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 月 13 日晚 19 时，务

川县蕉坝镇乐居村将举办一台属

于村民自己的“村晚” 。 记者获知，

这台村晚由当地文化馆和村民共

同打造， 号称可与县级晚会媲美。

届时，Z A K ER 贵阳将对村晚，全程

直播。

蕉坝镇位于务川县东北边陲，

1992年“撤并建” 时，原乐居、蕉坝

两乡合并新建成蕉坝乡，2016 年 8

月，经省政府批准撤乡建镇，成立

蕉坝镇，目前全镇有两万余人。

据蕉坝镇镇长符开洪介绍，蕉

坝镇是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组成部分， 省级自然保护区深溪

沟的核心区， 也是全县最为典型

的边贸重镇之一， 经济发展在全

县一直靠前，支柱产业以烤烟、茶

叶为主， 是务川自治县三大烤烟

乡镇之一。

蕉坝镇乐居村，将于 2月 13日

（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晚 19时举办

“村晚” 。 乐居村总支书记李晓明

介绍， 目前春晚舞台已经搭好，所

有节目已准备就绪。

“我们邀请了文化馆的文艺

工作者，对节目编排进行指导。 灯

光、音响等舞台设施，有别于普通

村晚。 ” 李晓明说，村晚上的杂技

惊险刺激，小品笑料十足，靠一曲

《姑娘不怕苦》走红大江南北的本

土“90 后” 歌手田晶妹，也将登台

献艺。

在务川县文化馆工作的村晚总

编导杨进生介绍，这台节目还有一

个最大的看点，就是一支由 20位当

地年龄在 60岁左右的村民，自编自

导的原生态表演。 届时，村民们将

以打倒钱、吹唢呐、唱花灯等最原生

态的艺术形式，表达他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整台演出，完全按照县级晚

会的标准来打造，不仅是乡镇晚会

中的翘楚， 甚至可与县级晚会媲

美。 ” 杨进生说，演出期间，还将穿

插对创业成功人士、优秀青年、孝老

爱亲模范等，进行现场颁奖。

此外，2018 年春节期间， 蕉坝

镇下设的 7个村（居），将先后举办

7台类似的活动。 村民们将用自己

的节目，庆祝这个传统佳节。

（本报记者 黄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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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迁坟公告

因三马片区“三纵一横” 4 条道路项目建

设，需对规划红线范围内的坟墓需迁移。 1 号

路路径：起点贵黄公路与金关路交叉口、马王

庙金马街、女职校东侧、金阳学校、申一厂、黎

苏路、接北京西路止；2 号路路径：起点天然居

停车场、广播山、新建厂厂区止；3 号路路径：

北京西路三环机械厂、马王庙尖尖山、来佛寺、

林泉电机厂、百花大道止；4 号路路径：贵州省

公路公司、三桥新街大修厂王家大山、松坡路、

马王庙尖尖山、马王庙飞来山、飞来巷、申一厂

止。请位于该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的坟主于公

告之日起十五日内，与金鸭村村委、改茶村委

会联系，办理迁坟手续。 逾期不迁移的坟墓将

按无主坟处理，不再给予坟墓家属任何补偿。

特此公告

联系方式：金鸭村委会 班：13078527816

���������������������改茶村委会 胡：13608526865

����������������������������������������黄：18984351018

本报讯 经过 80多个昼夜艰辛

救治，2月 12 日，铜仁“巴掌男孩”

（出生体重 1千克）康复出院，回家

过年。 据介绍，体重如此轻成功康

复的婴儿，在当地十分罕见。

2017 年 11 月 19 日， 在铜仁

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一个胎龄 28+ 3

周、体重仅 1080 克的“两极”（极

早早产儿、极低出生体重）男婴降

生。

据铜仁市妇幼保健院医生介

绍，经过产前确诊，该患儿是第二

胎第二产，由于产前胎龄小，胎儿

体重极低，新生儿出生后生命极其

危险，医务科牵头组织产科、新生

儿科、 麻醉科专家于 2017年 11月

18日 20:00进行会诊， 并制订抢救

方案，再次与药剂科、设备科落实

抢救药品与设备。19日 7:33在铜仁

市妇幼保健院产科顺产出生。

婴儿出生时身体仅有成人巴

掌大小，出生自主呼吸差并伴有轻

度窒息、哭声不畅、肌张力差、皮肤

青紫且薄似胶冻状，病情危重等症

状，婴儿被立即转入新生儿科重症

监护病房。

由于婴儿各器官功能发育极

不成熟，病情紧急危重，随时有生命

危险。 为抢救婴儿的生命，儿科医

护人员展开了一场生命与时间赛跑

战，医生迅速按照最佳治疗方案，立

刻气管插管应用猪肺磷脂注射液改

善不成熟肺的功能、无创呼吸机辅

助呼吸、加强呼吸道管理、积极防治

感染、增强免疫、静脉营养支持等对

症治疗。

经过 80 多个日日夜夜超长的

精心救治，在患儿家属的积极配合

与信任下，及医护人员坚持不懈的

精心治疗与护理下，这个曾经生命

垂危的小生命一天一天的强壮起

来， 各项指标也逐渐恢复。 治疗期

间，小宝宝每天一点点的好转对医

护人员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铜仁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主

任医师梁勇说，此例极早早产儿的

救治成功是铜仁市妇幼保健院一次

重要工作突破。

“感谢医务人员 80 多个昼夜

的救治和艰辛呵护，让娃娃健康成

长！ 也感谢社会各界好心人的关心

和支持。 ” 婴儿家属对医生充满了

感激。

（龙思 柯友川 简冰冰）

经过 80 多个昼夜艰辛救治———

铜仁“巴掌男孩” 回家过年

务川“村晚” 今晚登场

19时开始，ZAKER贵阳将全程直播

本报讯 乌当一男子采取微信

付款的方式， 购得枪支配件组装成

两支完整的气枪。日前，他因犯非法

制造买卖枪支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三年。

2017年７月 30日， 乌当分局

新天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有

人在自建房内玩枪” 。 民警前往举

报地点， 从一男子家中查获自制气

枪二把， 气枪零配件若干、 气枪铅

弹、钢珠 1.5公斤。

次日， 该男子在家人的陪同下

到公安机关投案。据该男子交代：他

今年 29 岁，家住乌当区，从小就对

枪械、弹弓射击类的东西感到好奇，

2017年 5月至 6月期间， 他通过网

络搜索到贩卖枪支零配件的微信

号，购买气枪零配件后，又通过网络

搜索高压气枪的组装方法， 把购买

的枪支配件组装成两支完整的气枪

存放于家中。

近日， 乌当区人民法院审结了

该案。 法院依法对其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三年。

（王强 本报记者 张鹏）

网上买来配件

他想装一支枪

■新闻速递

4岁女孩走失

幸遇好心市民

本报讯 2月 12日，记者从云岩

分局黔东派出所获悉，4 岁女孩丽

丽（化名）为寻母亲不慎走失，幸遇

热心市民及时报警， 随后丽丽在民

警帮助下，最终回到家人身边。

据经办民警介绍，2 月 9 日 18

时许，热心男子报警称，在宝山北路

师大后门附近， 发现一名疑似走失

的小女孩丽丽。

民警询问得知， 市民赵先生发

现丽丽独自一人在街上时， 出手相

助并报了警。期间，一个细节引起了

民警的注意: 孩子手臂上有输液用

的留置针， 应该就是附近医院走失

的。民警依据这条线索，走访了煤矿

村、延安东路多家医疗机构。均未找

到孩子的家人。为安抚丽丽，教导员

黄云绯不仅为其买了零食， 还用手

机播放动画片，试图逗丽丽开心。

21 时许，黔东派出所民警接到

贵乌派出所消息， 称有一名家长报

警，其女儿走失，且体貌特征与丽丽

极为相似。 随后，经警方核实，最终

认定该报警人正是丽丽的母亲。

目前，丽丽已回到母亲身边。

（本报记者 王杰）

节目排练

布置场地

精心呵护

一家四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