽贵阳聚英才” 中高级人才封

闭洽谈会。此届洽谈会上 15家入场

单位将提供 90 个招聘岗位，计划招

聘 203 名管理和技术人才。 这将是

今年贵阳举办的最后一场高洽会。

据主办方介绍，为进一步提升

中高级人才封闭洽谈会为用人单

位和中高级人才服务的精准性，发

挥人才服务中介机构的市场作用，

年前最后一场高洽会继续由瑞德

人力负责具体承办。 根据用人单位

报名情况，经主办方审查、筛选，在

已经确定的 15 家入场招聘单位

中，既有贵州知名药企贵州汉方药

业有限公司、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

公司、贵州一树连锁药业有限公司

等大健康企业，又有新兴的贵州易

鲸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贵州爱信

诺航天信息有限公司、贵州贵能移

动新能源有限公司等大数据和新

能源企业；既有传统的贵州酱之父

酒业有限公司、贵阳市奶品供应有

限公司、贵州国安社区智诚连锁购

物有限责任公司、贵州中祥泰富商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贵阳标书王

快印有限公司等生活服务企业，也

有贵阳市云岩区新东方培训学校、

普诚正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这样

的教育和咨询企业；还有贵州中科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贵州黎阳装备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这样的传统制

造和技术企业。

据了解， 本届洽谈会的 90 个

招聘岗位为求职人才提供了丰富

的选择空间， 既有运营副总裁、董

事长助理、总经理助理、市场总监、

营销总监、法务总监、人力行政经

理、财务经理等管理岗位，也有给

排水工程师、 机电造价工程师、暖

通工程师、强弱电工程师、注册造

价工程师、 英语教师等技术岗位，

还有高级软件开发工程师 / 架构

师、

Java

应用前端开发工程师、

Java

开发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大数据

技术实施工程师、云计算开发工程

师、产品安装部署工程师、数据工

程师、售前工程师等互联网热招职

位， 具体招聘岗位的岗位职责、任

职资格要求、薪资待遇，求职人才

均可通过贵阳人力资源网和贵州

今日招聘微信公众号查询了解。

本届高洽会将继续采用预先

验证、现场封闭、单独洽谈模式，保

证供需交流双方高对应、 高层次、

高保密洽谈， 凡大专 5 年以上、本

科 3 年以上工作经验， 或硕士、海

归人才、具中级以上职称人员或具

有国家注册执业资格人员以及符

合用人单位招聘岗位需求的广大

人才均可免费参会洽谈。

（邓丽娜 孙维娜）

贵阳将举办今年最后一场高洽会———

90个高端岗位 等你来应聘

晚报高考公益讲堂开讲啦！

专家支招高考志愿填报

13年一次的“鼓藏节”拉开帷幕

“中国儿童生长发育健康

传播行动 - 贵阳站” 举行

专家呼吁

孩子身高趁早管

本报讯 11 月 20 日，贵阳市将

举 行 2018 贵 阳 市 世 界 儿 童

日—————“点亮城市·点亮儿童未

来”主题活动。

此次活动包括贵阳市 2018 世

界儿童日启动仪式、 亮灯活动及各

中小学、幼儿园分会场主题活动等。

启动仪式上， 自愿参加活动的

200 名儿童代表将共庆世界儿童

日， 我市将发起创建儿童友好型

“可持续发展国际示范城市” 及示

范社区相关倡议。 亮灯活动定于 11

月 20日 20点整开始，持续 1 小时。

届时， 将在南明区双子塔和观山湖

区金融城亮蓝灯并显示“世界儿童

日”“点亮儿童未来” 主题标语，其

余市政及区级亮丽工程标志性建筑

物同时亮灯， 共同向市民宣传关爱

儿童的理念。我市中小学、幼儿园将

结合实际， 围绕活动主题开展主题

班队会、社团主题活动，并通过官方

微信平台、宣传栏、黑板报，向学生

和家长宣传讲解“世界儿童日” 的

由来和意义。

此次活动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驻华办事处主办，市妇儿工委承办，

市委宣传部、市妇联、市教育局等单

位协办， 旨在响应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的号召， 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关注

儿童的生存、发展与权利保护。

（本报记者 庭静）

贵阳主题活动

明日“点亮”

打粑粑表演

“高山流水”

在节庆中编草鞋

芦笙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