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 月 13 日 14 时至 15

时，贵州省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

医师、博士、硕士生导师罗新华，将值

守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针对如

何科学防治药物性肝损伤的话题，与

广大读者进行交流。

罗新华表示，所谓药物性肝损伤，

即由各类化学药物、 生物制剂等所诱

发的肝损伤。 虽然大多数急性药物性

肝损伤患者并无明显症状， 但一旦病

情被延误，则可能出现发热、皮疹等过

敏表现，严重者会导致肝功能衰竭。

引起药物性肝损伤的具体原因有哪

些？一旦遭遇药物性肝损伤，又未得到及

时治疗，还会诱发哪些并发症？针对此类

问题，今日 14时至 15时，读者可拨打热

线电话 0851-85811234与专家交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 可关注

“健康森林”（gz-myt） 微信公众号

后，将欲咨询的问题进行发送。本报将

把问题转给专家，并在本报“健康森

林”版面刊登专家相关的解答内容。

（本报记者 王杰）

本报讯 来自贵州省民政厅的

消息， 威宁县民政局针对易地扶

贫搬迁中的贫困移民自我保障能

力弱、 搬迁期间刚性支出大的实

际， 近日对 2017 年度易地扶贫搬

迁贫困移民实施一次性临时救

助， 累计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

1000 多万元。

这次一次性临时救助对象为

全县确已搬迁入住的 2016 年度易

地扶贫搬迁对象中的建档立卡农

村贫困人口和未纳入建档立卡农

村贫困人口范围的农村低保对象。

对纳入发放范围的对象， 按每人

1500 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临时救

助金，由县民政局会同财政局将救

助金以社会化发放方式直接发放

到对象手中。

据了解，本次搬迁对象涉及五

里岗、哲觉、大街、黑土河和石门等

5 个安置点， 共计 1506 户 7526

人 ， 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

1128.9万元。

（本报记者 曾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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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酒博馆开馆啦!

长 期 高 价 收 购 、 免 费 鉴 定 茅 台 酒

��������中国白酒数酱香，酱香白酒看贵州。

本着把贵州陈年老酒文化保存在贵州的

宗旨上，从 3 月 6 日起，为筹集建造贵州

本土酒博馆，斥巨资长年面向全省征集收

购各类名酒， 并为市民朋友们免费鉴定、

评估。 本馆自筹建开始，得到了全省广大

市民的热情支持。 来自贵阳的张老先生，

年轻时喜欢收藏贵州白酒，听闻筹建贵州

酒博馆后， 特地请我们工作人员上门，把

张老一生收藏的茅台酒以及十余种知名

白酒共计价值 280 余万元悉数转让我馆，

以充实馆藏老酒。

此次活动本馆将对收购成功的客户

报销往返车费， 并严格对客户信息保密。

（整箱价更高）

活动时间和地址：（每日 8：00-18：00）

● 一、南明区新华路 9 号新华大厦一楼兴隆酒业（南明区医院正对面） 电话：18185133888

● 二、贵阳市云岩区枣山路贵铁大厦一楼宇翔酒业 电话：18008503456

广告

本报讯 昨日是今年 40 天春运

的最后一天，今日零时起，贵阳铁路

将恢复执行 2017 年底的基本列车

运行图，该图将执行至 4月 9日。

恢复基本图运行后， 春运期间

停开的 6 趟短途普速列车自 3 月

20日起陆续恢复开行。另外，3趟列

车恢复运行区段，15 趟列车调整客

运停站（增加或取消部分车站办理

客运业务）或运行时刻。

铁路部门特别提醒， 这次恢复

基本图仅为过渡，4 月 10 日起，还

将调整列车运行图， 这是今年春运

结束后的第一次大范围运行图调

整，预计涉及到贵阳火车站、贵阳北

站、 贵阳东站数十趟始发和经停列

车的运行时刻变动、运行区间调整、

增开或停运列车等与旅客息息相关

的信息， 请广大旅客关注 12306 官

网或车站公告，确保顺利出行。

（本报记者 曾秦）

20多趟列车运行有调整

本报讯 3 月 12 日，为期 40 天

的铁路春运落幕，贵阳铁路公安处

共查获网上在逃人员 63 名， 缴获

各类毒品 1349.41 克，查获各类危

险品 7.4 万起， 确保了贵州铁路

743万人次旅客的安全出行。

春运期间，贵铁警方合理部署

警力，落实 24 小时武装巡逻，对接

地方公安、车站等部门，采取面上警

力常驻、重点时段卡控等方式，对站

区实行全覆盖、网络化管控，严把重

点部位和关键卡口。2月 28日，经过

细致调查摸排， 贵阳北站派出所成

功捣毁一新型涉票诈骗团伙并抓获

8名嫌疑人，有效净化了站区治安环

境。 期间， 该处共侦破刑事案件 21

起， 办理治安案件累计 1666起，拘

留 61人。

春运期间，共查获各类危险品

7.4 万起，其中管制刀具 357 把，鞭

炮 3338响、易燃气体 1003.3升，易

燃液体 322.7升。

2 月 28 日，遵义车站派出所民

警通过多方联系，将粗心旅客秦女

士遗失的价值约 2万余元的各类珠

宝和贵重财物完璧归赵；2 月 27

日，六盘水车站派出所民警及时救

助一患病轻生男子……春运期间，

贵铁警方共为旅客做好事 1400 多

起，帮助旅客找回遗失财物近 30万

元，找回走失儿童 9 人，营造了“平

安春运、有序春运、温馨春运，让旅

客体验更美好” 的氛围。

（程超 本报记者 曾秦）

■相关链接

■相关新闻

列车运行调整情况

1.3 月 20 日起，贵阳至昭通

5645/8 次恢复开行；3 月 21 日

起，昭通至贵阳 5647/6 次恢复开

行。

2.3 月 20 日起， 贵阳至玉屏

5640 次 恢 复 开 行 ，3 月 21 日

起，玉屏至贵阳 5639 次恢复开

行。

3.� 3 月 21 日起，贵阳至麻尾

K9380 次恢复开行，3 月 22 日

起， 麻尾至贵阳 K9379 次恢复

开行。

1.3 月 13 日从始发站起 ，

D1794 次恢复南宁站始发，运行区

段恢复南宁—重庆西。

2.3 月 12 日起，K9463 次恢复

为贵阳 -内江。

3.3 月 14 日起，贵阳站到达的

K9464次区段恢复为内江 -贵阳。

1. 南宁东 - 成都东 D1782/3

次，增加五通站（位于广西境 10:

22/24� 即 10:22 到 ，10:24 开 下

同）办理客运业务。

2.成都东 -南宁东 D1785次，

增加五通（18:07/10）办理客运业

务。

3. 广州南 - 成都东 D1814/5

次，增加五通（12:45/47）办理客运

业务。

4. 广州南 - 成都东 D1834/5

次，增加五通（16:11/17）办理客运

业务。

5. 贵阳北 - 广州南 D2803

次，佛山西 13:08/17，广州南 13:

37 到。

6. 广州南 -贵阳北D2834次，

增加五通（18:21/27） 办理客运业

务。

7. 贵阳北 - 广州 D2879/8

次，增加五通（15:35/37）办理客

运业务。

8. 南宁 -重庆北 K142/3/2/3

次，取消遵义南办理客运业务。

9. 成都东 - 深圳 K488/5 次，

重庆西 16:17/26。

10.呼和浩特 - 昆明 K691 次，

重庆西 17:56/18:17。

11.昆明 - 烟台 K876/7 次，烟

台 8:57到。

12.昆明 - 乌鲁木齐 K1502/3

次，取消遵义办理客运业务；南充

北 10:56/11:00。

13.乌鲁木齐 - 昆明 K1504/1

次， 南充北 8:36/49、 重庆西 10:

34/11:18。

14. 成都 -广州东 K4223/2/3

次，简阳 16:15/22、资阳 17:12/19、

内江 18:51/58、 贵港 21:39/44、玉

林 22:54/23:14、茂名西 2:47/3:12；

取消来宾办理客运业务。

15. 广州东 -成都 K4224/1/4

次，柳州 1:59/2:11。 曾秦

一.6 趟短途普列恢复开行

二.3 趟列车运行区段调整

三.15 趟列车调整客运停

站或运行时刻

每人获一次性临时救助金1500元

贵铁警方春运期间

查获危险品7万余起

威宁 7526名易地扶贫搬迁贫困移民———

本报讯 3 月 12 日， 贵阳市教育

局“校农结合” 助推长顺县脱贫攻坚

启动仪式在贵阳一中正式开启。

在启动仪式上，11 所市直属普通

高中共采购长顺县白菜 5.05 吨、萝卜

3.1 吨、莴笋 3.5 吨和猪肉 9.6 吨，切

实为当地贫困群众解决了产品销售的

后顾之忧，助其增收。

据了解，教育局上月与贵阳市 17

所直属公立普通高中共同成立“贵阳

市普通高中农校结合联盟”（以下简

称“联盟” ）。 学校纷纷编制学校食堂

农产品的需求计划， 然后提供给有滞

销农产品的区县贫困地， 再由各区县

的平台公司直接和当地贫困户联系，

对农户农产品安全进行检测、调查，从

而开展采购，分配运送。

贵阳市教育局下一步将继续加大

“校农结合” 工作力度， 全方位探索

“校农结合” 的有效方法， 全面推进

“校农结合” 工作开展，助推贫困地区

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本报记者 张晨）

■新闻速递

贵州省人民医院感染科专家值

守本报“专家坐诊”健康热线

药物性肝损伤

该如何防治？

贵阳市教育局举行“校农结合”

助推长顺脱贫攻坚启动仪式

11所高中

助贫困群众增收

今日零时起，贵阳铁路将恢复执行基本列车运行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