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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由团省委、省文明

办、省民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

联、省志愿者协会联合举办的第五届

贵州省文明旅游志愿者形象大使大

赛总决赛落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 15

名文明旅游志愿者在比赛中用舞姿、

歌声、微笑展示当代青年的青春风采

和多彩贵州的民族色彩。

据了解，本次大赛自 7 月 1 日启

动以来， 吸引了省内外共 6000 余名

选手报名参赛， 网络浏览量达 240

余万。 通过初赛、赛区决赛、半决赛、

《成长之路》 真人秀淘汰赛等层层

选拔，15 名选手脱颖而出。 现场 15

位选手通过秀动青春主题服装表

演、《我是文明旅游志愿者》演讲和

个人才艺展示等环节展开竞争，生

动展现了文化和艺术的结合， 青春

与激情的飞扬， 体现了大赛文化的

传承和创新的旅游文化主旨， 彰显

了青年志愿者的青春活力、 礼仪素

质等良好的精神面貌。

通过激烈的角逐，陈诗宇荣获第

五届贵州省文明旅游志愿者形象大

使大赛冠军，罗欢、罗超越荣获第五

届贵州省文明旅游志愿者形象大使

大赛亚军，何琪、万宪宇、刘奕岑荣获

第五届贵州省文明旅游志愿者形象

大使大赛季军。

据悉，自 2016 年以来，团省委、

省精神文明办、省文化和旅游厅、省

文联、 省志愿者协会已连续举办五

届贵州省文明旅游志愿者形象大使

大赛， 吸引全国 16000 余名有志青

年报名参赛， 千万人次通过现场与

网络观看关注大赛， 评选出杨西音

子、王美均、阿音坊组合、杨思宇等

84 名贵州省文明旅游志愿者形象大

使，发掘和培育了一批文明旅游优秀

人才。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6名优胜者 将为贵州旅游代言

第五届贵州省文明旅游志愿者形象大使大赛决出前三甲

贵阳两趟高铁 直达深圳福田

本报讯 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0 月 17 日至 11

月 1日，成都东站往返深圳福田高铁

站增开 2 趟高速动车组列车且均经

停贵阳东站，这意味着从贵阳东乘坐

这 2 趟动车南下可直抵亚洲最大的

地下火车站———福田站。

据了解， 这 2 趟动车车次为

G4511 次、G4512 次， 经由成贵、贵

广、广深港三大高铁干线运行，每趟

运行里程 968 公里， 由 “和谐号”

CRH380A 型重联动车组担当运营

列车，每趟列车定员 1112人。具体开

行日期、运行时刻、经停站点分别为:

� � � � 1、10 月 17 日至 10 月 31 日，成

都东 - 福田加开 G4511 次， 成都东

9:50开车，经停乐山、宜宾西、贵阳东

(13:05到，13:09开)、桂林西、肇庆东、

广州南、虎门、深圳北等 8 站，当天

18:23抵达福田， 其中贵阳东至福田

历时 5小时 14分钟。

2、10 月 17 日至 11 月 1 日，福

田 - 成都东加开 G4512 次列车，福

田 10:20 开车，经停深圳北、虎门、广

州南、肇庆东、桂林西、贵阳东(15:37

到，15:41 开)、宜宾西、乐山等 8 站，

当天 18:56 抵达成都东，其中贵阳东

至成都东历时 3小时 15分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福田高铁站

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南侧福华

一路与益田路交叉口， 深埋地下平均

深度达 32米，是中国第一座地下火车

站，也是亚洲最大的地下火车站。

福田站为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管辖的一等站，2015 年 12

月 30日开通运营， 建筑总面积 14.7

万平方米， 候车层面积 4.6 万平方

米，站场规模 4 站台 8 线，地下二层

候车室可同时容纳 3000 名旅客候

车。 该站是广深港高铁重要节点，可

换乘深圳地铁 2 号线、3 号线和 11

号线 ， 规划中的深惠汕和深江两条

城际铁路未来也将在此交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贵州贞丰县北盘江镇顶坛片区

有 95%以上的土地是石旮旯，曾是当

地石漠化程度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当地群众因地制宜在石头缝

里种花椒发展“石漠经济”带动群众

脱贫致富，荒山秃岭通过生态治理焕

发出绿色生机。

当前正值花椒修枝季节，在浙江

宁波海曙区对口帮扶贞丰县的花椒

优质丰产示范园内，不到一人高的花

椒枝条间，农民梁永修麻利地修剪着

枝条。 喝杯茶的工夫，一株疏密得当

的花椒树便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55 岁的梁永修是北盘江镇金井

村村民，修枝、撒肥、除草、采摘，每天

都有忙不完的活儿，日均收入 100 元

左右。“现在在家门口务工，离家近，

可以照顾老人，还学到了技术。 ”

“眼望花江河，有水喝不着；石缝

种包谷，只够三月活。 ” 这首 20世纪

八九十年代顶坛片区的歌谣，反映了

当时村民生活的艰辛与无奈。

北盘江镇镇长勾明可说，村民们

偶然发现大面积种植花椒收成不错。

“花椒喜钙耐旱， 这在石头山众多、

钙质丰富的喀斯特地区特别适合。

1992年，贞丰县提出“因时因地

制宜，改善生态环境，依靠种粮稳农，

种植花椒致富” 的石漠化治理思路。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让顶坛

片区的花椒具备香味浓、麻味重、产

量高的特点，通过种花椒走上致富路

的农民越来越多。

2017 年， 中国经济林协会授予

贞丰县“中国花椒之乡”称号。

然而，近年来贞丰县的花椒产业却

一度遭遇发展瓶颈，很多花椒树出现树

龄衰老的现象，产能下降，当地种植管

护技术也停滞不前。

东西部扶贫协作为贫困地区产业

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从 2018年 10月

开始，宁波海曙区投入千万元对口帮扶

资金帮助贞丰县，专门用于花椒及相关

产业配套建设。 通过选培优质品种、扩

大种植规模并进行标准化管理，在当地

掀起了一场花椒种植“技术革命” 。

闵芳卿是北盘江镇一家花椒深

加工企业的负责人。 他说，海曙区的

帮扶资金中， 有 50万元资金投入到

金井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入股公司建

设的花椒优质丰产示范园，再由公司

出资流转土地、购买原料，规模化种

植 350亩约 50万株花椒。

花椒产业覆盖了金井村全部 208

户贫困户，大家不仅参与分红，还参与

示范园日常田间管理，领取工钱。闵芳

卿介绍， 现在近 40人长期在田间务

工，有 16名农民已经被培养为技术骨

干，其中一半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采摘

高峰期日用工量有 200多人。

据了解，贞丰县花椒种植面积已

达 8.1 万亩，2020 年挂果面积 4.5 万

亩，产值约 1.2 亿元。 花椒产业带动

贞丰县 6200余名建档立卡贫困户脱

贫致富， 走上了 “公司 + 村集体 +

农户”协同发展的小康路。

当前， 花椒产业已覆盖贵州贞

丰、关岭、晴隆、务川等多个县，成为

贵州脱贫攻坚和石漠化生态治理的

重要产业。 据新华社

贞丰：石头缝里发展“石漠经济”

■新闻速递

本报讯 昨日，铜仁市消防救援

支队结合场地大小、位置、人流量等

因素及城市美化建设等因素， 依托

当地人流密集的公园打造的具有消

防雕塑、标识标志、互动体验等元素

和文化的消防主题公园正式建成并

迎来首批参观者。

据了解，该公园位于万山区凯潮

溪滨河公园， 占地面积 49200 平方

米， 主题公园依托原有的园林绿化、

人工湖、园林步道、木栈道、人工湖假

山等融合建立。 公园分 4个区，分别

为消防文化展示区、 消防器材展示

区、消防游戏亲子互动区、消防知识

科普教育区，采用雕塑、趣味小物等

主题装饰以及消防宣传展板、 座椅、

灯箱、提示牌、垃圾桶等功能性物件

为表现手法， 突出了消防主题旋律，

使人文自然景观和休闲娱乐文化相

结合，在休闲娱乐活动中受到消防知

识的熏陶，潜移默化中树立了“消防

安全，人人有责”的意识。

当天， 铜仁市消防救援支队和

共青团铜仁市委青少年活动中心在

该公园联合举办了“防火安全是责

任、消防安全心中记” 活动中，来自

万山区旺家花园社区的共计 50 余

名青少年、 师生参观打卡了主题公

园， 在消防救援支队全媒体工作中

心工作人员的解说下， 对消防的发

展和日常逃生自救的常识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

（赵越 衣琼）

消防主题公园

昨日开园迎客

铜仁新增一寓教于乐场所

本报讯 作为贵阳高新区

2020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

动周活动之一，10 月 16 日，区创客

联创计划之青年大数据创业带动就

业沙龙，在贵州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活动邀请了多位大数据专家进行主

题分享。

活动当天到场的业内专家、创

业青年和省内外大数据相关企业

负责人等共有近 50 人。 北京大学

战略研究所顾问丁永强做了《数字

经济发展与区块链》 的主题分享，

从区块链的重要性、数字经济与区

块链的联系、如何发展区块链等几

个方面进行了讲解。 软件创始人，

就贵州大数据创业应该聚焦什么，

和与会人员进行了探讨。 贵阳高新

区的四家创业企业，也现场做出项

目路演，其中晋级第九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全国赛的企业，贵州梵途

科技有限公司还现场展示了获奖

项目。

互动交流环节， 与会人员主动

发问讨论， 大家纷纷就自己创业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向嘉宾提出疑问，

专家耐心进行了解答和建议， 现场

掌声雷动，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雯文）

贵阳高新区开办

创业沙龙会

专家传授经验

带动青年创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

和

践行

参赛选手展示才艺

昨日开始运行，福田站被誉为亚洲最大地下火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