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中宣部、文化和

旅游部、中国文联印发通知，将于

2021年 4月至 7 月共同举办“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优秀舞台

艺术作品展演” 。 我省三部作品：贵

州花灯戏《红梅赞》、现实题材黔剧

《腊梅迎香》、现实题材京剧《锦绣

女儿》入选此次展演。 其中《红梅

赞》将于 5月进京展演。

由贵州省花灯剧院创作的红色

题材贵州花灯戏《红梅赞》，由经典

红色题材歌剧《江姐》移植，主创团

队由业内名家组成，特邀著名戏剧

导演潘伟行担纲总导演，我省戏曲

名家、梅花奖得主邵志庆领衔主演，

音乐、舞美、灯光等也均为一流的创

作班底。《红梅赞》是我省唯一一部

和全国其他省份的 49 部共同入选

进京展演的舞台作品。

贵州省黔剧院创作的现实题材

黔剧《腊梅迎香》，根据贵州罗甸县

沫阳镇麻怀村“当代女愚公” 邓迎

香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事迹改编，

是一部反映贵州省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反映贵州当代英雄人物事迹和

当代贵州精神的一部大型剧目。

贵州京剧院创作的现实题材

京剧《锦绣女儿》，根据贵州苗族

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事迹创作，

讲述了黔山苗族女子阿彩带领留

守乡村的妇女，用方寸刺绣，以前

所未有的文化自信， 刺破贫困，化

蛹成蝶的故事。

据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荟萃了全国范围内遴选出的 140

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突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主题，此外还包括了一

批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复排剧目。

此次展演还将开展线上演播，

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文化和旅游

部网站、中国文艺网和其他视频网

络传播平台播放，同时开展观众互

动活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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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7 日，记者从贵州

省教育厅获悉， 近日， 教育部办公

厅、财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

2021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

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全国计划招

聘特岗教师 84330名，其中，贵州省

6000名。

《通知》明确，2021 年，中央

“特岗计划” 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

施，重点向“三区三州” 、原脱贫攻

坚挂牌督战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等

地区倾斜； 重点为乡村学校补充特

岗教师，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体音

美、外语、信息技术等紧缺薄弱学科

教师的补充。

《通知》要求，各地要统筹抓好

疫情防控和招聘工作， 及时广泛发

布招聘信息，尽早开展 2021 年特岗

教师公开招聘工作， 一次性招考未

完成计划的省份， 可以按规定依次

递补录用或者调剂计划组织二次招

考。 边远艰苦贫困地区和急需紧缺

专业的特岗教师招聘， 可以结合实

际情况适当降低开考比例、 或不设

开考比例，采取面试、直接考察的方

式公开招聘，划定成绩合格线。

对于特别边远艰苦、 教师流失

较严重的地区可向本地生源倾斜。

要切实做好特岗教师待遇保障，确

保特岗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按

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保证三年服务

期满、 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

教师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 要

系统开展特岗教师培训工作， 加强

岗前培训，强化师德师风教育。要扎

实做好特岗教师信息管理， 按时在

“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 中进行

数据补充和更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雪梅）

本报讯 以 “献礼建党一百周

年 爱党爱国爱家乡” 为主题，由贵

阳市教育局主办、 贵州启程传媒有

限公司承办的贵阳市第十五届中小

学生德育手抄报竞赛拉开帷幕。

据介绍，竞赛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初至 2021年 6月底。创作者须围

绕主题，以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传

承红色基因教育、法治教育、爱国卫

生教育等视角切入， 从贵阳市青少

年爱党、爱国、爱家乡等方面选取一

个角度进行创作。 手抄报内容应与

主题相关，具备知识性、趣味性与可

读性， 且能体现参赛学生自身的年

龄段特点和个性特征。

活动分为创作投稿、 初赛和决

赛三个阶段。 参赛者须于 4 月 7 日

至 5 月 14 日期间将作品报送到学

校，由学校收集汇总后于 5 月 10 日

至 5 月 14 日将名单及作品统一报

送至贵阳晚报社 17 楼贵阳晚报小

记者团办公室。5月 24日至 5月 28

日， 专家小组将对报送的作品进行

整理初评，对初赛作品打分。初赛作

品评分占总评 40%， 评选出 200 份

优秀作品进入决赛。

6 月 14 日至 6 月 18 日的决

赛， 将邀请新闻专业从业者组成评

审团，对决赛作品打分，决赛评分占

总评 60%。 最终评选结果以初赛得

分 40%加决赛得分 60%共同组成，

中学组与小学组各评选出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8名，三等奖 12名。公示

无异议后， 将向获奖学生及指导教

师颁发荣誉证书。

值得注意的是， 每份手抄报由

1 至 3 名学生创作，1 名老师指导。

创作团队信息应放在报头下， 注明

学校、姓名、年级班级、指导老师。

版面规格：手抄报统一使用规

格为 4K（53cmx38cm，长宽误差不

超 1cm）的素描纸（不得使用坐标

纸），版面应包括报头、插图、正文

三个部分，采用手抄文字（采用黑

色钢笔或碳素笔书写） 和手绘插

图（用笔用色不限）单面书写，不

得采用剪贴方式。版面上下左右适

当留出 2cm 左右的边距，报头在第

一版且不小于版面的 1/8， 手抄报

背面要留空，需贴上“作品报送登

记表”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本报讯 由文化和旅游部组织

的“全国‘互联网 + 旅游’ 发展论

坛暨 2021河南智慧旅游大会” 于 4

月 7 日在河南郑州举行，我省“一

码游贵州” 和贵阳市开阳县龙广村

水东乡舍的“村村“项目，作为智慧

示范代表应邀参加此次大会的智慧

旅游专题展。

2020 年 5 月，贵州发布全域智

慧旅游平台———一码游贵州。 游客

扫描“一码游贵州”二维码，就可享

受到在贵州旅游“吃、住、行、游、

购、 娱” 全方位的智慧旅游服务。

“一码游贵州” 全域智慧旅游平台

以大数据、5G直播、新零售、区块链

等多项前沿科技为支撑， 以轻量化

载体小程序为入口， 通过一个二维

码广纳贵州文化和旅游信息资源，

将专业化的旅游资讯、 个性化的产

品服务、 前沿化的科技感知进行多

维度、立体式、精准化的传播，全面

提升游客入黔体验。

截至目前，“一码游贵州”全域

智慧旅游平台已收录全省 415 家 A

级景区、酒店、文化场馆、餐饮、民

宿、景区手绘地图、精品路线、攻略

指南等 2万多条基础数据， 全面覆

盖游客在贵州的门票预约、 旅游咨

询、语音讲解、公服定位、投诉建议

等多项服务。

龙广村作为 1000 个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的示范代表， 参加此次

专题展。 贵州水东乡舍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的“村村” 数字乡村运营平

台基于“互联网 + 三变” ，专注于

乡村资源整合及城乡服务的大数据

平台， 结合 “三改一留” 模式及

“622” 利益联结机制，盘活乡村资

源，丰富乡村旅游。让市民在乡居生

活中发现乡村、 挖掘乡村、 共享乡

村，实现乡村资源数据化、城乡服务

平台化、旅游服务个性化。打造城乡

要素双向流动平台， 满足市民对乡

村生活的无限需求， 为农村提供人

力、物力、智力等市场空间，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

下一步，“村村”数字乡村运营

平台将以开阳县十里画廊为示范

区， 在全省推广水东乡舍及数字乡

村平台建设，助推贵州“互联网 +

乡村旅游”的跨越式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问菩）

清明假期过后， 贵阳菜市场里的

春笋、辣椒、丝瓜、蘑菇新鲜上市，大街

小巷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息和 “春

天”的朝气。其中，“食过方知春之味”

的雨后春笋尤受市民欢迎。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静

本报讯 4月 7日， 记者从贵州省

市场监管局获悉， 截至 2 月 28 日，全

省有效发明专利 12943 件， 同比增长

13.5%。 今年 2 月新增专利 229 件、失

效专利 43 件，实际增长 186 件，实际

新增率为 1.5%。

今年 2月， 贵阳市授权专利 1122

件，占全省 45.9%；六盘水市 130 件，占

全省 5.3%； 遵义市 385� 件， 占全省

15.7%；安顺市 111 件，占全省 4.5%；毕

节市 120 件，占全省 4.9%；铜仁市 147

件，占全省 6.0%；黔西南州 92 件，占全

省 3.8%； 黔东南州 180 件， 占全省

7.4%；黔南州 158件，占全省 6.5%。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中央“特岗计划”设岗名额分配确定———

贵州今年将招6000名特岗教师

贵阳中小学生德育手抄报竞赛开始

作品报送时间：即日起至 5月 14日

我省智慧旅游产品亮相全国智慧旅游大会

分别是“一码游贵州”和开阳县龙广村水东乡舍“村村“项目

有效发明专利

全省共12943件

截至今年 2 月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贵安新区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组办公室获

悉， 贵安新区已启动大规模新冠病毒

疫苗人群接种工作， 符合条件且自愿

接种的市民， 可联系咨询各疫苗接种

点接种。

据了解， 贵安新区新冠病毒疫苗

定点接种点有贵州医科大学大学城医

院、党武镇卫生院、湖潮乡卫生院、马

场镇卫生院、高峰镇卫生院五个。

市民前往接种点接种疫苗须携带

本人居民身份证。 接种过程中，要做好

个人防护， 配合现场预防接种工作人

员的询问， 如实提供本人的健康状况

和接种禁忌等信息。 同时，贵阳市疾控

中心贵安分中心疾控专家提醒， 市民

有以下任一情况不能接种新冠疫苗：

对疫苗或疫苗成分过敏者、 患急性疾

病者、处于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者、

正在发热者、孕妇。 具体以疫苗说明书

为准。

据悉，为了方便、高效推进大学城

高校师生疫苗接种， 贵阳市卫健局贵

安新区工作组联合贵州医科大学大学

城医院组建移动式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队伍， 并由贵阳市疾控中心贵安分中

心提供技术指导， 采取上门服务的方

式， 为大学城高校师生进行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长清）

贵安新区

启动新冠病毒疫苗

大规模接种工作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将举办

贵州花灯戏《红梅赞》5月进京展演

《红梅赞》剧照

贵阳菜市场

春笋走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