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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本报讯 寒露节气的到来预示

着冷空气将活跃起来，我省本周前期

天气还是晴朗适宜，10 日夜间开始

寒露节气的威力真正展现，阵雨天气

将自北向南席卷而来，气温也将有所

下降，到周末，降温幅度要稍大些。

今明两日我省的天气基本上

维持多云间分散阵雨的模式，西部

地区部分乡镇有中到大雨，需要关

注降水对出行带来的影响。

具体预报为：8 日—10 日白天，

全省多云间阴有分散阵雨；10 日夜

间—11日， 全省各地自北向南逐渐

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

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有所下

降；12日—13日，全省各地阴天有阵

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幅度稍大些。

贵阳市本周天气与全省步调

基本一致。 前期以多云间阴天有分

散阵雨的舒适天气为主，10 日起有

降雨降温。具体预报为：8日夜间到

9 日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阵雨，气

温 18℃—26℃；9日夜间到 10日白

天， 阴天间短时多云有分散阵雨，

气温 18℃—24℃；10 日夜间到 11

日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乡

镇有大雨，气温 17℃—23℃。

虽然前期以多云天气为主，但

早晚温差大，公众尤其是年老体弱

者应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物，后期

降温降雨公众应根据个人体质增

加衣物，出门携带雨具。 （张晨）

今日起我省多地开启降雨模式，气温将有所下降

寒露到秋意浓 及时添衣迎降温

本报讯 欢乐的国庆假期结束

了， 广大的学生又恢复到了紧张有

序的学习生活中。金秋十月，秋高气

爽，这个季节的饮食也有其特点。针

对学生人群的饮食特点， 省市场监

管局特别发布消费提示，秋季饮食，

学生娃娃注意三点。

夏秋交替之际，人体消化系统

处于新的适应阶段。 《黄帝内经》

提及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应

注意尽可能食用新鲜食物，饮食以

温、淡、素、鲜为宜，不吃过冷、硬、

烫、辣、黏的食物，以避免引起胃

肠不适。 同时， 温度湿度变化频

繁， 秋季也是食源性疾病的易发、

高发时期。 为避免食源性疾病的

发生，应特别注意掌握正确的食品

安全知识和有关的饮食实际操作

要点， 遵守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食品安全五要点。 即：保持清洁、

生熟分开、 食物要做熟、 保持食

物的安全温度以及使用安全的原

材料。

同时， 同学们应注意个人卫

生，养成餐前洗手的习惯，注意餐

具卫生， 降低 “病从口入” 的风

险。 注意膳食平衡，合理安排一日

三餐，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秋季

膳食可早晨食粥，如百合莲子粥、

银耳冰糖糯米粥、 杏仁川贝糯米

粥、黑芝麻粥等，以益胃生津。 还

应多吃一些酸味果蔬， 少吃辛辣

刺激食品。 同时， 注重食物多样

化，适量选择鱼、禽、蛋、瘦肉、牛

奶和豆类等食品。

另外，选择到正规商场、超市

购买食品，同时索要发票等购物或

消费凭证。 如发现食品有问题，可

作为投诉举报的依据。 购买预包装

食品时， 要注意检查食品外包装，

是否标明配料表、 净含量和规格、

生产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地

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等。 不要购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对于出现包装破损、漏气、胀包等

情况的食品，不要购买和食用。 选

购散装食品时，应注意盛放食品的

容器或外包装，是否标有食品的名

称、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保质期、

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等内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秋季饮食 学生娃娃要注意三点

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提示———

10 月 8 日傍晚，贵阳市

区出现美丽的晚霞。

6 时 30 分左右，太阳的

余晖将西面的云朵染得五彩

斑斓， 云朵边缘像是被镶上

一道道金边， 看上去如同一

条条天路。

石奎 张晨

晚霞如虹

■图片新闻

本报讯 昨日，成贵高铁兴文至贵

阳段联调联试正式展开， 意味着该条

高铁距年底全线通车进入倒计时。

此次联调联试主要工程四川兴文

至贵阳白云段正线全长约 280 多公

里，桥隧比约 85%。 全线新建兴文、新

街、威信、镇雄、毕节、大方、黔西、卫城

北（清镇）、白云等 9座车站。

据了解，此次联调联试预计历时 2

个月，完成后，铁路部门将依次开展初

步验收、安全评估和达标评定。 如果一

切顺利，成贵高铁兴文至贵阳段有望今

年 12月 20日全线开通运营，届时也意

味着成贵高铁全线通车。该段具体开通

时间以国铁集团官方公告为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全线有望年底通车运营

成贵高铁兴贵段

联调联试正式展开

本报讯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贵州华夏骨科医院党支部开展了

“十个一”系列活动。

分别是：开展一批大病回访活动、

召开一堂主题党课、 举办一场周年庆

典、举行一次升旗仪式、发表一篇国旗

下讲话、歌唱一支华诞颂歌、观看一场

阅兵仪式、安排一期国庆会诊、打造一

个党校阵地、进行一轮安全检查。

据悉， 该院通过开展这些活动，

激发全院医务人员的爱国主义情怀，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开展“十个一”

系列活动

普速列车在做检测试验

应注意尽可能

食用新鲜食物，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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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饮食习惯。

选 择 到 正 规 商

场、 超市购买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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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18日，2019 梵净

山抹茶大会将在“中国抹茶之都”

铜仁市的江口县召开， 助推贵州茶

叶产品走出国门、融入世界。

自 2015年以来，铜仁市把加快

抹茶产业发展作为茶产业转型升级

的重中之重来大力推动，引进投资 6

亿元建设第一期 100条抹茶生产线，

形成年产 2000吨抹茶的生产规模，

首批 50条碾茶生产线和 2条抹茶生

产线已建成投产， 已吸引来自日本、

韩国以及国内外有关机构、企业前来

考察投资，合作发展抹茶产业。

此次大会主题活动主要包括 5

项内容：一是 2019梵净山抹茶大会

开幕式。 开幕式定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09:00-10:00 在铜仁市

江口县太平镇中心广场举行； 二是

茶产业考察及产销对接洽谈活动；

三是抹茶采购商大会暨招商签约仪

式。 定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下午

14:00-15:10，在江口县抹茶小镇举

行；四是 2019梵净山抹茶产业发展

高端对话； 五是中国茶饮咖啡专业

委员会年会。

在 10 月 17 日—18 日大会期

间，还将组织 30余家抹茶食品生产

经营企业， 开展抹茶系列产品展示

和品鉴活动， 并在现场举行抹茶茶

艺表演。

2018 年，经省委、省政府批准

同意， 铜仁市成功举办了首届贵州

梵净山国际抹茶文化节， 中国国际

茶文化研究会、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分别授予铜仁市“中国抹茶之都”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铜仁抹茶

文化研究中心” 和“中国高品质抹

茶基地”三块国字号匾牌。

据悉，2019 梵净山抹茶大会由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中国茶叶

流通协会支持，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

部指导，铜仁市人民政府、贵州省农

业农村厅共同主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问菩）

梵净山抹茶大会 将在江口召开

包括茶产业考察及产销对接洽谈等活动

贵州华夏骨科医院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