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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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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 贵阳市 2019 年 1 月 17 日—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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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供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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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8日

09:00-19:00

10千伏富嘉线 4545号环网开关

后段

蓑草路周边区域：市党校宅、储运公司、省安装公

司、云关房开、施格房开、蓑草破、旺业地产投资、

通力房开、金地房开、送变电宿舍、安居工程、贵

钢宿舍等；

两

城

区

双

龙

新

区

1月 18日

08:30-17:30

10千伏关省线水电九局Ⅲ、 水电九局Ⅳ

配变

扁井沿线片区 水电九局宿舍

1月 18日

09：00—18：00

10千伏龙谷线 7091 号开关至多彩贵州

03号环网柜 301开关

鼎罐城，宏宾酒店、北京市政施工用电

1月 20日

09：00—18：00

10千伏二环线 2012号开关至 751号开关

南明殡仪中心、凤凰山、开华合力公司、双龙环卫

中心、龙水路、清凉院、中央生态公园、西南环线路

灯、小碧加油站、新兴运输公司、回收公司、马长

河、西南石化、碧龙花园、小碧寨、水利水电 14局、

陈兴志、双龙置业温泉施工变、余幺坡、环碧支线

1月 17日

08:00-18:00

10千伏桥圣线 0224#-0227#开关区段

中坝路沿线、大洼沿线、西二环沿线 圣泉流云小

区、集成房开小区、恒大帝景小区

1月 20日

09：00—18：00

10千伏笋坡线济仁堂分支 001 号杆分

支开关

医药器械仓储中心、汇泽特钢、方鸿包装、食品工

业园路灯、时代天地建设施工变、台州荣耀建设

公司、建信水务、印刷厂、金久生物、济仁堂、中交

一公局

1月 21日

09：00—18：00

110千伏笋林变 10 千伏笋关线 002 开

关后段线路（全线）

出行神州

本报讯 在寒冷的冬天里，很

多人连冷水都不想碰，更别说跳进

河里了。 然而就在昨天，在凯里开

怀街道寨瓦村附近， 一名 18 岁女

孩欲跳巴拉河轻生时，多名路过此

处的男子及时出手相助，其中一人

二话不说， 奋勇跳进水里救人，着

实令人钦佩。

当时救人现场也被很多村民用

手机拍下， 大家都说：“要不是他

们，恐怕小姑娘就没命了……”

经过多方打听，1 月 10 日，记

者终于找到了那位跳水救人者———

32 岁的开怀街道寨瓦村新上任一

个半月的村支书张永贤。

张永贤回忆道，1 月 9 日下午，

他接通知， 准备与另一名同事去开

怀街道开会。“当时是我堂弟开车，

我坐副驾驶的位置， 一出村委会门

口就看到河面上有个人形漂浮物，

赶忙问我堂弟那是不是漂了一个

人，我堂弟说应该是塑料袋什么的，

结果靠近一看，还真的是一个人，这

才赶紧开车，追到河的下游。 ” 张永

贤向记者回忆起了当时的情况，仍

然心有余悸。

张永贤继续说：“幸好当时车

速比水流速快， 我们抄小路赶到下

游才一分钟， 女孩恰恰漂下来就在

河中间， 我们赶紧将在河边找到的

竹竿伸过去让她抓住。 所幸女孩穿

的是羽绒服， 浮力很大且她的求生

欲望很强，一把抓住了竹竿，我们慢

慢往回收，一点都不敢放松。 ”

就在大家以为胜利在望时，意

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也许过于疲

惫，在离岸边约 5米的时候，女孩由

于体力不支，松开了紧握竹竿的手，

眼看着就要漂下去了。

见此情景， 张永贤顾不上脱衣

服，立即冲进湍急的水中，将女孩拖

了回来。此时正值极寒天气，气温低

至零下，河水冰冷又刺骨，但张永贤

因为着急救人， 已经没感觉了。 最

终，张永贤将女孩拽上了岸。

另一边，看到落水女孩被救上

岸，张永贤的堂弟、同事及很多寨

瓦村的村民纷纷围上来，为女孩四

处寻柴生火取暖，而浑身湿透的张

永贤却默默地离开了现场。 “因为

当时还要开会，所以我把小姑娘送

上岸边之后，自己赶紧开车回家换

衣服再赶去会场，换完后，才感觉

到冷，一路上都在发抖。 ” 张永贤

说。 随后，热心村民拨打了 110 报

警电话。

凯里开怀街道派出所民警吴德

玺告诉记者， 接警后他们立即赶赴

现场，当时女孩的情绪有些激动，经

耐心询问， 获悉女孩今年 18岁，不

是寨瓦村人， 因为父母之间的争吵

纠纷问题，一时想不开欲轻生。

随即， 民警又与孩子家人取得

联系，并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紧急

送往黔东南州人民医院。幸运的是，

因为各方的及时出手相助， 除了因

为寒冷受凉， 女孩没有出现其他的

状况。

“这种情况下，我相信谁碰到

了都会出手相助， 更何况我们是党

员干部，更应该作表率，保护大家的

安全，再加上前几日的大雨，巴拉河

水位上涨很多，如果不去及时相助，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虽然我遇上了，

但这真的不算啥！ ” 张永贤说。

（顾菲 吴如雄）

女孩一时想不开跳河轻生———

冰冷河水中 村支书奋勇救人

本报讯 为了赢得网友的关注

和点赞，毕节市织金县四中 15岁学

生肖某突发奇想地在铁轨上玩起了

自拍，并将照片发到“快手”短视频

APP 上。 所幸铁警及时发现并删

除，防止了危险行为继续传播。

1 月 9 日， 贵阳铁路公安处织

金火车站派出所民警林明宇接朋友

小孙发来的一个在“快手” 上的短

视频，这是一个用户名叫“爱某某

某” 的织金本地女孩上传的 1 条在

铁路上自拍的短视频。 民警为视频

中的女孩捏了把汗：万一火车来了

又没注意，后果将不堪设想。

大家经仔细查看和辨认，确定

拍摄地位于派出所管辖的铁路重

点区段。 此时，视频已被播放 1655

次、点赞 123 次、评论 60 余条。 为

防止危险行为在青少年中继续传

播并引起模仿，民警随即翻阅了该

账号上传的其他内容，并发现该女

孩以往发布视频的位置经常出现

在织金四中。 民警第一时间联系

织金四中教务处，请求协同查找该

女生。

当日 15时许，学校教务处致电

派出所， 确认视频中的女生正是该

校初二（1）班学生肖某，家住织金

县金西社区。 民警立即与肖某的监

护人取得联系， 肖某在班主任和母

亲的陪同下来到学校保卫室。

民警询问得知， 肖某看到朋友

和同学拍的短视频在网上点赞多、关

注度高，出于羡慕就突发奇想跑到铁

路上拍照，博取点击率和关注度。

民警责令监护人立即删除女孩

在铁路上行走穿越的视频， 并对肖

某和家人进行铁路安全知识普及和

法制教育。 肖某也认识到自己的行

为可能产生的危险后果， 表示以后

再也不会到铁路上玩耍和自拍。

林明宇说， 个别网友为了吸引

眼球、博取关注，进入铁路“创意自

拍” 的危险行为时有发生，发生的

逼停火车、 甚至造成伤亡事故也不

鲜见。

贵铁公安提示广大网民， 为确

保列车运行和广大旅客及行人安

全，严禁进入铁路封闭区域，严禁在

铁路线上行走、坐卧、玩耍、自拍。

（夏志翔 许璇 曾秦）

为博点击率 少女到铁轨上玩自拍

拍照视频上传网络后，铁警对该少女的这一危险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

本报讯 1月 8 日，黔南州瓮安

县籍一名女子，流窜至遵义市务川

县镇南镇，持百元假币购买 8 元冥

币。 当她想继续作案时，接到报警

的当地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将其

抓获。

1 月 8 日是镇南镇赶集的日

子。 上午 11 时左右，正在街上开展

巡逻的镇南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报

警： 有一名中年妇女在街上以大面

额假币购买几元钱的小商品， 骗走

商户真钞。

随后， 派出所民警立即展开调

查， 并根据衣着特征找到这名嫌疑

人———40多岁的女子黄某。 在证据

面前， 黄某不得不承认自己非法持

有使用假币的事实。

经调查， 家住黔南州瓮安县的

黄某，当天来到镇南后，先是于 10

时左右在一家小超市内以 100 元假

币购买 10 元钱的东西，店主找给她

90元后离开。

没过多久， 黄某又来到农贸市

场继续寻找作案目标， 在另一家店

铺以 100 元假币购买了 8 元钱的冥

币。因没有零钱，老板以微信扫码找

给她 92元。

至黄某被民警查获时， 其身上

还有 400 元假币。 目前黄某已被务

川警方处以 10 日行政拘留和 800

元罚款。

（黄银华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民警抓她时

她正在用假币

■新闻速递

救人现场 女孩获救后在火边取暖

肖某自拍的视频截图

本报讯 1 月 9 日， 赫章县警方在开展扫

黑除恶及全县禁毒攻坚大会战期间，成功破获

一起团伙特大贩毒案，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 4

人，缴获毒品冰毒 174.03克。

1 月 4 日，赫章县公安局禁毒大队通过工

作发现一条重大涉毒线索，家住赫章县可乐乡

的杨某与威宁县中水镇的贩毒人员从云南省

昭通市购进大宗毒品在威宁、 赫章等地贩卖。

市、县两级公安机关高度重视，迅速对相关工

作进行部署。

通过进一步侦查， 禁毒大队最终获取到

该团伙将于近期在威宁县中水镇筹集毒品并

进行贩卖的重要线索。 1 月 9 日上午，禁毒大

队民警兵分两路： 一路到赫章县可乐乡时时

掌握杨某行踪， 另一路赶往威宁县中水镇开

展工作。

经周密布控及 10 余小时的蹲守，1 月 9

日 20时许， 缉毒民警在威宁县中水镇一宾馆

门口将贩卖冰毒可疑物的马某、马某某、韩某、

杨某 4 人抓获，当场缴获毒品冰毒 4 包，经称

量净重 174.03克，并现场扣押涉案车辆 1辆。

经审讯，4 名犯罪嫌疑人对贩卖毒品冰毒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至此，该贩毒团伙的主

要成员全部被抓获， 一条由昭通市至威宁县、

赫章县的贩毒通道被成功摧毁。

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马某某、韩某、杨

某 4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本报记者 张鹏）

抓获 4名贩毒嫌疑人，缴获毒品冰毒 174.03克

赫章警方破获一特大贩毒案

缴获的冰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