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记者在观山湖区金

华镇翁井村看到， 该村村民自种的

1000余亩杨梅相继成熟。 色泽艳丽的

杨梅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 据悉，

该村杨梅本周末便进入最佳采摘时

间，采摘周期约为 20天左右。

据了解，翁井村的杨梅是 20 年前

从乌当区阿栗村引进的， 前些年受交

通条件等因素制约，村民“散养”“散

卖” 的模式没能为该村杨梅打开销

路、树立品牌。 2018年，该村对全村杨

梅种植情况进行摸底后， 通过规划整

合、打造试点等方式，积极谋划杨梅产

业发展。目前，该村投入 3万余元打造

的乡村休闲旅游综合体试点已正式营

运，在该综合体，游客既可体验采摘杨

梅的乐趣， 还能享受绿色天然的农家

美食。截至目前，该综合体已累计接待

游客 5000余人。 （张婷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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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21 日， 记者从省

市场监管局获悉， 为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餐饮消费需求， 围绕大

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 我省将开

展餐饮业质量提升工程攻坚行动。

将“明厨亮灶” 纳入量化分级

评定指标，增大“明厨亮灶” 的推广

率。实现涉旅重点区域“明厨亮灶”

全履盖，打造我省餐饮业“明窗净

几，明厨亮灶” 的窗口形象，为多彩

贵州、全域旅游增光加彩。

改革餐饮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

理制度。 改进年度等级和动改革餐

饮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制度。 改

进年度等级和动态等级评定方式，

与信用评价、风险等级相结合，计划

评定 2019 年全省量化等级 A 级单

位总量达到 700 家以上， 真正将

“寻找笑脸就餐” 融入人民群众的

日常生活中。

进一步健全餐饮服务食品经营

许可、网络餐饮服务监管、餐饮服务

量化分级管理、学校(幼儿园)食堂

食品安全监管、民航运营、铁路运营

食品安全管理等规章制度。 加大对

无证餐饮和户外餐饮摊点整治力

度。 严厉查处使用来源不明食品原

料、病死或者死因不明、未经检验检

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及其制品

加工制作食品,严厉打击假冒伪劣、

掺杂使假、非法添加、超范围超限量

使用食品添加剂和购买使用“地沟

油” 等违法行为。

严格落实网络第三方平台和自

建网站的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安

全管理责任， 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

平台分支机构备案率达到 100％。

以国家法定节日及学生暑期为

重点时段， 以全省旅行社协议餐饮

单位为重点对象， 全面整治旅游景

区(点)及周边食品经营单位，规范

旅游景区食品经营秩序， 提高旅游

景区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我省餐饮业质量提升工程攻坚行动启动———

本报讯 6 月 21 日上午， 仁怀

市 2019年“鹏彦杯”酱香白酒行业

首届踩曲技能大赛，打破传统行政

区域限制，在赤水河畔的茅台镇举

行。当天，主办单位还宣布启动“踩

曲姑娘”选拔、酒令猜拳争霸赛。

本次技能大赛由中国酒业协会

指导，仁怀市总工会、仁怀市文体旅

游局主办，遵义市及仁怀市酒业协

会协办。

活动主办方称，开展踩曲技能

大赛，目的是推动酱香白酒行业技

术骨干人才培养和选拔，为传承酱

香白酒传统工艺储备技术力量，弘

扬工匠精神。

本次踩曲技能大赛，以酱香白

酒行业为概念，打破了传统的行政

区域限制。 大赛共有来自仁怀市、

习水县、 金沙县的 41支踩曲队伍，

在茅台镇 1915广场参与角逐。

当天，经过多轮次竞争，最终来

自习酒、汉台、酒中酒、金酱、怀庄的参

赛队伍，分获一、二、三等奖；习酒、汉

台、 酒中酒获得“踩曲技能英才团

队” ，金酱、怀庄、珍酒、英雄渡、无忧、

钓鱼台获得“产区踩曲技术能手” 。

以仁怀市为中心的酱香白酒生

产， 有着独特而严格的生产工艺。

其中，每年端午节前后高温环境下，

女子踩制曲块，是酱香白酒众多神

秘工艺中的重要部分之一。

曲为酒之骨。 一块好的酒曲，

是酿造优质酱香白酒的关键。 专业

人士说，之所以有女子踩曲，是因她

们心思细腻， 更适合这一细致的工

作。同时，这也是整个酱香酒制作过

程中“最轻松” 的体力活。

当天，主办方还宣布启动“踩

曲姑娘” 选拔大赛，在 35 岁及以下

的女性中筛选踩曲能手。 活动将持

续到今年 9月上旬， 最终产生十名

技术优秀的踩曲女工， 作为仁怀酱

香行业形象大使。

此外，为弘扬酒文化，主办方还

宣布， 即日起将在全国开展酒令猜

拳争霸大赛。 各省、市、自治区产生

的优胜者， 将在今年 10月上旬，在

仁怀市参加总决赛。

（本报记者 黄黔华）

仁怀举行首届踩曲技能大赛

同时启动“踩曲姑娘”选拔、酒令猜拳争霸赛

一名女工正在转运曲块

本报讯 来自遵义高速交警的消

息称，从 6 月 25 日起，娄山关隧道将

分别实施单侧封闭施工，共计 20天。

据介绍，从 6 月 25 日开始，位于

兰海高速汇川区、 桐梓县两地交界的

娄山关隧道，将分别实施封闭施工。其

中，6 月 25 日至 7 月 4 日， 为重庆往

遵义方向封闭施工。 7 月 5 日至 14

日，为遵义往重庆方向封闭施工。

封闭施工期间， 另一侧隧道将实

行单侧双向通行， 车辆通行速度将会

受到影响， 交警提示过往司机提前作

好准备，或绕行 G210 国道，或改走其

他线路。

双向全长 4 公里的娄山关隧道，

是兰海高速遵义段 4 座少有的长隧道

之一。自建成通车以来，该隧道还是首

次如此大规模维修。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本报综合消息 6 月 20 日下午

5 时， 贵阳地铁 2 号线浣纱路站顺

利封顶。 按照计划，2号线预计将于

2020年建成通车。

浣纱路站全长 454米， 为地下

两层三跨岛式站台车站，局部为三层

结构（换乘节点处）。 采用半幅顶板

盖挖顺作法施工，共计 19个施工段。

据悉， 地铁 2 号线线路全长

43.8 公里， 其中 2 号线一期工程

（七机路口站—油榨街站），主要为

南北走向；2号线二期 (油榨街站—

水淹坝站)线路长 12.8公里；2号线

北延段（七机路口站—沈官站）线

路长 3.4公里，共延长 16.2公里。

具体站点：

七机路口站、云峰路站、白云

行政中心站、南湖路站、金岭路站、

金朱西路站、诚信路站、观山西路

站、兴筑西路站、水井坡站、长岭路

站、茶园村站、金鸭村站、马王庙

站、北京西路站、三桥站、二桥站、

客车站、紫林庵站、延安路站、阳明

祠站、省医站、观水路站、油榨街

站、贵钢站、富源北路站、森林公园

站、龙洞堡站、机场站、小碧站、云

盘村站、水淹坝站。（具体站点以开

通后名称为准）

贵阳地铁2号线又一站点封顶

本报讯 昨日下午，20 多名贵

阳晚报小记者齐聚贵州美术馆，他

们在专业画家的引导下，尝试了做

一个大型画展的小小讲解员。 这也

是省美术馆第 46期公益教学活动。

据悉，这个画展，是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贵州美术大展暨第十

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选拔展，陈列

了数百幅贵州画家的作品，堪称美

术盛宴！

在贵州画院专职画家李丰老师

的带领下，小记者们进入展厅，分别

领略了国画、版画、油画的风格和作

品介绍，有近一半的小记者在学美

术， 这一长见识的机会十分难得！

大家第一次近距离认知了版画，并

了解到版画的制作工艺，更见到了

许多优秀美术作品。

听讲结束，李丰老师选择了讲

解过的四幅油画展品，让小记者分

为四组稍作准备，然后每人尝试给

大家讲解，不少小记者第一次在大

庭广众之下讲解，很紧张，他们努力

稳定心绪，基本上完成了简单的解

说，博得了大家的掌声。 也有个别

小记者准备不足，讲解不太成功。

试讲后，美术馆给小记者安排

了一个现场作画的活动，每人画一

幅画，画出心中贵阳的未来。 李丰

老师还给每位小记者赠送了自己的

作品画册做纪念。

活动收尾时，贵阳晚报资深记

者作了总结，他说：“大家参加这次

活动，就是要锻炼自己的胆量、专注

力和表达能力。 做得好的同学，继

续进步；没有做好的同学，可以总结

经验教训，以后会逐渐做好。 回到

家以后，大家把参加活动的心态写

出来，兴奋也好，忐忑也好，都可以

写，以讲故事的形式写得生动活泼，

争取稿件能登在贵阳晚报上！ ”

（本报记者 聂俊）

踩曲竞赛现场

晚报小记者 学当讲解员

省美术馆第46期公益教学活动———

一名小记者在为大家讲解油画展品

■新闻速递

观山湖区翁井村

千余亩杨梅熟了

本周末进入最佳采摘时间，

采摘周期约为 20 天左右

餐馆须“明窗净几 明厨亮灶”

兰海高速娄山关隧道

即将单侧封闭施工

仲夏时节，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丹寨县兴仁镇烧茶村的

2000 多亩蓝莓种植基地进入采摘期，

村民忙着采摘、分拣、运输蓝莓，喜获

丰收的蓝莓园里一派繁忙景象。

近年来，丹寨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着力发展蓝莓种植产业，并以企

业带动让产销不愁。 截至目前，丹寨县

蓝莓种植达 2万多亩，为当地群众增产

增收提供产业保障。 杨武魁 吴如雄

贵州丹寨

蓝莓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