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手熬一碗姜汤

慰问“城市美容师”

本报讯 亲手熬一碗姜汤， 温暖

“城市美容师” 。 昨日凌晨五点半，18

位晚报小记者冒雨为一线工作的叔叔

阿姨送去慰问，身体力行，体会了环卫

工作的不易。

11 月 30 日下午， 小记者们在民

生路农贸市场前集结。买姜又买糖，买

好了原材料， 小记者们撸起袖子开始

清洗生姜并切片，烧水，熬制红糖。

准备工作就绪后， 昨日凌晨五点

半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 小记者们以

喷水池为起点，兵分四路，为雨中坚守

在一线工作中的环卫工人送去自己熬

制的一杯杯热姜汤， 感谢他们辛勤的

付出。 同时，小记者们手持夹子、垃圾

袋，沿街捡拾垃圾，并进行垃圾分类，

以实际行动助力环卫。 还将作为宣传

员，告诉周围的人，珍惜环卫工人的劳

动成果，劝阻破坏环境的不文明行为。

（维娜 /文 胡家林 /图）

本报讯 日常不是背诵、跟读就是

听写，提到英语，总觉得枯燥。 昨日下

午，14 名贵阳晚报小记者来到开心蘑

菇城———立刻说，在“趣味英语” 活动

中，自觉自愿立刻说。

活动一开始，围绕着故事“史努

比” ， 展开了一场与外教远程视频交

流的英语盛会。 期间外教 Oscar 运用

小朋友通俗易懂的词汇和他们一一问

候。之后他围绕着故事情节，让孩子们

在游戏中学会不少单词及句型， 让小

记者们不断思考接下来故事的发展，

及自己所看到的事物。 鼓励小记者用

英语表达。最后，小记者们还和爸爸妈

妈一起用你比我猜的游戏回顾所学。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学习英语、敢说

英语。 （赵孟静 本报记者 孙维娜）

周末预约审车时间表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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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铁路客票预售期

最长为 30天的规定， 从 12 月 1 日

起，可以提前预订 2019年元旦小长

假的火车票了。

据了解，2019 年元旦小长假国

家放假时间为 2018年 12 月 30 日、

31日和 2019年 1月 1日，共放假 3

天；铁路元旦假期运输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29 日、30 日、31 日和 2019

年 1月 1日，共计 4天。

“预订元旦假期火车票可通过线

上和线下两大方式共 6 种渠道实

现。 ”贵阳火车站介绍，具体操作为：

三种线上方式： 预售期为 30

天，即 12月 1日，通过 12306 官网、

12306 手机客户端和电话订票

（95105105）三种线上方式，最远可

预订 12 月 30 日的车票；12 月 2

日，最远可预订 12月 31日的车票，

以此类推。

三种线下方式： 预售期为 28

天，即 12 月 3 日，通过全国各地火

车站窗口、 自助售票机和火车票代

售点， 最远可预订 12月 30 日的车

票；12月 4日，最远可预订 12 月 31

日的车票，以此类推。

据初步预测， 元旦小长假 4 天

铁路运输中， 贵阳三大火车站预计

发送旅客 29万人以上，以中短途探

亲、旅游客流为主，期间将出现两个

高峰。 第一个高峰，12 月 29 日、12

月 30日，其中 12月 30日为出行最

高峰， 当日贵阳三大火车站预计发

送旅客 9万人； 第二个高峰，1 月 1

日，为返程高峰，当日三大火车站预

计送客 7万人。

从客流流向看， 客流集中的方

向，省外为成都、重庆、广州、昆明、

长沙等城市，省内为六盘水、安顺、

盘州、草海、遵义、凯里、都匀等地。

（本报记者 曾秦）

3天假期，线上线下6种渠道可购票

元旦假期火车票正式开售

本报讯 成都至贵阳高速铁路

建设又迎主要节点———11 月 28

日，成贵高铁乐山至兴文段（下称

四川段） 正式启动联调联试工作，

向着全线 2019 年底开通运营又迈

进了一步。

此次联调联试的成贵高铁四川

段于 2013年 12月开工建设， 将对

轨道、路基、隧道、桥梁、通信、信号、

噪声振动、客运服务等 13个项目进

行检测。 据悉，成贵高铁全长 632.6

公里， 分为四川段、 云南段和贵州

段。其中，成都东至乐山约 117公里

线路已于 2014年 12月提前开通运

营。成贵高铁乐山至贵阳段，向东经

四川省犍为县、宜宾市、长宁县、兴

文县，云南省威信县、镇雄县，贵州

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大方县、黔西县

和贵阳市白云区，终至贵阳东站。

成贵高铁云贵段于 2013 年 12

月 25日开工建设，今年 10 月 10 日

开始铺轨，预计 2019年 5月底完成

铺轨，9月份开始联调联试，2019年

12 月底开通运营，届时，贵阳到成

都的铁路运行时间， 最快将压缩至

3小时以内。

成贵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

高铁网兰（州）广（州）大通道的重

要组成部分， 其在成都与西成高铁

相连，在贵阳与贵广高铁、沪昆高铁

衔接， 承担着西南地区省市间的城

际、区（县）际客流运输功能，同时

兼顾运输西北、 西南地区与华南地

区的长途客流，覆盖沿线 3600多万

人口， 对推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成贵高铁通车后，将结

束川南没有动车的历史， 是四川省

南向最快捷的铁路出海大通道。

（本报记者 曾秦）

成贵高铁四川段进入联调联试

云贵段预计 2019年 5月底完成铺轨，年底全线开通运营

由“东风”内燃机车牵引的检测列车先期上线“探路”检测

本报讯 11 月 30 日， 贵阳

市公安交管局车管所公布 12

月至明年 3 月周末预约审车时

间表， 供周末需要审车的市民

参考。

另外，为最大程度地方便居

住较为集中区域内车主办理审

车业务，云岩区宅吉路蛮坡附近

的时发检测站在每周六都可以

正常办理年检业务，观山湖区金

清大道附近的诚通检测站以及

经开区王武村附近的乾安检测

站实行“一周七天、周末无休”

服务。 各位车主可通过对应电话

或 “交管 12123” APP 进行预约

办理。

为解决“上班族” 的审车难

题， 贵阳市今年初推出周末预约

审车服务，截至 11月，通过电话、

“交管 12123” APP 等方式预约

检验车辆 632 辆， 完成检验 375

辆。 （本报记者 李强）

12月至明年3月

本报讯 丹寨县雅灰乡雅灰幼儿

园日前迎来了一群特殊的 “客人”

———摩登兄弟粉丝辣妈团。来自辽宁、

河南、福建、广东、贵州、安徽、四川等

地的十位母亲， 带着辣妈团几百名妈

妈的爱与责任， 到此开展为期 3 天的

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活动，并向 27 名困

难留守儿童捐赠衣物、食品、学习用品

以及必要生活用品。

据悉， 摩登兄弟粉丝辣妈团自今

年 7 月成立后， 一直持续关注国内儿

童的成长和学习。 此次走进丹寨做公

益，是因为团员刘春红 2015 年在雅灰

幼儿园支教时， 发现这里有很多小朋

友从小失去了母亲后与孤寡老人一起

生活，且生活非常拮据。当她把这里的

情况分享给辣妈团， 大家便毅然发起

了此次关怀山区留守儿童公益活动。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粉丝辣妈团

赴丹寨献爱心

参加“趣味英语”

敢用英语表达

本报讯 11 月 30 日，“多彩校

园·闪亮青春” 第十三届贵州省大

学生校园文化月活动之 “笑傲江

湖” 喜剧笑星争霸赛全省总决赛在

贵州大学举行。 历经 5 个月，70 场

海选，11场地州赛， 最后胜出的 52

支队伍共赴总决赛，展开最后角逐。

该赛事由贵州省教育厅主办、

中国移动贵州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11 场地州赛分别覆盖了安顺、贵

安、六盘水、黔西南、清镇、黔南、遵

义、铜仁、毕节、黔东南、贵阳。 地州

决赛评选出的地州十强也同样颁发

了奖励和证书。

大赛期间， 参赛选手们都秉承

着“你认真搞笑的样子很酷”的大赛

主题，持续将快乐发扬光大，用欢乐

感染着身边的人。表演的形式没有限

制，不管是模仿秀、哑剧、小品还是相

声，都能在比赛中看见。 能够突破重

围进入总决赛的队伍都是经历本校

海选、地州决赛脱颖而出的选手。

最终决出了冠军 1 名， 亚军 2

名，季军 3 名，优秀奖 4 名，单项奖

4 名，优秀组织奖 10 名。 大赛获奖

团队及组织高校均获得精致奖杯、

奖牌、荣誉证书以及丰厚奖金。

（本报记者 张鹏）

52支队伍 同台比拼“搞笑”

“笑傲江湖” 喜剧笑星争霸赛全省总决赛落幕———

晚报小记者：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