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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供电局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 贵阳市 2018 年 9 月 21 日将对以下线路进行计划

检修停电，请广大客户做好停电准备，对此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

意。

温馨提示:一周停电早通知

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https://95598.gz.csg.cn/

停电

区域

停电日期及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段及客户

9月 21日

09：00—20：00

10千伏富九线 7716号环网开关后段

彭家巷、新华路、翠微巷、箭道街部分区域：南明

房开、彭家巷变、电力干休所、电力招待所、贵龙

锅炉房、通达房开、海鲜大酒楼、富中房开、环保

局、环境科学院、九中、水利厅宿舍等

贵

阳

城

区

9月 21日

09：00—18：00

10千伏瑞东线 623# 开关 -2310# 开

关 -70#开关 -6231开关区段

贵阳五中 城基路、永乐路沿线

9月 21日

09：30—17：30

10千伏二碧线 104 号杆高压跌落式

熔断器后段

谷立村：谷立五队、谷立六队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

原

小

河

区

︶

��������活动一：“翠翠陪你看月亮”

地点：《边城》森林实景剧场

时间：9月 22-9月 24日

每晚 19:00-19:40

��������内容：1、主演翠翠教唱《烟雨凤凰》

或山歌；

2、现场购买《边城》小说，加盖纪念

章；

活动二：“包下长城给你看月亮”

地点：《边城》森林实景剧场、南方

长城景区

时间：9月 22日、9月 23 日

每晚 21:20-23:30

��������内容：1、苗歌迎宾

2、“月下私语” 现场喝酒听音乐；

3、 猜灯谜赢取凤凰民族文创折扣

；

4、现场摆手舞互动；

活动门票价格：

1、《边城》 森林实景演出＋南方长

城双城赏月套餐联票 320 元 / 人 （包

含：《边城》、南方长城景点门票、往返车

费、导服费）

2、 南方长城双城赏月套餐 100 元 /

人（包含：南方长城景点门票、往返车费、

导服费）

活动注意事项：

1.乘车前往南长城景点时间地址：每

晚 21:20，在剧场乘车；

2.因天气原因，游客可提前准备好外

套；

3.活动现场会提供适量食品，游客也

可自备食品；

活动三：“对酒当歌看月亮”

地点：沱江泛舟上、下船码头

时间：9月 22日 -9月 24日

每晚 18:00-22:30

��������内容：1、夜游沱江

泛舟参与对歌互动；

2.下船码头砚咖啡馆免

费饮品 一张；（可免费领取一

杯咖啡或一瓶啤酒）

3、 活动期间沱江泛舟上、下船码头

有翠翠提着灯笼引领，并与游客合影；

活动门票价格：1、夜游沱江票价：83

元 /人（包含泛舟门票 + 保险）

��������凤凰古城建于清康熙时，曾被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称赞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城内的青石板街道、沱江边的

吊脚楼、众多的古建筑，以及浓厚的苗族风情，构成了独具一格的湘西韵味，其中，著名文人沈从文的故居就位于古城

南中营街。 这个中秋，不妨来凤凰古城赏月吧，三大活动等你来围观。

你可知沈从文如何赏月？

凤凰古城推出中秋赏月活动

广告

本报讯 9月 13日，习水河流域

文化遗产调查队通过拓片的方式，

再读河上嘴崖墓时发现， 结合此前

的发现， 可确认包括这座贵州迄今

发现最早有文字纪年的汉代崖墓在

内的黔北地区崖墓， 开凿者或多来

自今四川省境内。

崖墓是一种流行于川黔渝地

区的葬俗，开凿于崖壁上，兴盛于

汉代。 在习水县等地，这种墓葬被

称为“蛮洞子” ，群众认为是南蛮

人的墓葬。

位于习水县大坡镇河上嘴习水

河岸边的这座崖墓， 是两年前调查时

发现的。处于一块巨大砂岩上的墓穴，

外部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汉阙图案，上

方有鱼、鸟等图案。 但最重要的是，最

上方依稀可辨的几行文字。

当时， 时任贵州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副所长的李飞， 冒雨读出

墓上“熹平五年”（公元 176 年）

等文字。 这是贵州省迄今发现最

早有明确文字纪年的汉代崖墓，较

之前习水河流域另一座章武三年的

汉代崖墓，早了 47年。

9月 13日，贵州省博物馆、贵州

省文物考古与研究所的调查队员，

通过对这些图案、文字拓片后，初步

辨读出 “熹平五年二月三日作 汉

新都李……” 等文字，并确认了开

凿该墓的匠人， 可能是来自广汉郡

新都县的李师傅。

此前，在习水河流域的另一处

崖壁，文物工作者曾发现“南明永

历” 年崖墓，墓外落款为匠人姓氏

和籍贯显示，工匠来自四川省的三

个县。 而这座崖墓，是习水河流域

乃至黔北地区发现建造时间最晚

的崖墓。

现任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的李

飞， 是赤水河流域文化遗产调查专

家组组长。 他在现场初步辨读拓片

后， 认为该墓葬文字中所记录的历

史信息极为丰富， 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当地的发展程度、社会关系等。

此外， 当天在距河上嘴近 4 公

里的河沙嘴地区， 李飞等人又新发

现了 3座初定为汉代的崖墓。其中，

一座崖墓疑似尚未完全开凿完毕。

另据充当向导的村民称， 在该区域

仍有其它同类崖墓。

结合河上嘴及 “南明永历” 崖

墓文字、 新发现的崖墓等， 李飞认

为， 这些信息能系统反映习水河两

岸当时的状况。同时，也证实黔北地

区的崖墓延续历史， 最早可追溯到

1800 多年前， 最晚则延续到距今

300多年前。

李飞认为， 开凿这些崖墓的匠

人， 很有可能也是大多来自今四川

境内。 “他们或许就像早年的棉花

匠， 一年四季都在外漂泊， 寻找雇

主。 ” 李飞说，这种“匠人集团” 现

象，很值得关注和研究。

（本报记者 黄黔华）

习水河流域文化遗产考察第四天———

穿越千年 访汉代崖墓

本报讯 9 月 13 日，六盘

水市农委与市场监管局发布

消息，通过长达 5 年的编制，

六盘水猕猴桃生产技术标准

体系正式发布， 猕猴桃生产

技术有了标准可依。

六盘水是全省猕猴桃主

产区之一，是“中国野生猕猴

桃之乡” 。近年来，通过努力，

猕猴桃产业成了六盘水市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名片。 截

止目前， 当地猕猴桃种植面

积已达 18 万余亩，主栽猕猴

桃品种为红心品种系列的

“红阳” 和“东红” ，今年产

量近 2万吨。

但由于六盘水市处于低

伟度高海拔区域， 属喀斯特

地貌，地形复杂，春旱严重，

夏末秋初雨水多， 如何制定

适于六盘水市生态环境和主

栽品种的技术规范， 成为了

猕猴桃产业发展亟需解决的

问题。 为此， 六盘水于 2013

年 10 月，与中科院武汉植物

园签订协议， 确立了六盘水

市猕猴桃生产标准化体系编

制的目标任务。

经过 5年的努力，今年 8

月 10 日，《六盘水市猕猴桃

生产技术标准体系》 通过专

家评审。 经报批，该标准 9月

13日正式发布。

据介绍，《六盘水市猕猴

桃生产技术标准体系》 适用

于六盘水市及其周边类似生

态环境地区猕猴桃苗木培

育、果园的建设、水肥管理、

病虫害防治、修枝整形、花果

管理、果实采收、储藏保鲜、

果品质量等方面。 该标准体

系包括猕猴桃生产技术、育

苗技术规程、苗木质量标准、

果园建设技术规程、 土肥水

管理技术规程、 整形修剪与

花果管理技术规程、 病虫害

防控技术标准、 主栽品种果

实采收标准、 贮藏保鲜与运

输技术规程、 主栽品种鲜果

质量标准等 10个方面。

据悉，该标准还是新修

订的《标准化法》实施以后

第一个市级地方标准体系，

也是贵州省第一个向国家

标准委备案的市级地方标

准体系。

（本报记者 高松）

六盘水 为猕猴桃生产定标准

本报讯 9 月 13 日， 六盘水市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 9 月 21 日至

9 月 23 日在六盘水市会展中心举

办第五届中国·凉都特色农产品展

销会暨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

记者获悉，展会期间，市民除了可以

购到贵州和省外特色农产品外，还

可参与吃猕猴桃、 吃刺梨比赛等趣

味活动。

据介绍， 此次展场面积达 1.1

万平方米，分设 4个展区，六盘水市

内参展企业将达 82家，市外省内参

展企业 74家，所有市州均有企业参

与。另外，省外参展企业有 26家，其

中广东省 10 家、云南省 7 家、重庆

市 3家、大连市 6家。市外和省外的

供销集团公司 11家，合计 193 家企

业。 同时，将有 80家省内外的投资

商、经销商参会。

展会期间， 六盘水会展中心将

同期开展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系列活动，包括文艺表演、摄影展、

趣味竞赛、农耕生产竞技等。 其中，

趣味竞赛包括 “吃猕猴桃比赛、吃

刺梨比赛、剥核桃比赛” 等；还将现

场进行搬化肥比赛、运南瓜比赛、插

秧比赛等农耕生产竞技活动。

（本报记者 高松）

特色农产品展销会将于 9

月 21 日在当地举行

■新闻速递

通过 5年的编制，相关标准体系昨日正式发布

凉都办展会

邀约农产品

崖墓上的图案

调查队员在制作拓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