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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气温 今起逐步回升
升幅将达 5℃—9℃；贵阳天气仍有点凉，注意添衣保暖
本报讯 上周日开始的降温天气
来得有点猛，不过，好消息来了！ 据省
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全省将短暂转
晴，气温逐步回升，升幅达 5℃—9℃。
具体预报为：7 日夜间到 8 日白
天，全省各地自北向南小雨转多云到
晴，西北部地势相对高处局地有雨夹
雪或小雪，中部以北和以东地区早晨
有雾；8 日夜间到 9 日白天， 中东部
地区多云转阴局地有阵雨，其余各地

多云；9 日夜间到 10 日白天，西部地
区多云到阴天， 其余地区阴天有小
雨，东部地区局地有中雨。
其 中 ， 毕 节 气 温 升 幅 明 显 ：7
日仅 7℃，8 日将升至 16℃。 到了
9 日 ， 遵 义 、 铜 仁 等 地 将 升 至 20℃
以上。
据贵阳市气象台预计：今日贵阳
同样会短暂转晴， 气温会有所回升。
本周后半段，全市将处于阴雨天气笼

罩之下，不过雨水强度较弱，天气较
为暖和。 具体预报为：7 日夜间到 8
日白天，小雨转多云到晴，气温 6℃
—16℃；8 日夜间到 9 日白天， 多云
间阴天，气温 9℃—20℃；9 日夜间到
10 日 白 天 ， 阴 天 有 小 雨 ，14℃ —
20℃。 ；11 日阴天，夜间有小雨。
昨日是 二 十 四 节 气 中 的 “立
冬” ，贵阳东山气象站最低气温仅
6.3℃，而开 阳 县 和 修 文 县 气 温 只

有 5.5℃，可谓本轮强降温天气带
来的低 温 天 气 ， 为“立 冬 ” 的 到 来
恰巧应景。 不过，从气象学来说，立
冬并不等于入冬。
贵阳常年平均数据显示， 入冬
时间应是 11 月 28 日。 虽然这两日
气温将会回升， 但毕竟已至立冬节
气，总体降水减少，气温下降，市民
仍需注意添衣保暖。
（本报记者 张晨）

速攀黔灵山
吉正权夺冠

竞速黔灵山

竞民族风情 赛速度激情
省第九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民族健身操等四场比赛昨举行
第九届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昨日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在当日的民族健身操比赛中，来
自各地州市及贵州各大高校的 14 支
队伍，比赛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健身
操。 在展示民族美的同时，也展现健
身操的律动与活泼。
最终，贵州大学代表队获得规
定动作第一名，黔南州代表队获得
自选动作及总成绩两项第一。
而在贵阳市体育中学开赛的
板鞋竞速和高脚竞速，则上演了一
幕幕速度与激情。
其中，板鞋竞速是由多名运动
员一起将足套在同一双板鞋上，以
在同等的距离内所用时间多少决
定成绩名次。 这是一项节奏感极强

的集体项目，可以培养参与者的灵
活性和协调配合能力。
高脚竞速俗称“
高腿马” 或“
截
竹为马” ，又称“
竹马” ，是运动员双
手各持一杆，同时脚踩杆上的踏蹬的
比赛，以同等距离内所用时间多少决
定名次，既要速度也要力量。
最终，来自黔东南的吴妹娥获
得女子高脚组 100 米冠军。
秋千比赛则在贵州师范大学
宝山校区举行。 此次比赛共分为
55kg 以下和 55kg 以上两个级别进
行角逐，比赛场地为 20*8 米的长方
形地面，秋千架高 12 米，起荡台高
1.3 米。
比赛中，运动员荡着秋千来回
穿梭，不断挑战着新高度。 她们的

医学精英 安家费50万元
近 200 家用人单位昨在遵义医学院抢人才
本报讯 来自全国 18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近 200 家用人单位，昨日前往遵义医学
院，参加 2019 届毕业生秋季双选会招揽人才。
多个县级医院开出了 10 万元至 50 万元不等
的安家费，招揽医学精英。
记者注意到，进场招贤的单位中，县级医
院“
最舍得花钱” 。
其中， 道真县人民医院开出的待遇非常丰
厚：硕士及硕士以上、副主任医师以上，均承诺
入编并一次性给付 50 万元的安家费。 规范化培
训毕业生，一次性给 30 万元安家费；临床医学
一本生，一次性给 10 万元安家费。 此外，务川县
人民医院对符合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的临床医师，

承诺 30 万元至 50 万元不等的安家费，并提供 110
平方米至 130 平方米住房； 湄潭县人民医院也提
供最高 50 万元的奖励；四川省通江县妇幼保健院
提供 8 万元至 30 万元不等的安家费。
其中，昭通一家民营医院“叫板” 公立医
院，给出规培生、硕士研究生一次性 40 万元安
家费的奖励，但条件是要服务满 10 年。
遵义医学院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共计有
来自全国 1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近 200 家
用人单位提供 5666 个岗位， 其中， 医学类岗
4600 余个。 参会单位中，有 80 多家为县级以上
公立医院。 而该校 2019 年毕业的本科生人数
为 4886 人。
（本报记者 黄宝华）

贵州恒丰
四球负河南建业
当日另一场比赛，上港获得
本赛季中超冠军
本报讯 昨日，中超第 29 轮，贵
州恒丰客场 0-4 负于河南建业。
因上一轮贵州恒丰已提前降级，
本场比赛成了恒丰的荣誉之战。
比赛第 10 分钟， 杨挺向前传球
给斯蒂夫时发生失误，里卡多外围拿
球后向左分球给到王上源脚下，王上
源面对杨挺的防守，冷静内切后直接
兜出一记弧线，皮球准确飞入球门右
下死角，建业主场 1-0 领先。
第 24 分钟，伊沃左路加速过掉
杨挺后下底传中， 法图斯赶在冯卓
毅身前完成头球解围， 杨阔外围胸
部一停，随后抡出一脚天外飞仙，守
门员苏渤洋望球兴叹， 无力阻止皮
球入网。 建业主场 2-0 扩大领先。
第 37 分钟，伊沃左侧角球开出
被范云龙顶出，随后伊沃左路一扣，
再次送出传中， 皮球被前点的闵俊
麟一垫， 再被禁区内的里卡多头球
攻门顶入，经过 VAR 视频裁判的确
认， 此球最终被判有效， 建业半场
3-0 再次扩大领先优势。
伤停补时阶段， 伊沃突入禁区
被法图斯放倒，王哲果断吹罚点球。
巴索戈主罚点球一蹴而就, 最终，贵
州恒丰客场 0-4 不敌河南建业。
双方预备队比赛将于明日 15:
00 进行， 球迷朋友可通过 K 球 app
进行观看。
在本轮的另外一场焦点战役中，
上海上港坐镇主场，以 2 比 1 战胜北
京人和，提前一轮获得本赛季中超冠
军，终结了恒大七连冠。 这也是该队
首次获得中超冠军。
据悉，联赛最后一轮，贵州恒丰
将在主场迎战重庆斯威， 后者仍存
在降级风险。
究竟是恒丰捍卫主场荣誉，以
一场胜利来告别中超， 还是斯威拿
下恒丰，取得保级的救命三分，我们
将拭目以待。
（本报记者 杜立）

5.3 公里，48 分 46 秒！

本报讯 黔灵山速攀赛第一赛
季于昨日清晨拉开序幕。 来自六盘
水的越野跑选手吉正权， 以 48 分
46 秒的成绩问鼎黔灵山之巅，成为
黔灵山 FKT 最快登顶的选手。
此次赛事由贵阳市体育总会指
导， 贵州悠山美地和贵阳日报传媒
集团联合主办。 赛事以“
挣脱城市
束缚 成就自我高度” 为主题。 第一
赛季拟举办四场， 是国内首次在城
市中举办 FKT 越野赛。 经严格审
核，黔灵山 FKT 第一赛季首场比赛
共有来自山东、甘肃、贵州等省份的
18 名高水平运动员参与角逐。
赛道依托黔灵山得天独厚的地
形地貌，总长 5.3 公里，运动员不得依
靠任何交通工具，关门时间 90 分钟。
比赛当天，选手们从黔灵山公
园烈士陵园纪念碑出发，经黔灵湖茶
餐厅旁台阶直上到弘福寺，沿台阶再
到象王岭， 下台阶走土路经盆景园
到公园南门，再速攀白象峰主峰，沿
步道爬关刀岩，最后到达大罗岭。
据悉， 黔灵山 FKT 第一赛季
中，除首场外，每场比赛将逐步缩
短 5 分钟的关门时间，未来赛季将
根据每次记录的提高时长而缩短
相对应的关门时间，这无疑为运动
员完赛增加了更大难度。 另外，每
场比赛，赛事组委会将为赛事注入
703 元现金，纳入“黔灵山 FKT 奖
池” 。 未来场次中，如果选手打破
赛会纪录，组委会发放奖金，同时
奖池清零重新注入。 此举开创了在
越野赛中设立奖池的先河，深得跑
友期待。
（本报记者）

■新闻速递

倩影在空中画出一道道弧线， 好似
空中漫步，宛若仙女下凡。
■杜立 李云云

关于残疾人免费乘车卡充值及办理的通知
兹定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至 30 日为符
合办理条件的残疾人办理残疾人免费乘车卡
（或充值）。 办理范围为： 贵阳市 6 城区户籍
（云岩区、南明区、观山湖区、乌当区、白云区、
花溪区）；清镇市户籍的持证残疾人；长期居
住贵阳 6 城区的清镇市、开阳县、修文县、息烽
县及非贵阳市户籍的持证残疾人（需持《贵阳
市居住证》或相关证明材料）。 上述规定时间
内，请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及时进行办理。
具体办理条件和办理地点请电话咨询 6
城区残联及清镇市残联。
（注：因公交 IC 卡管理系统升级，申请人需凭身
份证进行实名登记）。

咨询电话：
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85975531
市残联 85849844
南明区残联 85862743
云岩区残联 86856744
白云区残联 84603829
花溪区残联 83150572
乌当区残联 86840481
观山湖区残联 84854277
清镇市残联 82524806
开阳县残联 87229611
修文县残联 82370107
息烽县残联 87725540
贵阳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贵阳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8年 11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