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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贵州省文化和旅游

厅获悉，5月 1日至 3日， 全省共举办

各类线上线下文旅活动 70余项， 文旅

市场一派繁忙。

据统计，5月 3日，全省 8家 5A级

旅游景区分别接待游客超万人次的有

6家，其中，青岩古镇景区接待 3.48 万

人次、赤水丹霞景区 2.04�万人次、黄果

树景区 2.82万人次、 龙宫景区 1万人

次、镇远古城景区 6.95万人次、荔波大

小七孔 4.31万人次。 荔波大小七孔、梵

净山、织金洞、大方九洞天、黔西化屋村

等景区实行限流。

5月 1日至 3日，全省各大景区纷

纷推出系列主题活动。 青岩古镇景区

举办“溪山春兴”美术书法大展；观山

湖区等以“世界读书日”为主题，在线

上开展了“好读书·读好书”阅读打卡

及“悦读越有味”有奖阅读活动；荔波

县持续开展“五一” 电音嘉年华活动

及文艺进景区展演活动。 5月 1日至 3

日， 全省举办各类线上线下文旅活动

70余项。

红色线路走俏，民宿精品受到热

捧。 “四渡赤水出奇制胜之旅” 等 12

条红色旅游线路走俏， 游客热度持续

不减。省内精品度假民宿受到热捧，铜

仁江口行驿云舍民宿、 梵净山群山之

心民宿、 安顺尧珈·凡舍悬崖民宿、贵

阳偏坡寻篱原舍民宿、 盘州九峰莲池

民宿、兴义峰兮半山民宿、黔西璞墟化

屋山河图民宿、 黔南长顺凤凰壹号客

栈等“一房难求” 。

康养度假升温， 研学旅游引领风

尚。 5 月 1 日至 3 日，生态、 康养、徒

步、骑行、户外运动类产品需求十分旺

盛，温泉康养、森林徒步、采茶体验等

成为热门产品。温泉度假酒店、森林景

区、茶海景区假日接待量持续走高。以

安全体验、成长自立、户外运动体验等

为主题的亲子研学活动十分火爆，多

家知名研学机构的营地活动名额全部

报满。

5 月 3 日， 省假日办共接到有效

旅游投诉 2起， 主要涉及购物时间偏

长、价格偏高，游客因特殊原因要求离

团等，均已妥善处置。目前未接到文化

和旅游安全事故报告。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问菩）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近年

来，贵阳市大力推广“光盘行动” ，

提倡珍惜粮食、节俭用餐，引导社会

各界树立文明餐桌理念。 5月 1 日，

“五一” 小长假首日，市民在外出游

玩的同时也开启了一场寻味之旅。

记者走访一些餐馆和小吃街发现，

市民在欢聚一堂之时， 也在积极践

行“光盘行动” 。

当天上午 9 点多， 记者随意走

进观山湖区金源街的几家早餐店，

只见店内皆张贴有醒目的提示标

语：“文明餐桌：不剩菜不剩饭，一粒

米，一滴汗，粒粒粮食汗珠换” 。记者

观察到， 大部分顾客皆能做到自觉

“光盘” ，只有少部分顾客会剩下喝

不完的豆浆。

中午 12点多， 在黔灵山公园门

口沿街的众多餐饮店内， 坐满了客

人。 “我们三个女生点了 7个菜、两

份炒饭、3 份凉粉、3 份冰粉，3 个人

吃两份炒饭， 这样就能吃完不浪

费。 ”来自安顺的游客孙雨女士说。

据一家主营贵阳特色小吃的餐

馆老板介绍，当天自上午 11 时起就

陆续有客人就餐， 大部分人都没有

剩饭，一些食量较小的女性顾客，还

会主动要求老板炒饭时少放些米

饭。 “不管是本地还是外省游客，现

在大家的粮食节约意识还是比较强

的，假期营业额增多了，但丢弃的泔

水量跟平常并无太大差别。 ” 该老

板称。

同时，采访中，许多市民表示大

力支持节约粮食，“每个人都有责任

自觉践行‘光盘行动’ ”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静

本报讯 近日， 贵阳供电局对市

内各大景区进行专项“体检” ，确保

用电安全。

在青岩古镇内， 贵阳花溪供电局

党员服务队对长度约 4 公里的 10 千

伏岩镇线进行全线巡检， 该线路关系

着青岩镇 1万余户居民的用电。

在贵阳市开阳县的南江大峡谷、

十里画廊等景区，开阳供电局派出工

作人员对 35 千伏、10 千伏及各配变

台区的线路特巡保电，跟踪各景区以

及重要用户的用电情况，做好充足的

电力供应。

随着“五一” 假期的到来，为做

好后勤保障及服务工作，迎接旅游旺

季的到来， 贵阳供电局多措并举，确

保酒店、景区安全可靠供电。

贵阳供电局与政府相关部门保

持紧密联系， 制订了相应应急预案。

除了监控电网设备健康以外，贵阳供

电局还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贵阳电网

辖区内景区景点，全面巡查景区线路

设备， 督促用电单位进行隐患整改；

检查并规范管理景区的临时电源，严

禁私拉乱接；对各酒店、度假村的用

电情况进行了“拉网式大检查” 。

此外，贵阳供电局还安排专责人

对所属线路、 设备进行不间断巡查。

节日期间， 抢修队伍坚持 24 小时全

天候服务，时刻准备应对突发事件。

（张其琼 李强）

贵阳供电局

景区专项“体检”

确保用电安全

贵阳北站昨日增开14趟动车

往返成都、重庆、遵义、六盘水等方向

本报讯 5 月 3 日，超长版“五

一” 假期进入第三天，贵阳三大火

车站出行客流稳中有降， 中短途客

流仍在高位运行， 贵州铁路运输总

体安全、平稳、有序。

客运统计数据显示，5 月 3 日，

贵阳三大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10.3

万人次， 比 5 月 2 日下降 2.9 万人

次，降幅为 22%。 其中，贵阳站发送

1.8 万人次，贵阳北站发送 7.4 万人

次，贵阳东站发送 1.1 万人次，分别

比 5月 2 日下降 0.5 万人次、2 万人

次、0.4万人次。

“五一” 假期铁路运输前 5

天（4 月 29 日—5 月 3 日），贵阳

三大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69.43

万人次， 客发总量创历年同期最

高纪录。

5 月 3 日，贵州铁路部门根据

客流情况精准安排运力， 做好运输

组织和旅客服务， 增开贵阳北往返

成都、重庆、遵义、六盘水等方向高

铁动车 14列， 并重联多趟动车组，

同时增开贵阳往返六盘水、草海、昭

通、独山、镇远等方向普铁列车 10

列，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假日特写

还有 4个月，贵阳客运段 50 岁

的党员列车长王琼将退休离岗。 今

年“五一”小长假，也是她为旅客服

务的最后一个“五一”假期。

凌晨 5点多，贵阳还在沉睡中，

在贵阳客运段后巢车库里， 王琼开

始了一天的工作。

在 K9515 次列车 （贵阳 - 昭

通）上，王琼正在与副车长许强一

同作出乘前的最后准备。 这趟列车

往返于贵阳与云南昭通区间， 主要

为沿线百姓尤其是乌蒙山区老百姓

出行和售卖农特产品提供服务。

担当列车乘务 33年， 王琼先后

值乘过贵阳至上海、成都、昆明等几条

线路。 从列车员到列车长，无论跑哪

条线路、在哪个岗位，她都扎扎实实、

兢兢业业为每一位旅客做好服务。

“做好旅客服务工作，一定要

让旅客对自己有信任感。 ” 多年的

乘务经验，用心、用情、用功领悟和

累积的深厚服务功底， 使王琼每次

都能准确无误地为旅客提供精准、

周到、热情的服务。 这些年来，通过

对乘客无微不至的服务， 王琼与很

多旅客都交上了朋友， 对此王琼感

到十分充实和自豪。

作为一名老列车长， 王琼对即

将离开奋战了 30 多年的岗位充满

了留恋和不舍，“我会为这份工作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她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列车长王琼：站好最后的“五一”假期岗

青岩古镇景区持续火爆 郑雄增 摄

荔波大小七孔景区人气不减 陈问菩 摄 香纸沟景区举办音乐节 陈问菩 摄

王琼正在做发车准备工作

走访节日市场

看“光盘行动”

文旅主题活动丰富、红色旅游线路受追捧、康养度假升温……

假日前三天 70余项活动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