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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 雄） 日前，记

者从毕节乌蒙演艺集团获悉，毕节乌

蒙演艺集团国家二级演员李奎受邀，

在 广 东 汕 头 参 加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2021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主会场的

节目录制。该晚会将于 9 月 23 日 20:00
在CCTV-1和CCTV-17频道播出。

据悉，2021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

会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重点项目，旨在

充分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三农”工作取得的历史成就，展现广

大农民群众的新时代风采。晚会将充

分聚焦各地粮产丰收情况，聚焦乡村

精神文明建设成果，聚焦农民群众昂

扬精神风貌。

据了解，李奎此前曾多次亮相央

视，并参与安徽卫视、山西卫视、宁

夏卫视等卫视的节目录制与演出。

近年来，毕节乌蒙演艺集团致力于

人才培养，注重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挖

掘人才、发现人才、培育新苗，发挥

“传帮带”作用，打造文艺文化主力

军，培养文艺文化接班人。

毕节小伙李奎

参加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录制

本报讯 （记者 吴 雄 通讯员 高

永川）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 90 周

年，深刻缅怀抗战英烈，铭记伟大抗

战精神，9 月 16 日至 10 月 16 日，由毕

节市博物馆和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

馆联合举办的“民族脊梁——甘肃抗

战人物展”在毕节市博物馆 （红六军

团政治部旧址内） 展出。

此次展览由“甘肃国统区坚持抗

战的共产党人”“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

代表人物”“参与甘肃抗战的爱国人

士”“甘肃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文化界人

士”“甘肃籍在外抗战英烈”“参与甘

肃抗战的国际友人”6 个单元组成，展

览以图文结合的形式，详细再现抗日

战争期间陇原大地为抗日战争和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要贡献和重大

牺牲。

“民族脊梁——甘肃抗战人物展”

在毕节市博物馆展出

本报讯 （记者 吴 雄） 为推动毕

节市书法艺术事业健康发展，在中秋

佳节到来之际，9 月 19 日，贵州工程

应用技术学院乌蒙书画院 2021 年书法

作品交流展在该院开展。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10 月 7 日，共

展出作品 82 件。“这些作品形式多样，

立意新颖，其中不乏有一定个性、艺

术特色鲜明的佳作。”毕节市书法家协

会主席雷俊芝说，“这是我市部分书法

家和爱好者书法临帖与创作的又一次

有意义的展示，集中反映了各位作者

的精神风貌。”

乌蒙书画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该

院将以此为契机，与全市书法家开展

积极、健康向上的书法交流活动。

乌蒙书画院
2021年书法作品交流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吴 雄） 9月 20日，记者从毕节市体育局获悉，

在 9 月 19 日举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赛艇男子双人双桨决赛中，毕

节籍运动员陈卫春、赵超代表贵州队以 6 分 27 秒 37 的成绩摘得银

牌。

陈卫春，中国赛艇运动员。1998 年出生，毕节市赫章县人。

2019 年亚洲赛艇锦标赛轻量级双人双桨、单人双桨双料冠军。

2021 年赛艇世界锦标赛第四名。中国陆上赛艇轻量级全国纪录保

持者。

赵超，中国赛艇运动员。1994 年出生，毕节市威宁自治县

人。2016 年赛艇亚洲杯轻量级双人双桨冠军。2018 年雅加达亚运

会赛艇比赛男子轻量级四人单桨无舵手预赛排名第一、决赛冠

军。2018年全国赛艇冠军赛冠军。

毕节市体育运动学校副校长、水上项目教练员王奠南是陈卫春

和赵超的启蒙教练。他介绍，陈卫春是在毕节市体育局布局的中

长跑训练基地 （赫章可乐中学） 选拔参加田径训练的，后转赛艇

项目参加基础训练。2012 年，陈卫春参加贵州省青少年锦标赛获

得冠军，由于成绩突出进入专业队集训。

王奠南说，毕节市体育运动学校水上项目教练员于 2008 年到

威宁自治县小海中学选拔优苗运动员时相中赵超，随后赵超进入

市级体校进行基础训练。2009 年，赵超在贵州省水上项目锦标赛

上表现优异，进入专业队。

“他们在训练、比赛中自律、自信，顽强拼搏，终于取得佳

绩。”王奠南说，“希望他们发扬毕节试验区精神，再接再厉，续

写奋斗的青春，把最好的自己奉献给祖国，为家乡添彩，为祖国

争光。”

毕节籍运动员陈卫春、赵超
代表贵州队摘得全运会赛艇男子双人双桨银牌

本报讯 （记者 张 黎） 为传播好声

音、传递正能量，激励广大青少年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近日，2021年毕节市“新

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在毕节市广

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

发布会通过视频短片，介绍了 2021年

毕节市“新时代好少年”代表陈宗璐、刘

雨蝶、龚锦宏的感人事迹，并为他们颁发

了证书。同时，他们 3 人也是 2021 年贵州

省“新时代好少年”的候选人。

此次活动，由毕节市文明办、毕节市

教育局、共青团毕节市委、毕节市妇联、

毕节市关工委主办，毕节市广播电视台协

办，旨在号召广大青少年向身边的榜样学

习，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让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成为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锋，争当“新时代

好少年”。

2021年毕节市“新时代好少年”
先进事迹发布会举行

发布会现场发布会现场

本报讯 （徐 俐 报道） 为培养少

年儿童从小树立爱国爱家、拥军爱军

的思想，传承爱国主义精神，近日，

七星关区开展了“童心共筑强军梦”

主题活动。活动由七星关区人武部主

办、七星关区融媒体中心承办，组织

该区部分学生走进七星关区人武部，

感受军营生活。

活动当天，在训练场上，孩子们

看见部队官兵三下五除二就把被子叠

成了方方正正的“豆腐块”，全都竖起

了大拇指。接着，孩子们观看了军体

拳、轻武器持枪操作等表演，还当起

了“小战士”，学习齐步走和敬礼动

作。

“通过视觉、听觉及亲身体验，能

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祖国的强大，为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积蓄力量。”

七星关区人武部政委陈估猛说。

随后，区人武部相关人员给学生

们上了一堂国防教育课，讲述了祁发

宝等爱国戍边英雄群体的故事和张思

德、黄继光、雷锋、董存瑞、邱少云

等十大英模及小萝卜头的革命故事。

“通过这次活动，我知道了今天的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应该勿忘

国耻，努力学习，长大后为祖国的建

设贡献力量。”毕节六小五年级 （5）
班学生刘丁源说。

七星关区开展“童心共筑强军梦”主题活动

教育资讯

本报讯 （高 静 报道）“这个是产于九

洞天景区的九洞天茶，欢迎大家订购品尝

哦！”9 月 19 日下午，旅游农特产品带货主

播们开始在九洞天景区通过线上、线下结合

的方式销售旅游商品和农特产品，吸引了不

少游客驻足购买和大量的线上订单。

“在景区进行直播卖货，实现了流量的

叠加，给直播间增加了不少人气，提高了网

络转化率。同时，直播间的网友也问到景区

情况，对景区起到了宣传作用。”带货主播

李美仙介绍。

中秋节假日期间，毕节旅游集团邀请 10
余位主播到织金洞景区、九洞天景区进行直

播带货，对麻辣洋芋片、织金竹荪、土蜂

蜜、红枣、荞面、荞酥、核桃、黄粑、茶叶

等毕节特色农产品进行直播销售。

此次带货直播将织金洞景区和九洞天景

区打造成农产品和旅游产品的展示平台，

“景区+农产品”直播，二者相得益彰，推动

农旅融合发展。

九洞天景区、织金洞景区

“景区+农产品”直播
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本报讯 （周训贵 周璐 吕丽萍 报道） 随

着中秋小长假的来临，大方县各景区迎来了

客流高峰，乡村自驾旅游更是受到了广大市

民的青睐。大方县七彩桥生态示范园通过升

级改造，不断提升旅游体验，吸引不少游客

前来旅游观光。

七彩桥生态示范园位于大方县顺德街

道，中秋小长假期间，来自周边的游客三五

成群，在这里一边享用美食，一边欣赏美

景，尽享假日休闲乐趣。

该生态示范园是集农家乐、旅游观光为

一体的乡村休闲旅游景点。近年来，景点内

的软硬件设施不断升级改造，推出了峡谷水

上探险等旅游业态产品，游客旅游体验得以

提升，景点成为周边老百姓的乡村休闲旅游

打卡地。

9月21日，小朋友们在金海湖公园儿童乐园内玩耍。

中秋小长假期间，不少游客前往金海湖公园赏景、体

验各种游乐设施，该公园共迎来游客 7 万余人次。金海湖

公园位于金海湖新区，包含有同心荟萃、花谷幽潭、湿地

寻芳、晓枫荷苑、葱茏岁月、闲逸动韵六块景观区域，是

集休闲、娱乐、科普、餐饮于一体的开放式公园。

（万飘阳 摄）

魅 力毕节

》》》

中秋小长假：

大方县乡村旅游受青睐

赵超（右）/陈卫春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宋彦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