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日，市民曾女士向本

报反映称，2年前， 她在春雷路小石

城一期购置了一套二手房， 随后却

因下水管道堵塞、污水四溢、墙纸脱

落、墙体发霉等问题，致使其至今无

法顺利入住。 期间，她曾多次找业委

会协商处理此事，却都无果而终。

针对曾女士的遭遇，10 月 11

日上午，记者来到曾女士位于春雷

路小石城一期的家中。 一进房内，

映入记者眼帘的是客厅四周破裂

不堪的墙纸。 拉开墙纸记者见到，

由于长时间有水渗出，墙体表面已

经发霉变黑。

采访中曾女士告诉记者，她是

2016 年 2 月在该小区购买的二手

房，当年 6月重新装修。 然而，令曾

女士意想不到的是，装修后的房子

没过多久，卫生间内的下水管道便

出现了污水溢出的情况。 原本以为

只是偶然事件，怎料曾女士每次找

人疏通后，没过多久污水便会重新

冒出。“一年内至少要堵 6次！ ” 无

奈之下，曾女士只得自掏腰包，重新

更换了新管道。

本以为问题就此解决， 但在

2018 年 7 月，来到家中打扫卫生的

曾女士却相继发现，墙纸脱落、墙体

发霉变黑等问题。 之前管道失修，

她自行买单过修理，而此次又因当

初管道堵塞，引发墙体浸水。 在曾

女士看来，每年她都按时交纳小区

的管理费，遭遇问题总不能每次都

由自己买单，在她看来，相关单位应

该就此负一定的责任。 然而，当她

向对方提出共同承担更换墙纸的费

用时，却遭到了拒绝。

对此，该小区所属的黔灵镇石

欣居委会秦世春书记表示，曾女士

的遭遇应该由业主委员会来处理，

而他们只能帮忙从中协调。10月 11

日当天，当记者找到该小区的业主

委员会时，没能找到相关负责人。

针对此事，贵州观合律师事务

所的朱驿琨律师表示，既然业委会

承担了小区的管理工作，并向业主

收取了管理费，那对于小区管道堵

塞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就应负有相应

的责任。 如业委会对此不予解决，

曾女士可搜集好交纳管理费的票据

等凭证，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通过

司法途径进行维权。

（实习记者 罗林 本报记者 王杰）

本报讯 据毕节市广播电视台报道，近

日，网友“六个点” 反映在毕节城区百里杜

鹃路遇到一位奇葩司机， 在中午上班高峰

期竟一边开车一边看书，不时还翻翻页码，

这勤奋劲儿让路过的网友为他捏一把汗。

当日中午 2:20 左右， 网友 “六个

点” 向记者反映，自己坐车经过毕节城

区百里杜鹃路时，另一车道的一辆轿车

司机竟然在边开车边看书，这爱学习的

劲儿让网友大为“感动” ，可是转念一

想，该网友又觉得这位驾驶员的行为太

危险了。

网友“六个点” 认为，下午 2:20 左右

正是上班高峰期， 该路段车流量较大，如

果司机因看书造成事故，这是得不偿失。

网友认为，是该路段有些缓行，所以

这位驾驶员才利用停车时段阅读书籍，

但是网友也想提醒广大驾驶员，开车时

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不做影响行车安

全的事儿！ （本报记者）

本报讯 近日， 南明区委离

退休干部工作局组织开展“改革

开放 40 年·寻访南明好家风·寻

找幸福家法” 离退休干部“金婚

秀” 主题活动，11 对离退休金婚

伉俪到场，畅谈金婚心得，并通

过自身的经历和感受，盛赞改革

开放 40 年来， 百姓生活的巨大

变化。

活动共设置了“击鼓传花” 、

“心有灵犀·默契大考验” 、“爱情

白皮书” 等五个环节。 在默契大考

验环节， 面对 “收到的第一份礼

物、老伴最爱吃的食物” 等问题，

金婚夫妻们对答如流。

“当时我们的工资，加起来不

到 100块钱，现在已经提高了很多

倍。 ” 老干部汪尚勤说，他自身的

经历， 正是改革开放 40 年国家大

发展、大变化的缩影。

李绍德老人介绍， 从前的爱

情，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平淡真实，

但是他们携手相伴， 走到了金婚，

甚至更远。 “我们共同走过了 52

年，秘诀就是互相尊重、互相谦让、

互相体谅、遇事共同商量。 希望现

在的年轻人也能这样，共同营造和

谐幸福的家庭。 ”老干部吴庆华和

老伴张道煌深有感触地说。

（本报记者 曾秦）

本报讯 昨日上午， 遵义彩民

黄先生赶到贵州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办理兑奖手续，他中取了体彩

大乐透第 18114期 826万元大奖。

9 月 29 日， 体彩大乐透第

18114 期前区开出号码 12、18、26、

28、29，后区开出号码 05、06。 当期

全国共销售 2.24 亿元， 为社会筹

集彩票公益金 8069 万元， 全国共

开出 6 注头奖，每注奖金为 826 万

元，分落江苏、福建（2 注）、河南、

广东和贵州。 数据显示，贵州省中

出 826 万元，被遵义市道真县一网

点中出。 （本报记者）

本报讯 连日来，不少热心市民向

本报反映称， 沙冲南路贵州省骨科医

院附近的人行横道被封，给不少市民，

特别是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通行带来

不便。 10 月 10 日，针对市民的反映，

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

10 月 10 日上午 10 时许，在距离

贵州省骨科医院正门外仅 150 米处，

记者见到原先的人行横道线已被抹

去，同时，该路口处已被一排隔离护栏

围挡。如此，原先能从此通行的车辆和

行人，均无法继续从此通过。然而即便

如此，仍有一部分市民，为了图一时省

事，纷纷选择翻越护栏。

采访中，66 岁的况阿姨告诉记

者，她是省骨科医院的一名患者，为了

看病， 她每天都要经该人行横道步行

至医院， 可自从前不久该条人行横道

被封之后， 她每次在沙冲南路下公交

车后， 都还要沿该路段朝沙冲中路方

向多走约 500米， 才能到另一个人行

横道，如此一来比原来至少要多 10 分

钟的步行时间。对此，不少市民也表示

不解，“好端端的人行道，为何说封就

封？ ”

针对市民的疑问， 记者从负责管

理该路段的交管部门得知， 由于该路

口的交通信号灯出现了损坏， 出于安

全考虑，便于 9 月 30 日当天，对该路

口进行了暂时封堵。 事后，已接到多位

市民反映， 因封堵该人行横道而带来

的不便， 目前交警部门正在与相关部

门协调处理此事。

与此同时，记者从负责该路段交通

组织调整的贵阳市交管局秩序处获悉，

该路口不仅是交通信号灯出现了问题，

人行横道本身也因年久失修，导致人行

横道白线已不清晰，如不及时重新施划

处理，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然

而，受连日来阴雨天气的影响，导致重

新施划工作受到阻碍， 待天气转晴后，

会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对该人行横道进

行重新施划，随即会再行开放。

（实习记者 罗林 本报记者 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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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茅台收藏馆在贵阳天怡豪生酒店七层黄杨厅

举行的老酒变现活动，现推出“国庆” 专场答谢会，凡

是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5 日前来老酒变现的市民，成交

价格将比平时上浮 10%，变现金额在 1 万元以上，可以

获赠高档红酒两瓶。

今年以来，全国老酒市场风云变幻。 北京茅台收

藏馆高举弘扬传播老酒文化的大旗，陆续推出一系列

惠民活动。 一方面立足筹建全国老酒陈列展示馆，尽

更大努力收集各类老酒； 另一方面坚持诚信为本，以

高于行业平均收购价进行收购，把更大的实惠让给市

民。 也正是因为收藏馆的这份执着和坦诚，在老酒收

购市场中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扩大。

收藏馆在此郑重承诺，市民在老酒变现中遇到任

何困难或者疑问都可以及时告诉我们，收藏馆会尽更

大努力帮市民解决。 此次国庆活动期间，收藏馆推出

的回馈力度空前，欢迎市民前来鉴定变现。

地址：枣山路 95 号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杨厅。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

灵山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

市场形势风云变幻 收藏馆初心不改 ———

北京茅台收藏馆坚持把惠民举措进行到底

广告

本报讯 近日，龙里县检察院提

起公诉的杨某某、吴某甲、吴某乙、

唐某某四人侮辱国旗案， 公开审理

并宣判， 此案是该院办理的首例侮

辱国旗案。

2018 年 2 月 6 日 18 时许，龙

里县湾滩河镇鱼洞村村民因诉求

得不到满足， 前往鱼洞村村委会

闹事。 被告人杨某某、吴某甲、吴

某乙、 唐某某四人爬上鱼洞村村

委会办公室二楼， 唐某某将国旗

旗杆拉向自己， 与杨某某、 吴某

甲、 吴某乙一起将国旗从旗杆上

扯下后撕烂，扔到村委会院坝内。

2018 年 2 月 24 日，被告人唐某某

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如实

供述所犯罪行。

法院经审理认为，4被告均构成

侮辱国旗罪，一审分别判处杨某某、

吴某甲、吴某乙有期徒刑 9 个月、唐

某某有期徒刑 8个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百九十九条规定， 在公众场合故意

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

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国徽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

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 代表着

国家尊严，神圣而又不容侵犯，每个

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心存敬畏， 尊重

和爱护国旗。 对于损害或侮辱国旗

国徽国歌的犯罪行为， 我们坚决零

容忍，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依

法严惩，绝不姑息。 ”检察官说。

（本报记者）

龙里4人侮辱国旗被判刑

检察官：对此类违法行为，零容忍，绝不姑息

沙冲南路省骨科医院路段

人行横道被封堵

市民过马路难了

毕节现“好学司机” ———

交通高峰期 边开车边看书

遵义一彩民中

826万元大奖

全国共开出 6 注头奖，其

中一注在贵州

春雷路小石城一期房屋出

现住户和物业争议———

买来二手房

两年仍难入住

离退休老干部 上演“金婚秀”

“改革开放 40 年·寻访南明好家风·寻找幸福家法”

该司机一边开车一边看书

■新闻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