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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为丰富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贵阳孔学堂将在明伦堂举办传统

文化活动。现征集热爱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市民朋友参与 （详情可登录

孔学堂官网、多彩贵州网、贵阳新闻

网、贵阳文明网、爽爽的贵阳网、贵州

都市网查询，或通过搜索贵阳孔学堂

公众微信进行了解），市民可凭有效

证件报名参加。活动当天请报名成功

的听众持本人有效证件提前 30分钟

到孔学堂售票处换取入场券入场。届

时孔学堂将提供开水，请市民朋友们

自带水杯， 禁止携带食物进入讲堂，

希望大家遵守活动纪律，做文明人。

时 间： 3月 10日（周六）09:

30———11:30

����主 题： 守住底线·唤醒良

知———雷锋月的思考

主讲人： 赵平略（贵阳学院阳

明学与黔学研究院院长、教授、贵州

省阳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贵州大

学硕士生导师。 出版了《阳明先生集

要》、《黔记》、《阳明文化》、《黔记

大事记考释》、《王文成公全书》等

近 30 部著作，发表了《王阳明文学

思想及创作》 等 40 余篇学术论文，

完成的科研课题有国家古籍整理十

年规划项目《王文成公全书》点校、

国家古籍整理年度项目 《黔记》、国

家社科课题 《明朝西南驿递制度研

究》等 20余个）

时 间： 3月 11日（周日）09:

30———11:30

����主 题： 文学与治疗漫谈

主讲人： 朱美禄 （贵州财经大

学教授，硕导，四川大学文学博士，东

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后。 迄今为止在

《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新

文学史料》、《江西社会科学》 等报

刊上发表文章 100余篇，出版学术专

著两部，主要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文

学和传统文化）

报名方式：

1.微信报名： 用户需要在微信

搜索“孔学堂” ，或手动输入微信号：

gyconfucianism ， 添加并关注 “孔学

堂” 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讲

座报名” 即可进入报名系统（适用于

高校学生听课修学分及市民网络报

名）；

2.现场报名：市民可前往贵阳孔

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推广部活动科进

行现场报名；

3. 市民电话报名 ：0851———

83617687

���� 4. 学生电话报名 ：0851———

83610270

���� 5. 微信报名后台咨询电话：

0851———86699033

���� 报 名 时 间 ：2018 年 3 月 6

日———9 日（上午:09:30—12:00��下

午:13:30—16:30）

温馨提示：1.报名成功的听众如

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与，请及时电

话取消报名，如未取消报名也未准时

到场参与累计超过 3次者，今后将不

得参与孔学堂相关活动。 2.讲座结束

后，市民可将自己听完讲座的感悟和

对国学的独到见解发送至孔学堂邮

箱（gykxt928@ 163.com ）或贵州名博

(blog.gog.com .cn)， 优秀的文章我们

将在孔学堂官网和贵州名博进行刊

登，另外还可以加入贵阳孔学堂国学

公益讲座听众交流 Q Q 群进行讨

论，群号为：159532784。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2018年 3月 6日

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活动公告

本报讯 3 月 5 日， 徒手救人

的黔东南州凯里市 49 岁的女交通

协管员陈忠平（本报曾连续报道）

已从重症监护病房转至普通病房

继续医治；同日，坠楼女孩欣欣的

家人根据医院的安排，已出院回家

疗养。

3月 5日 9 时许，黔东南州医

院九楼重症监护室的大门缓缓打

开，多名医护人员将一位病人缓缓

地推向 12 号普通病房……在外候

场的家属、热心人士以及媒体记者

立马跟了上去，坠楼小孩的外婆杨

女士激动地喊出了陈忠平的名字。

随后，黔东南州委常委、州人

民政府常务副州长张定超，凯里市

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李宗林等

领导来到陈忠平的病房。

张定超、李宗林分别将黔东南

州人民政府、凯里市人民政府给予

陈忠平的 5万元和 4万元的奖励金

以及黔东南州见义勇为基金会副

理事长孔成岳个人捐赠的 1万元奖

金发放到了陈忠平手中。

张定超说，关键时刻，陈忠平

勇敢地伸出自己的双手，挽留了一

条幼小的生命，这种见义勇为的精

神可圈可点，值得学习。 他请陈忠

平安心养伤，省、州、市领导对此事

都非常重视，已经拿出了切实可行

的措施保障就医。 张定超还现场了

解了陈忠平的病情，他要求黔东南

州医院竭尽全力救治，让陈忠平安

心养伤，早日恢复健康，回到工作

岗位上。

当天上午，坠楼小孩欣欣（化

名）的外婆、奶奶，迫不及待地赶到

病房致谢。 这是他们在陈忠平伤重

入院后首次见到救命恩人。

欣欣的奶奶一进病房，便向陈

忠平下跪。 这一举动，令现场的人

们措手不及，大家回过神后，连忙

将其扶起。“感谢你救了欣欣的命，

也救了我全家人的命！ ” 欣欣的奶

奶说。“要是不得你，我外孙女不晓

得成什么样了， 你救了她也救了

我， 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亲人，我

们家的亲人！ ” 说话间，欣欣的外婆

眼里同样闪烁着感激的泪花。

在现场陈忠平询问了欣欣的

情况， 当听说下午欣欣就要出院

时， 陈忠平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

容。

凯里市见义勇为工作协会会

长王雄忠告诉记者，在此次徒手救

人行动中，除了陈忠平的行为特别

突出外，另有 3 人也在现场作出了

义举。 目前，相关部门已派人去查

找核实另外 3 人，“一旦核实清楚

后，对于这些参与者，我们也将按

照见义勇为的行为来认定，并进行

表彰奖励。 ”

陈忠平救人伤重入院后，引起

了贵州省卫生计生委党组高度重

视，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组织研究

部署，安排贵州省、黔东南州医疗

专家全力救治救人英雄，明确要求

成立工作专班，协调处置陈忠平同

志救治工作，同时从省直医疗机构

抽派精干力量，成立医疗救治专家

组，赶赴黔东南州医院指导现场救

治工作。

经紧急救治，陈忠平伤情有所

好转，趋于稳定。 5日上午，陈忠平

转入普通病房继续医治。

（本报记者 吴如雄）

●“凯里好人”陈忠平伤情好转，昨日转入普通病房

●获救女孩的奶奶守在病床前，热泪盈眶，感激涕零

“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亲人”

本报讯 在这个万物复苏的春

天， 晚报小记者团行走的课堂，将

在本月举行“爱在春天” 主题月系

列活动。首期活动将携手彩虹屋教

育布凡画室来一次创意绘画之旅。

据了解，此次的素材可以是路

边随手拾起的一片树叶、 一朵小

花，来自大自然的一切事物都可以

成为素材。 发挥创造力，在艺术老

师的指导下， 天马行空地进行组

合、拼贴，辅助一些线条的勾勒，它

们都可以变成美丽的一幅画，装点

我们的生活。

晚报小记者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活动旨在让小记者们了解身边

绿色植物的生长习性，培养对植物

的研究兴趣，亲近大自然。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温馨提示： 活动时间：3 月 11

日 14:00—16:00，13:30开始签到；

招募对象：贵阳晚报小记者 20 名，

家长 20 名；活动地点：彩虹屋教育

布凡画室 （省府路石板街田田英

语 3 楼）；报名方式：关注“贵阳小

记者” 微信公众号 gywbxjz，回复

“创意手工画 +

姓名 + 学校 +

年级 + 电话，活

动详情详见＂贵

阳小记者微信公

众号

本周日， 晚报招募 20 名

小记者———

走进春天

开启创意之旅

本报讯 备受消费者关注的第四

届国美“黑色星期伍” 即将在 3 月 9

日震撼启幕。 掀起 2018开年零售行

业低价首战，大牌低价，不容错过。

大品牌 529升对开门冰箱，活动

价低至 2799元； 西门子 9公斤滚筒

洗衣机， 搭配无刷变频电机和 LED

触屏，“黑伍”活动价仅需 4099元。

彩电方面， 原售价 2599元的三

洋 50 英寸 4K 互联网电视， 活动价

仅需 1999元；T C L65英寸 LED 智能

电视，行业同尺寸同品质电视均价在

4500 元左右，“黑伍” 价仅需 3999

元。

格力大 1 匹智能定频空调，“黑

伍” 价仅需 2599 元；海尔大 1 匹定

频 3级冷暖空调，活动价仅 2399元。

此外“黑伍” 期间购买空调，还将享

受免收远程安装费、免收普通墙体打

孔费、免费安装普通支架、免收高空

作业费等 10 项免费服务 （限贵阳、

遵义地区）。

购买 iPhoneX 还享受 “神秘低

价” 。 国美租租也将倾力推出 0 首

付、无抵押活动，其中 iPhone�X (64G )

月租仅需 389 元，国美 U 7 每天租金

不到 3块钱。

本次“黑伍”期间，“美易分” 推

出千款家电免息、套购免息、3C 费率

3.8折优惠等活动。 （王蕾）

本报讯 经过近 3 个月的多方

努力，近日，铜仁碧江民警通过“宝

贝回家” 信息让被拐 28年的聋哑

女回家，与家人团聚。

2017年 11 月， 碧江公安分局

民警张发发在“宝贝回家” 志愿者

工作群里得知一条信息：一位名叫

扶明凤的聋哑女士正在寻找自己

失散多年的铜仁亲人。

在收到这条消息后，张发发经

过多方走访调查，并多次到聋哑学

校查找多年前的学生档案，最终帮

助扶明凤找到了家，同时将该信息

告知了其父亲扶文杰。

2月 23日， 这位被拐 28 年的

女子与家人终于团聚，当初十几岁

的少女如今已为人母，当初的父亲

现已白发苍苍。

据了解， 扶明凤耳朵失聪，只

能与人进行简单的交流，被拐前扶

明凤在铜仁聋哑学校 (现名铜仁市

特殊教育学校) 上学，1990 年的一

个周日，扶明凤从家里去学校的途

中被人贩子拐走。 之后，人贩子将

扶明凤关了起来，没过几天，就将

她卖到了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

多年来，其家人找遍了能找的

每个角落，均没有找到扶明凤。 时

至今日，谈及往事，扶父不禁潸然

泪下。

2月 23日，年近七旬的扶文杰

早早地就来到了铜仁凤凰机场，等

待着被拐离家 28 年的女儿扶明

凤。 扶明凤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铜仁

凤凰机场后，扶明凤在女儿栾可新

的搀扶下走出大厅，笑着向家人走

去。 扶文杰看到女儿后老泪纵横，

两人相拥而泣。

据悉， 警方将进一步调查该

起被拐案件。

（简冰冰）

铜仁民警经过近 3个月努力

被拐 28年 聋哑女子回家

3月 5 日，出租车六盘水雷锋

车队正式获得授旗。 据了解，这是

贵州第 37支出租车雷锋车队。

当天，来自省内的 10 个雷锋

车队负责人及相关代表， 单程赶

赴数百公里来到六盘水， 见证了

六盘水雷锋车队的成立。 目前，新

成立的六盘水雷锋车队有成员 40

名。 队员们表示， 他们将发展队

伍， 在六盘水的大街小巷将雷锋

精神发扬光大。

� � � � �本报记者 高松

六盘水雷锋车队

昨日授旗

■新闻速递

国美“黑色星期伍”

再掀零售低价风暴

建行志愿者

送爱进校园

3 月 5 日，中国建设银行贵州省

分行的青年志愿者们手捧足球、排

球、 羽毛球拍走进位于云岩区大营

坡的贵阳市行知学校， 将累计万余

元的文教用品捐赠给学校。

接受爱心捐助的孩子代表表示,

向叔叔、阿姨们学习，传承和践行雷

锋精神，立志要报效祖国。

孙维娜 张志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