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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市轨道集团公司设

计、勘察、监理等单位组成的验收小

组近日对轨道交通 2号线一期油榨

街站 1号出入口进行了开挖前条件

验收，这意味着该站即将正式开挖。

油榨街站为地下两层岛式暗挖

车站， 于 2016 年 7 月开始进场建

设，目前车站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

正在开展相关附属工程施工， 其中

车站 1号出入口作为第一个施工的

附属工程，长 57.18 米，宽 7.2 米，

基坑深 16.4米，根据安全施工的要

求，在实施车站第一个附属工程前，

专家进行了施工前条件验收， 以规

范后续附属施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芳）

本报讯 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

部指导、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的 2019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将于

7月 30日正式开幕。

本届文化艺术节围绕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推出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 8 项主体活动以及系列

活动。 由贵州省话剧团与浙江省话

剧团联袂打造的红色题材话剧《雄

关漫道》将作为开幕剧目，进行专

场演出。 艺术节期间，将有交响乐、

芭蕾舞剧、吉他弹奏等多种形式的

艺术展演。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是贵州

省规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省级综

合性文化艺术盛会，现已成功举办

了三届，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和

优秀人才，在逐步成为贵州省展示

新时代贵州精神、多彩贵州文化的

艺术盛会，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发展、满足人民日益正常的精神

文化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艺

术节的举办恰逢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 将充分展示近

年来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和文艺

工作者的精神风貌， 努力办成一

届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 让人民

满意的艺术节， 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营造良好的社

会氛围。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开幕式演

出由贵州省话剧团与浙江省话剧

团联袂打造的红色题材话剧《雄关

漫道》专场演出开幕。 该剧以当代

人的视角和当代人的戏剧方式，将

“湘江—遵义” 这一段长征中极为

独特与严峻的历史浓缩为舞台上

的两个半小时，讲述了红军先驱们

在遭遇湘江惨败、强敌围追堵截的

境况下，先面临“路在何方” 的迷

惘、困惑、焦灼、痛苦，而后在血海

尸山中爬起，坚定住信仰、真理和

人民的力量一往无前，最终走向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

转折。

此外，2019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

节优秀舞台剧目展演、 西部优秀话

剧演出季、交响音乐季、系列画展、

第十二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

展、黔·视界非遗文化艺术周、文艺

评论等主体活动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贵州省第四届农民画大

赛” 、“我眼中的新时代” 群众网络

摄影大赛、“夕阳红”优秀舞蹈作品

展演、 非遗展演等多彩贵州现代舞

周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构成本届

艺术节的内容。

贵州将致力于把“多彩贵州文

化艺术节” 这张文化品牌做大、做

强、做精，成为贵州旅游版块吸引外

地游客的重要力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杜立）

将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推出8项主体活动以及系列活动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明日启幕

本报讯 日前记者获悉，2019

贵阳房交会宣传手册已经印制完

成，通过本手册，市民可以全方位掌

握本届房交会的各项动态。

2019 贵阳房交会，由贵阳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贵阳市文化和旅

游局、贵阳市民政局、贵阳日报传

媒集团指导，贵阳市房地产业协会

主办，贵州省房地产业协会、贵州

省家具协会、贵阳市房地产中介机

构管理行业协会、贵阳市物业管理

协会、贵阳市燃气协会、贵阳市房

屋征收协会、 遵义市房地产业协

会、遵义市房屋征收协会、安顺市

房地产业协会、毕节市房地产业协

会、六盘水市房地产业协会、黔南

州房地产业协会、黔西南州房地产

业协会、 铜仁市房地产业协会、清

镇市房地产业协会支持，承办单位

是贵州启程会展有限公司和贵阳

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多年来，贵阳房交会作为贵州

房地产展会市场的金字招牌，已经

拥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和强大的公

信力， 在 2018 年度中国展览数据

统计报告中，133 个细分行业项目

按展览面积排名， 贵阳房交会在

全国房地产业中排名第三。

作为本届房交会的宣传窗口和

索引，目前房交会推介手册已经印制

完成。 8月 3日、4日，房交会走进天

河潭景区推介时，手册将在现场免费

发放，8月 10日、11日将在安顺推介

发放，每地发放 300册。此外，组委会

还将安排一些放进贵阳的各大酒店，

进入客房，数量大概 300 册，在展会

开幕时，在现场还将发放上千册，方

便市民以“俯瞰视角” 全方位了解

此次盛会， 手册也能作为观展攻略

来使用。 （余珉琨 商昌斌）

一册在手 俯瞰房交会

2号线油榨街站 出入口开挖

2019贵阳房交会推介手册即将发放———

2019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活动期间展演项目海报

本报讯 7 月 26 日， 第四届中

国绿化博览会（简称“绿博会” ）

第一个室外展园———陕西省展园

在都匀市正式破土动工。 此举标志

着中国绿博会展园建设工作正式

启动， 其余的 54 个展园也将陆续

开建。

据建设方介绍，已开工建设的

陕西省展园，将以绿博会“以人为

本，共建绿色家园” 的永久主题和

本届绿博会副主题 “绿圆中国梦，

携手进小康”为引领，以“绿水青山

新画卷 生态文明新标杆” 为具象，

以盛世唐风、秦岭四宝、灞柳飘絮、

竹林晚景等景点为载体，致力打造

一个既有历史底蕴，又有现代活力

的网红展园。

第四届绿博会根据 “绿水青

山新画卷、生态文明新标杆” 的定

位，以山水林田湖草为基底，以绿

色循环低碳为导向，以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向往为目的，采取“范式传

承、顺势设计” 策略，多元空间营

造手法，彰显“自然溪谷、田园生

活、滨河休闲、溶洞探奇和谷地民

居” 特色，打造山、川、湖与亭、廊、

榭互补交融的滨水景观，构建集生

态、康养、博览、休闲、文旅于一体

的画卷型城市“绿心” ，打造山清

水秀、山水相连、天人合一的生态

新示范。

据悉， 绿博会由全国绿化委

员会、 国家林业局和承办城市所

属的省级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每

5 年举办一届， 是我国绿化领域

组织层次最高、展示内容最丰富、

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博览会，被

誉为中国绿化领域的 “奥林匹

克” 。

2017 年 10 月 12 日， 全国绿

化委员会、 国家林业局向贵州省

人民政府致函，确认 2020 年第四

届中国绿化博览会由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承办。据了解，五年一

届的绿博会落户都匀市， 系第一

次落户在西部地区、 民族地区和

非省会城市。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仁东）

中国绿博会 正式进入建园阶段

第一个室外展园在都匀市破土动工———

本报讯 7 月 26 日， 贵州万心公

益基金会成立暨“万心善行” 慈善项

目启动仪式在贵州大学举行。 “万心

善行” 公益项目将为家庭经济困难的

先天性心脏病患病儿童提供公益资

金，项目首期启动资金为 200 万元，计

划在 3 年时间救助 500 名左右贫困家

庭心脏病患儿。

启动仪式上， 贵州万心公益基金

会正式揭牌。 万心公益基金发起人之

一、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万峰教

授表示，“万心公益基金会” 一方面是

要为贵州贫苦家庭先心病患儿和心血

管疾病患者提供医治， 另一方面基金

会将持续开展医疗技术帮扶活动，资

助贵州的医学生完成学业， 并以基金

会为平台， 促进贵州与发达地区高水

平医生和医疗机构合作， 建立医疗帮

扶长效机制。

据了解， 贵州万心公益基金会由

北京、上海、贵州等地的知名心脏外科

专家、心血管外科专家共同组成，基金

会以心血管疾病救助和心血管专业培

训为特色， 将致力于建立一个帮扶救

治云、贵、川、湘贫困偏远地区心血管

病人和基层心血管医生培训教育的公

益组织， 为填补贵州地区在医疗技术

和经济帮扶方面的缺口助力。

据悉，“万心善行” 公益项目由贵

州省慈善总会和贵州万心公益基金会

联合发起， 旨在推动西部地区医疗慈

善事业的发展， 为贫困家庭伸出援助

之手，避免或减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

的现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本报讯 7 月 27 日， 由贵州省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贵州省文化厅、贵州

省教育厅等联合主办的 “‘中天未来

方舟杯’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

周年” 第二届贵州青年美术双年展开

幕式在中天美术馆举行， 展览共展出

全省青年美术家作品和特邀名家作品

200余幅。

开幕式现场还为获奖者现场颁发

了荣誉证书。据悉，举办“‘中天未来方

舟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周

年” 第二届贵州省青年美术作品双年

展，旨在回顾、展示建国 70 周年、特别

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多彩贵州发生的

巨大变化和贵州青年美术取得的成果。

而从这次入选和获奖的作品看，

表现建设成就的主题思想作品， 都能

遵循美术创作规律，做到思想性、艺术

性的有机统一。 这次展出的 200 余幅

作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大尺幅作品，

这是之前青年美展少有的。 值得一提

的是，这次展览增加了雕塑作品。

据介绍，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8 月

20 日，感兴趣的市民可前往中天美术

馆（方舟戏台旁)免费参观。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200万公益资金

救助心脏病患儿

200余幅作品

等你来欣赏

第二届贵州青年美术双年展

在中天美术馆开幕

“万心善行” 慈善项目启动

■新闻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