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00多小学生

参加寒假阅读

本报讯 感受浓浓书香，体会阅读

乐趣。 昨日，贵州省全民阅读“书香童

年” 系列活动的寒假专项阅读———

“花溪少年读书会十天深读计划” 正

式启动，3000 余名小学生参加到深读

活动中来。

此次活动由贵州省全民阅读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办，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贵阳教育关工委协办，《花溪·少年写

作》杂志与尚义小学、二戈寨小学、苗

苗实验学校、市府路小学等共同承办。

据悉，活动旨在通过共读与深读，

在浓浓书香中， 推动少年儿童阶梯式

阅读体系的建立。 此次活动以《花溪·

少年写作》杂志旗下“花溪·少年读书

会” 为载体，1 月 16 日至 1 月 26 日之

间， 读书会将通过阅读推荐、 阅读分

享、阅读打卡等形式，帮助同学们走进

书的世界，感到阅读带来的快乐、拓宽

视野，增长知识。

活动期间，“花溪·少年读书会”

每天向小书友发布推出共读书目《金

雨滴》 的共读任务和深度阅读指南。

小书友按要求，以“猜一猜、讲一讲、

画一画、做一做、写一写” 等方法，完

成当天阅读任务后提交任务卡。 与此

同时， 读书会每天都将在阅读群中向

小书友推荐一本适合他们阅读的书，

介绍书中写作方法、 阅读时应该关注

的点等。 此外，活动还开设了“好书微

推荐” 子活动，小书友可在群里进行

字数不超过 400 字的“好书微推荐” ，

向其他书友推荐各自喜欢的书， 还可

以将阅读中的好句、好片段摘抄下来，

在群中分享。 “花溪·少年读书会” 会

将摘抄的精华贴制作成“花溪少年读

书笔记”分享给更多的读者。

值得关注的是，在活动结束后，将

根据阅读打卡情况评选出表现突出的

小书友并给予奖励。另外，除在线参与

共读， 小书友还可以将自己撰写的

“好书微推荐” 文稿发送到邮箱

2768442504@qq.com 进行投稿。 从中

评出的优秀文稿，将刊登上《花溪·少

年写作》，同时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

奖 3名，三等奖 5名。

目前， 苗苗实验学校、 市府路小

学、二戈寨小学、尚义小学、清镇红枫

三小等多所学校

3000 余名学生已

积极地参加到寒

假十天深读活动

中来。

（孙维娜）

本报讯 16日起，人民大道（南

段）中环立交工程开始施工，施工

期间中环路将围挡占用双向最右侧

车行道及人行道进行施工， 双向围

挡封闭路段都是 400来米。

据了解，人民大道（南段）中环

立交工程主要是中环路玉厂路段往

花溪大道的贯通， 此次施工周期暂

定为 2019年 12月 31日结束。施工

期间中环路将围挡占用双向最右侧

车行道及人行道进行施工， 双向围

挡封闭路段都是 400来米。

据贵阳市交管局南明区分局

五中队民警任海介绍，为保证施工

期间该路段的有序通行，交管部门

现对施工方作出明确的要求与规

定。 施工期间，施工方须在中环路

玉厂路段双向匝道上各保留至少 4

米宽的车行道供车辆通行，同时中

环路双向施工围挡外用波形护栏

处，须各围出一条宽度至少 1.5 米

的通道保证行人通行。 此外，施工

方须安排协勤人员定点进行路面

通行的疏导， 做好夜间警示标志

和灯光设置。 施工车辆占道施工

时须错开每日早晚高峰期（早高

峰：7 点至 9 点； 晚高峰：17 点至

19 点）。

据了解， 第一阶段涉及的主线

桥和 11条匝道的施工内容，主要包

括土石方开挖、桩基、承台、墩身以

及梁体等，人民大道（南段）中环立

交建设完成后，将可实现人民大道、

中环路和花溪大道的互联互通。

南明交警提醒，中环路玉厂路

段匝道双向围挡施工，会对交通通

行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高峰期车

流量较大时，驾驶员行驶过程中一

定要随时注意路面的交通标志提

示，车辆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务必

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 按序

通行，切勿争道抢行，以免引发事

故造堵。

（实习记者 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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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酒出手不宜等 此时变现不吃亏

北京茅台收藏馆年终答谢宴火热进行

隆冬时节，贵阳天寒地冻，贵阳天怡豪生酒店七层

黄杨厅内暖意融融，北京茅台收藏馆在这里举行的老酒

变现活动进入年终冲刺阶段，收藏馆为市民精心准备的

年终盛宴开展得如火如荼，市民老酒变现也迎来了最佳

时机。

2018 年老酒市场出现了重大变化， 特别是进入今

年四季度，老酒价格下行趋势日益明显，这在老酒拍卖

市场上反映最为明显。 市场的震荡也让市民们对老酒何

时变现产生种种疑问。 这两年间，老酒市场逐步进入了

理性正规的轨道，老酒价格基本稳定。 今年价格下降通

道开启后，未来价格走低的趋势更为明朗。 老酒价格不

是与收藏年限成正比，起决定因素是多方面的。 单瓶老

酒在市民手中保存难度大，价值很容易缩水，如果全部

聚集到收藏馆进行展示陈列，那将会发挥聚沙成塔的效

应，对弘扬老酒文化意义重大。 收藏馆愿意为此付出较

高的代价去收购散落在市民手中的老酒。

此次， 北京茅台收藏馆正在开展的年终答谢盛宴，

并没有因为老酒市场价格的下行而调低收酒的价格，而

是在保持原来收酒价格的同时，相应的礼品赠送、现金

奖励等活动照常开展。 但此举毕竟只是暂时的行为。 如

果市民错过年底的这个机会，等到明年不仅老酒的价格

下降，相应的优惠活动也将没有，市民损失的将是真金

白银。 在观望中往往会丧失变现的最佳时机，在等待中

只能损失更多的现金。 有变现需求的人不妨先到收藏馆

看看再决定，这里有令你满意的变现价格，有多项礼物

现金赠送活动，有专业热情的专家接待，老酒变现宜早

不宜迟，北京茅台收藏馆这里是更高的价格、更优的服

务、更好的机会，等着你！

地址：枣山路 95号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杨厅。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灵

山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

广告

本报讯 昨日早晨 8时许，贵阳

迎来新年的第一场雪， 虽比不上

2018 年年度的雪量，但短暂这场雪

也足足下了十几分钟，呈现了一幅

瑞雪兆丰年的景象。

据贵阳市气象台监测，1 月 15

日夜间到 16日早晨，全市出现雨夹

雪或小雪天气， 其中在 16日早晨，

除花溪外，全市各地均出现小雪天

气；16 日 09 时，各区（市、县）气温

为贵阳 -0.8℃、 花溪 0.3℃、 白云

-1.2℃、乌当 0.2℃、清镇 -0.9℃、

修文 -1.4℃、 开阳 -1.8℃、 息烽

-0.5℃；除息烽外，其余各地地面温

度均在 0℃以上。

随后，久违的太阳在新年的首

场降雪后缓缓登场，气温迎来回升。

据监测显示，昨日（16 日），贵阳、

安顺、毕节等中西部地区最高气温

率先回升至 9—13℃， 其余地区为

5—7℃。

据省气象台预计，大好阳光还

将持续，17 日全省气温继续回升，

各地最高气温为 9—12℃， 但到了

18日大部地区又将出现小雨。

具体预报为：16 日夜间到 17

日白天，省的西部地区阴天间多云

夜间有零星小雨，其余地区多云，东

部地区夜间到早晨有霜和雾，全省

各地气温回升；17 日夜间到 18 日

白天，毕节西部、安顺、六盘水、黔西

南州等地多云， 遵义等地阴天有小

雨，其余地区阴天有零星小雨。

贵阳市 16 日夜间到 17 日白

天，多云，气温 0—12℃；17 日夜间

到 18 日白天， 多云转小雨， 气温

4—11℃；18 日夜间到 19 日， 阴天

有小雨，气温 3—8℃。

气象专家提醒，16日夜间到 17

日白天，东部地区将出现霜和雾，公

众注意关注最新天气及路况信息，

驾车注意减速慢行。 此外，17 日天

气较好， 大家可抓住晴朗天气及时

晾衣晒被。

（石奎 陈蕾 张晨）

贵阳昨日迎来新年第一场雪

省气象台：预计全省气温今日将继续回升，各地最高气温为 9—12℃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贵阳市公

安交管局获悉， 截至去年 12 月 31

日，贵阳市有 4131辆机动车因连续

3个检验周期未检验被强制报废。

据市公安交管局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 截至去年年底， 贵阳市共有

4131 辆机动车，连续 3 个检验周期

未审车。 按照规定，将被强制报废，

也就是说，上述车辆将不能再上路，

如驾驶员驾驶报废车辆， 驾驶证将

被吊销。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截至去年

底， 贵阳市逾期未检验的机动车共

有 21890辆； 检验有效期截至 2 月

28日的临界检验机动车共有 48820

辆，还有 2287 辆机动车临近连续 3

个检验周期未检验。这 2287辆机动

车如在 2 月 28 日前未取得机动车

检验合格标志，也将被强制报废。

（本报记者 李强）

交警提醒：会对交通通行产生影响，司机过往注意交通标志提示

中环路玉厂路段匝道围挡施工

贵阳去年强制报废4131辆机动车

“全民阅读·书香童年” 推出

“十天深读计划”

16日早晨贵阳市区披上一层薄雪

■新闻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