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认中药、学号脉，当起

小中医；玩游戏、献爱心、栽树苗，

走进关口村；了解雷锋、采访身边

的活雷锋。上周末“行走的课堂” ，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再次出发。三场

周末课各具特色，通过活动、小记

者们收获颇丰。

上周五 “小中医” 活动一开

始，小十字民生路何秀蓉中医馆的

医生， 向小记者们介绍了路路通、

连翘、板蓝根、金银花等中药材及

特征、功效。 小记者们还在医生的

指导下，给爸爸妈妈把脉，看舌苔，

诊疗，当了一回小中医。并用药包，

给父母泡脚，表达感恩之情。

周六举行的“拥抱春天我与小

树同成长” 活动中，45组小记者家

庭近百人，驱车来到清镇关口村。作

为一场“非典型”植树活动，在关口

村小学，小记者和家长们，先后玩起

了团团转抱圈圈、 大树和松鼠的游

戏。 互动中小记者们和关口村小学

的同学们成为朋友。

以油菜花田为背景，小记者们

挥铲、挖坑、固定小树苗、培土、浇

水、写上心愿卡。 在土壤里种下希

望，期待它茁壮成长。

利用电影片段了解雷锋精神

后，特邀参与活动的三位小记者团

家长，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分别

从医生、护士、老师三种职业人的

角度，讲述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

新时代雷锋精神。齐唱这首动人的

歌曲，小记者们还纷纷分享了各自

学雷锋的经历。

（孙维娜 /文 胡家林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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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北控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停水公告

贵阳北控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3 月 11 日

停水原因

停水时间

停水区域

温馨提示

为配合贵阳市轨道 3号线建设，需对供水主干管进行迁改

3月 12日(星期二)早上 9:00�至晚上 24:00��

花溪大道沿线（四方河路口、中曹司路口至大水沟、贵阳西站、华丰批发市场）、

省农科院、烂泥沟金竹镇等及周边区域

由于现场施工条件复杂，恢复供水有可能延时，请相关区域的用户提前做好蓄

水准备。 在此期间我司将积极组织技术力量，确保按时通水，如提前通水，恕不

另行通知。 停水期间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供水服务热线：96015

�������连日来， 北京茅台收藏馆在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

杨厅举行的老酒鉴定变现活动仍在进行中， 收藏馆在继

续收购老酒的同时， 根据市民的请求， 决定对 2008－

2018年整箱茅台酒敞开收购。

老酒收藏有门道 一旦保存不当损失大

老酒的收藏保存专业性很强， 尤其是整箱的老酒，如

果市民不懂老酒的收藏和保存知识，盲目保存一旦造成跑

酒或品相破损，将会导致价值大大降低，甚至成为废品。 收

藏馆制定了严格的老酒鉴定收购程序， 在完成鉴定后，收

藏馆本着诚信的原则，绝不压价，直接干脆地报出老酒的

最后价格，这个价格保证在行业是较高的，部分整箱老酒

价格会更高，保证市民不吃亏，免去市民讨价还价之苦。

回应市民请求 新茅台酒也收购

收藏馆在接待中发现， 不少市民提出由于各种原因，

也想把家里近年来的新酒拿来变现， 希望收藏馆也能收

购。 收藏馆最大程度满足市民的需求， 决定即日起对

2008－2018 年整箱茅台酒也进行收购，虽然这样会增大资

金成本，但如果能解决市民的一些困难，收藏馆认为这样

做也是值得的。

收藏馆现在收购的酒扩大到 1953 至 2018 年茅台酒

及各种名酒，茅台生肖酒，茅台纪念酒，茅台年份酒，80 年

以及五粮液，董酒，习酒，鸭溪窖，眉窖，珍酒，平坝，古井

贡，汾酒，郎酒，泸州老窖，剑南春，西凤，洋河等各地方名

酒，同时还收购各种名牌洋酒，虎骨酒，冬虫夏草，老安宫牛

黄丸，老阿胶，老片仔癀等。

为了方便市民，收藏馆开出多种交易模式，可安排专人

上门收购，成交可以报销往返路费。有顾虑的市民不防先来

这里看看感受一下，保证你不虚此行。收藏馆还专门为这次

活动准备了相应的礼品赠送给大家，确保市民高兴而来，满

意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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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北京茅台收藏馆回应市民需求扩大收酒范围

高价大量收购 2008－2018年整箱茅台酒

本报讯 昨日，贵安新区樱花园

迎来大量自驾游客，其中 50多名司

机因乱停车受到了处罚，并被交警

请下车，体验了一把交通疏导工作

的不容易。

3 月 10 日，贵安新区平坝农场

樱花园迎来大量赏花游客，园区外

的贵安大道的交通压力也出现明显

增大的情况。 当日上午，为保障贵

安大道的交通秩序，贵安交警加派

了警力在樱花园周边疏导交通，并

每 300 米放置一块明显的禁停标

志，但仍有一些司机不遵守交通法

规，乱停乱放给道路加塞。

“我们对乱停车的司机处以了

罚款 50 元、记 3 分的处罚，同时，

我们也想让这些司机体验一下乱

停乱放对交通的影响，给疏导工作

造成的困难。 ” 民警说，当天，50 多

名司机参与了 1 至 2 小时的体验

教育。

“引导行人过马路、驾驶员规

范停车，我说得口干，喝了 2瓶矿泉

水，腿也站酸了。 ” 参与体验的王先

生说，他记得在劝导一名“犟”司机

时，他就是要停在路边等家人，才两

三分钟时间，后面就堵死了，喇叭声

此起彼伏。 最后，这名司机也被交

警请来体验了交通疏导工作。

交警表示，预计下周，贵安新区

平坝樱花园还将迎来更大车流，届

时，他们也会同样对违停行为进行

严查，对违法司机进行体验式教育。

（本报记者 李强）

在贵安新区赏花路上乱停乱放———

50多名司机 被罚疏导交通

本报讯 据省气象台预计，下周

我省有两次降雨天气过程， 分别出

现在 13日和 16日； 不过大部地区

气温起伏大， 预计最低气温均高于

5℃，最高气温均在 10℃以上。

具体预报为：11 日， 西部地区

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地有雾，

其余地区多云为主；12 日白天，西

部及北部阵雨转阴天间多云， 其余

地区阴天间多云；12日夜间～13日

白天， 全省各地多云转阴天有阵雨

或雷雨， 中东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

雨，个别乡镇有暴雨；14～15 日，省

的中东部地区阴天间多云， 其余地

区阴天有阵雨， 中西部局地有雾；

16～17 日，全省阴天有阵雨，中西

部局地有雾， 中部以东以南局部地

区有大到暴雨。

近来， 在贵阳市， 阳光显得很

“稀罕” 。 预计未来一周，全市多降

雨天气，不过气温起伏不大，最高气

温在 15℃以上，最低气温 5℃。

据市气象台预测， 主要有两次

降水天气过程，雨量均为小到中雨，

分别为：12 日夜间到周三 13 日、16

日到周日 17日。其余时段以阴天间

多云天气为主。

具体预报为：11 日， 多云间阴

天，气温 8～15℃；12 日，阴天间多

云转阵雨或雷雨，气温 8～14℃；13

日， 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气温 8～

13℃。 （本报记者 张晨）

分别出现在13日和16日，气温起伏小

我省本周 将有两次降雨过程

一名违法司机在进行体验式教育

三场特色周末课 小记者们收获多

■新闻速递

小记者们在植树

本报讯 昨日，贵阳柏德口腔医

院举办德国种牙节盛典， 并邀请到

著名歌唱家蒋大为先生登台献唱，

数百名市民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活动现场， 贵阳柏德口腔医

院为参加活动的市民准备了许多丰

富的节目，一方面，多位口腔权威专

家亲临现场，为现场患者提供亲诊，

分享国家先进的种植技术； 另一方

面，市民们还一睹蒋大为先生风采，

台上台下同唱，掌声不断。

此外， 医院还现场展开了一场

种植牙与真牙耐受力的科学测试，

让现场观众对种植牙的坚固性有了

更直观的认识。

贵阳柏德口腔医院院长胡劲松

在此提醒市民， 定期进行口腔检查

是最经济也是最有效的口腔保健方

法之一， 如果市民发现牙齿出现问

题，应及时前往专科就医，切勿小毛

病拖成大问题。 （李慧超）

柏德口腔医院

昨日举办种牙节

黔东南州提高

城乡低保标准

本报讯 来自省民政厅的消息，

近日，黔东南州民政、财政、扶贫三

部门联合召开全州 2019 年城乡低

保提标工作会议，继续按区域、划档

次提高全州城乡低保标准。

从总体上看，提标后，黔东南州

农村低保平均保障标准提高到

4088 元 / 年，较上年增长 5.24%；城

市低保平均保障标准提高到 601 元

/月，较上年增加 3.19%。

此次提标核查从 2 月开始，到

5月底结束，6月份按新标准兑现低

保金， 并补发 1至 5 月新老补助水

平之间的差额。核查过程中，将保障

广大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充分发

挥城乡低保政策性兜底功能作用。

（本报记者 曾秦）

本报讯 昨日，新赛季中甲首轮

比赛， 贵州恒丰坐镇主场迎战辽宁

沈阳宏运。两队实力起鼓相当，双方

激战中被裁判判罚 7 张黄牌， 其中

贵州恒丰吃下 3 张黄牌。 双方在

“紧咬” 之中结束比赛，最终，贵州

恒丰 0-0辽宁沈阳宏运。

贵州恒丰将于 3 月 16 日，主场

迎战长春亚泰。 主教练佩特莱斯库

表示， 目前， 将全力备战下一场比

赛，“下场球赛比这场球赛艰难，对

方实力非常强。 ”

（杜立 /文 张晖 /图）

贵州恒丰战平

辽宁沈阳宏运

中甲第一轮比赛中

比赛现场

农村低保平均保障

标准提高到4088元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