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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向
婧）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2周年，近日，红花岗
区老城街道举行主题活动，
组织志愿者为广大游客和
市民献上了精彩的红色文
化大餐。

随着一阵嘹亮的歌声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响起，参
与活动的志愿者挥动手中
的五星红旗，深情唱响《我
和我的祖国》，抒发对祖国
的热爱之情。随后，遵义市
演讲研究学会的会员带来
诗朗诵《红船远航》。朗诵
者精神饱满，用真挚的感情
讴歌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祖
国、赞颂美好的新时代。

“能在遵义会议会址
前，歌颂祖国，深感自豪。
希望借助此次活动让更多
游客知道遵义会议的故
事，传播遵义好声音。”遵
义市演讲研究学会副会长

李秀英告诉记者。
活动中，红色义务宣讲

员孔霞以《爷爷的长征故
事：老红军孔宪权和遵义会
议会址纪念馆》为题进行红
色故事宣讲，吸引了过往市
民、游客认真聆听。

市民周乐华说：“今天
的节目非常丰富。听到遵
义会议纪念馆老馆长孔宪
权的孙女来讲述他的故事，
讲述遵义会议的历史，增长
了见识，收获很大。我祝福
亲爱的祖国更加强大，更加
繁荣富强。”

活动现场还表演了舞
蹈《祝福祖国》，开展了“我
和国旗合个影”、红色手工
艺作品展示等形式多样的
活动，以此表达对祖国的
真挚祝福，进一步激发人
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同
时展示了名城儿女良好的
精神面貌。

欢声笑语庆国庆

本报讯 （记者 向婧）国庆
假期，不少市民和游客趁着风和
日丽的好天气，纷纷走出家门，我
市各大景区人气持续升温，风光
优美、业态丰富的云门囤景区迎
来了客流高峰。

10月 3日上午，记者来到位
于新蒲新区三渡镇的云门囤景
区，看到不少车辆挂着“川”“渝”
等地牌照。在景区工作人员的引
导下，游客将车整齐停放在停车
场。随后，大家严格按照疫情防
控要求，戴好口罩、间隔 1米距
离、出示健康码和行程卡、测量体
温后入园。

景区内一派热闹的景象，游
客们有的驻足欣赏大自然雕琢的
美丽风景，有的游玩有趣的龙王
潭水上项目，有的登上游船畅游
十里湄江画廊……尽管来往游客
络绎不绝，但在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的引导和提示下，大家自觉践
行文明旅游，景区秩序井然。

游客张先生告诉记者：“国庆
不远游，家乡赏美景。其实在我
们身边就有很多美丽的风景值
得慢慢游览，细细品味。这次带
孩子来到云门囤景区，希望他感
受大自然的美好，热爱家乡的山
水。”

当天截至11时，由于大量游
客同时涌入，云门囤景区游客接
待量达到峰值。为了给广大游客
营造安全的游览环境和良好的出
行体验，遵义云门囤景区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立即发布“限流公
告”，提醒游客提前通过景区微信
公众号和咨询电话获取实时售票
情况，错峰、错时赏景。

“进入国庆假期，景区人流激
增。10月2日游客接待量为6023
人次，于当日下午 2 点进行限
流。3号限流的时间则提前到了
上午11点，景区内实时游客数量
达到3600人次。与此同时，交警
部门还在高速公路下道口对部分
车辆进行劝返，在三渡镇集镇对
即将进入景区的车辆进行截流，
间隔一定时间再放行。”遵义云门
囤景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该景区紧紧围绕省、市关于
推进旅游产业化发展的相关工作
部署，积极开展业态升级行动、服
务质量提升行动，除常态化推进
疫情防控和落实景区安全管理工
作外，景区坚持全员在岗在位，根
据景区实际情况，在事先安排的
点位上做好游客引导、秩序维护、
环境卫生等服务工作，并加强文
明旅游宣传引导，力争给游客舒
适愉快的游玩氛围。

云门囤景区集山水风光、休
闲度假、亲子研学、探险科考为一
体，有着喀斯特原始森林、河流水
体、生物生态等自然景观，整个游
线形成山水游览环线、乡村休闲
线、露营运动线等线路。今年，景
区通过布设水上游玩项目，包括
水上摩托艇、尾波冲浪、竹筏漂
流、高空水滑道等项目，推进业态
创新性发展，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着力提升游客出游体验。

与此同时，景区不断提升服
务质量，强化游览管理、做好人流
管控、优化游览环境。7月 7日，
云门囤景区旅游专线直通车正式
开通，在遵义市区与景区间搭建
起了快速通道，为游客提供省时、
省力、省钱、省心、省事的线上线
下一体化服务，为广大游客创造
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

围绕核心资源和主要目标客
群，云门囤景区不断加大市场营
销力度，在不同季节和节假日，有
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推广。例如，
通过在夏季举办“云游鄨水·畅玩
一夏”纳凉亲水季活动，为景区聚
集了人气。

遵义云门囤景区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按照打造
遵义市民的城市后花园、西南知
名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定位，我们
将不断增强经营活力和品牌实
力，全面推进市场化运营能力，实
现景区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同时，我们也将按照国家5A
级旅游景区的标准，推进旅游服
务标准化、规范化、口碑化和品牌
化，提升景区服务管理水平，确保
景区运营工作安全有序、优质高
效，大力推进旅游产业化发展。”

国庆假期

云门囤景区风光优美游人如织

记者从遵义市中心血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众多市民前来献血，有效
保障了医疗临床血液供给。

据了解，在节日前，遵义市中心血站及时发布了节日期间的采血时间和
地点，方便大家前来献血。记者在深圳路 145 号采血点看到，早上开门
后，前来献血的市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做好登记、筛查、采血，工作忙碌
有序。 （记者 俞晖 摄）

国庆假期 市民献血忙

10月6日，在播州区枫香镇母先才陶瓷制作技艺体验馆内，记者看到，
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体验馆，亲身体验陶瓷制作工艺。据介绍，从10月1
日开始，每天都有近百名家长带着孩子来到体验馆，在模具上制作各种陶
瓷土坯，在玩中提升孩子的动手能力。图为体验现场一角。

（记者 樊明富 摄）

体验陶瓷制作

本报讯 （记者 何骥淯）跳
健身舞、打篮球、练搏击操……国
庆长假期间，酣畅淋漓的运动成了
不少市民的度假方式，越来越多人
带着父母、孩子、朋友挥洒汗水，体
验过节新方式。

假日期间，记者在市奥体中心
室外篮球场看到，篮球爱好者结伴
而来，在场地上奔跑跳跃、活力四
射。“受疫情影响，今年没有选择出
游，我平时就喜欢打篮球，运动过

节对我来说是很不错的选择。”市
民王博说。在羽毛球场地上，轻
盈的羽毛球在一对父子的对打中
上下翻飞，高远球、吊球、扣杀、
劈杀、跳杀……球场上充满了活
力和激情，市民杨雄伟告诉记者，
今年国庆一家人决定不扎堆旅
游，陪孩子打羽毛球，健康过节，
很惬意。

记者了解到，国庆期间市奥
体中心体育场、体育馆、综合训练

馆、室外篮球场、室外网球场、室
外五人制足球场等免费面向市民
开放，各个场地都安排了工作人
员值守，负责开展防疫措施和维
护秩序。前往运动的市民需提供
健康码，配合测量体温，在登记相
关信息后才能入场，国庆 7 天，
前往奥体中心运动的共有 1.5万
余人次。

记者走访发现，在城区各大公
园，每天早晚前来运动的市民也不

在少数，有的做操、有的快走、有的
跑步。不少健身房、游泳馆、瑜伽
室等场馆内，市民挥汗如雨，一些
热门项目场馆还要提前预订。

随着我市各类体育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
厚，运动健身、健康过节的理念渐
成时尚，利用节假日参加各种体育
运动，已逐步成为市民度过假期的
休闲方式。

防疫不远行 运动过国庆

本报讯 （记者 徐飞）“真是太感谢了！
丢了这么多钱，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找回来！”9
月 30日下午，在市公共交通（集团）公交运营
二公司新蒲十字街站务室，失主周女士紧紧握
住当班公交车司机代小全的手感激地说。

原来，9月 30日下午 2时许，市公共交通
(集团)公交运营二公司的司机代小全，驾驶27
路 212704#公交车从新蒲方向行驶到白杨洞
终点站，待乘客下完后，他按照惯例，开窗通
风，打扫卫生，在后排座位上发现了一个女式
背包。打开一看，包内有1万多元的现金以及
身份证、金项链和多张银行卡。

“这么多钱，失主肯定很着急！”来不及多
想，代小全立即打电话报告所属路队长，队长
要求代小全务必将包保管好，并想办法联系失
主。

就在此时，失主周女士火急火燎地来到新
蒲十字街站务室，询问是否有人捡到一个女式
背包。站务室工作人员告知她背包已被驾驶
员捡到，不久就会送过来。

当天下午4时30分，代小全驾驶公交车到
达新蒲十字街站务室，经过核实确认无误后，
将背包及包内失物当场归还给周女士。

“非常感谢代师傅，他是一名好司机，因为
他的热心和负责，我才能这么快找回背包！”周
女士对公交驾驶人员拾金不昧的高尚品质大
加赞赏。

“拾金不昧是我们公交车司机应有的职业
素养。”代小全表示，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情。

市公共交通（集团）公交运营二公司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代小全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拾金
不昧的高尚品德，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展现了遵义公交人的优秀素质和品质，他的善举
是公司开展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暨“文明从细
节做起、我为公交添光彩”的典范。

目前，该公司党支部要求全体职工向代小
全学习，并对他拾金不昧的行为进行通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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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吕欣）记者日前从市民政局获悉，10月1日起，
贵州省实施内地居民婚姻登记“全省通办”，将省内内地居民结（离）
婚登记由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扩大到
在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据悉，当事人选择在一方经常居住地申请办理结（离）婚登记的，
必须由经常居住地的县级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当事人除需提交《婚姻
登记条例》第五条和第十一条规定的证件外，还应当提交一方当事人
经常居住地的有效居住证。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和常住户口所在
地同属遵义市的，跨区域办理结（离）婚登记无需提供居住证。

此外，居民可通过贵州民政微信公众号、贵州省民政厅官网、遵
义市民政局官网、多彩宝等平台预约结（离）婚登记，我市各县级内地
居民婚姻登记机关均可办理结（离）婚登记“全省通办”业务。

10月1日起婚姻登记实行“全省通办”

本报讯 （记者 李培松）近日，中国首个“洞穴节”在绥阳举
行。“双河溶洞无论是从现已探明的洞穴长度，还是结构景观等方面
来说，都十分具有代表性。”9月30日，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
所研究员陈伟海对中国首个“洞穴节”承办地——遵义市绥阳县的
双河溶洞给予了高度评价。

陈伟海认为，当前，脆弱的喀斯特洞穴环境保护面临严峻挑
战。必须树牢“探索、认知和保护”的理念，深入开展以洞穴环境与
保护、开发利用、研学教育等为主题的科普活动，广泛倡导社会各界
参与到倍加珍惜洞穴、共同保护洞穴，合理开发洞穴、科学利用洞穴
的进程中来。

据了解，中国地质学会洞穴专业委员会 2020年 10月 31日在江
西萍乡经第二十四届全国洞穴学术会议代表表决通过并确立每年9
月30日为“中国洞穴节”。今年9月30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喀
斯特洞穴专家、洞穴探险家、洞穴旅游管理者等齐聚遵义双河溶洞
景区，开展了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洞穴文化研讨。此次活动主要围绕
洞穴和岩溶在地质、水文、生物、文化、环境、教育以及自然和文化遗
产保护等方面的知识普及展开，广泛传播洞穴知识，提升人们对洞
穴学、岩溶学与生物学等方面的认识，为科研、科普、环境保护和社
会公众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

中国首个“洞穴节”在绥阳举行

欢度国庆 文明旅游

时下，桐梓县狮溪镇黄坪坝区千亩水稻迎来丰收。合作社
抢抓晴好天气抢收稻谷，采用机械化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近年来，该坝区按照“公司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在
坝区内发展优质水稻种植两千余亩。分片实施“稻+鱼”“稻+鸭”等
稻田综合种养，帮助当地群众增产增收。图为田源合作社正在加
紧采收稻谷。 （记者 陆邱珊 摄）

水稻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