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阳机场

获悉，7月 13日， 华夏航空将开通

北海—贵阳—兰州—包头航线，每

天各飞一班往返。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航线是

条连接四座城市的长航线， 搭乘航

班从贵阳出发， 可到地处广西南部

的海滨城市北海、 地貌多样的西北

城市兰州、 位于内蒙古大草原的鹿

城包头。该航线跨越南北，连接的城

市都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且极具地

方特色，是条绝佳的观景航线。

新开航期间，华夏航空还将推

出一定量的特价机票，贵阳—包头

航段、北海—包头航段、兰州—包

头航段往返 2折起。 （杨皓钧）

本报讯 7月 5日，16岁的贵阳

少年小何与朋友发生争执，右手掌

被刀割断。 随后，朋友立即将小何

送往贵州医科大学乌当医院。 经过

11个小时的手术治疗，小何被割断

的手掌“重回原位” 。

当天清晨 4 点， 一名 16 岁少

年右手掌断裂， 被紧急送进贵州

医科大学乌当医院， 医方立即为

其开启绿色通道。 医院骨科主任

彭吾训介绍，经过检查，小何手掌

是被刀割断， 与被机器割断有所

不同，小何的伤口不整齐，需要进

行修剪。

伤口经过修剪以后，如果不相

应缩短当中骨头，便会导致伤口内

的血管、神经、肌腱张力过大，不宜

缝合。 加之小何伤口处经过了腕关

节，当中有许多小骨头存在，更增加

了手术的难度。

同时，与断指手术相比，断掌再

植手术难度相应较大， 需要进行吻

合的血管、神经、肌腱数量更多。 由

于伤口较大， 术后患者手掌容易出

现静脉回流障碍，产生肿胀现象。在

显微镜下， 医生先后对小何的 8根

静脉、2根动脉、24根肌腱进行了吻

合。 据彭吾训介绍，静脉、动脉等血

管与正常人头发差不多细， 所以用

来进行缝合的线远远比头发细得

多，用肉眼是无法看见的，因此，手

术要求精细度很高。 最终，经过 11

个小时的手术，当天下午 6点，手术

顺利结束。

据悉，在手术之后，医生对小

何进行了抗感染、改善血液循环等

后续治疗， 目前小何器官功能正

常，并已开始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康复锻炼。

据称，因与朋友发生争执，冲突

中其右手掌被刀割断。

（本报记者 李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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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7 日，第十二届中

国传媒年会开幕式在贵州省贵安新

区举行。

据了解，年会会期 2天，有关部

委领导，传媒学界和业界领军人物，

各传媒集团代表，广播电视台、报刊

社、新媒体企业、科研机构、相关管

理部门的代表以及部分高校师生，

近 300人参加了本届年会。 年会讨

论通过了 《贵安共识》， 在舆论导

向、融合发展、传媒体系建设、新闻

精品生产、 新闻版权保护等五个方

面，达成媒体共识。

本届年会由传媒杂志社与贵州

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 贵安新区

党工委、管委会，贵州广播电视台，

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 多彩贵州

网，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协办。年会

得到了贵州省委、 省政府的高度重

视，省委宣传部进行了全程指导。

年会发布了中国传媒融合创新

报告(2016- 2017)、视听媒体发展报

告、内容大数据助力主流新闻客户端

报告等重要研究成果。 主题演讲中，

嘉宾们围绕年会主题， 从大数据、新

闻客户端及新媒体技术等不同角度，

总结梳理了各自领域媒体融合创新

发展的最新成果，介绍和交流了其在

媒体融合探索中的先进经验，为业界

提供借鉴。 主题演讲结束后，年会组

委会为获得 “2016- 2017推动媒体

融合十佳传媒科技企业” 的代表颁

发了入选证书。

此外，年会还开设“新闻客户

端发展论坛”“智慧广电发展论

坛”“媒体大数据创新论坛”“期刊

融合转型论坛” 四个分论坛。

（本报记者）

本报讯 昨日， 贵阳水务集团

发布停水公告称， 为确保正常供

水， 将对碧云窝水厂设备开展检

修，7月 10日（星期一）上午 10:00

至 7 月 10 日 （星期一） 下午 17:

00， 花溪区城区将停水 7 小时，同

时 10多条路段供水压力将下降。

其中， 供水压力下降的区域

包括：孟关片区、花孟路沿线及周

边、董家堰片区、大水沟片区、吉

林村及周边、大寨村、云上村、洛

平新区、贵州大学花溪所有校区、

贵州民族大学、清溪路（大水沟至

桐木岭沿线及周边）、 贵筑路、国

宾大道、将军路、民主路、明珠大

道等地段。

贵阳水务集团温馨提示，因水

厂开机到水压恢复有一个过程，恢

复供水有可能延迟，请相关区域的

居民提前做好蓄水准备。 如提前通

水，恕不另行通知。

供水服务热线：96015，0851—

83851225。 （本报记者）

本报讯 暴雨天气持续，昨日下

午， 省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再次发

布防汛预警称， 省的中部以西地区

中小河流或发生中小洪水， 河道水

位涨幅在 1—5米。

据贵州省防指办公室介绍，根

据气象部门的预报，7 月 8 日夜间

到 9 日白天，铜仁市西部、贵阳市、

六盘水市中南部、黔西南州、安顺

市、黔南州西部和东南部、黔东南

州东部和南部有大雨或暴雨，其

中，部分乡镇降雨量超过 100 毫米

的大暴雨。

省防指专家预测， 上述强降水

地区中小河流可能发生中小洪水，

河道水位涨幅在 1～5 米，部分溪流

可能发生山洪或泥石流。

省防指特别要求各地各部门

切实加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

防御和塘库安全度汛工作，强化应

急值守、 监测巡查和排险力度，及

时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本报记者）

本报讯 据省气象台统计，7 月

7 日 7 时至 8 日 7 时， 贵州多地出

现强降雨， 最大雨量达到 131.6 毫

米。

本次强降雨导致贵州 3 乡镇出

现大暴雨， 长顺县摆所镇 131.6 毫

米、白云山镇 105.2 毫米、册亨县丫

他镇 110.6毫米。 1县 28乡暴雨，长

顺 50.3 毫米， 其中长顺县长寨街

道、册亨县巧马镇、大方县东关乡超

过 90 毫米。 8 县 127 乡镇大雨，中

雨 18 县城 252 乡镇，其中最大雨量

为长顺县摆所镇的 131.6 毫米。 大

雨主要集中在黔西南州、六盘水市、

黔南州西北部、贵阳市南部、毕节市

南部。（杨春竹 实习记者 李思苑）

本报讯 昨日， 由省环保厅、

贵阳市政府主办的“2017 年贵阳

市饮用水源地 （危险废物泄漏）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在贵阳

高新区创纬路举行。

当天上午 9 时 30 分，演练假

设“险情” 是创纬路发生两车相

撞的交通事故，并引发火灾，满载

危险废物运输车辆罐体发生泄

漏。 大量危险废物泄漏进入创纬

路雨水管网， 沿着雨水管网进入

麦架河， 严重威胁下游饮用水源

地水质。

环保部门、公安部门、卫生部

门接到相关报告后， 立即启动事

故应急预案， 各应急队伍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工作。

灭火营救、调查监测、围堵危

险废物、 切断污染源……经过一

系列紧张处置，“险情” 得到了有

效控制。 上午 11 时左右，现场宣

布本次环境污染事故得到有效控

制，终止应急响应，整场演练顺利

圆满结束。

（本报记者 杨林国）

暴雨持续 省防指再发预警

相关链接

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

最大雨量达 131.6 毫米

贵阳举行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饮用水源出“险情”

两小时快速“搞定”

少年与人争执，手掌遭割断———

医生施妙手 断掌重回原位

凝聚发展共识

寻找融合方向

第十二届中国传媒年

会在贵安新区召开

花溪城区

下周一将停水

具体时间为：上午

10 点至下午 5 点

华夏航空新航线

连贵阳等四城市

应急演练现场

本报讯 昨日，贵州省高血压防

控中心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正

式挂牌， 这是我省首个高血压防控

中心， 同时特聘请北京著名医学专

家余振球教授担任诊疗中心主任和

贵州医科大学高血压科主任。

据了解， 该中心除开设门诊和

特定病房外， 还将逐步建立高血压

肾脏、 高血压睡眠障碍、 高血压妊

娠、高血压儿童、高血压情绪障碍等

专业组， 促进我省高血压诊治的专

业化和精准化， 以满足不同患者的

诊治需要。

据悉，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的血管功能评估实验室， 是全省唯

一可进行高血压血管病变早期诊断

与筛选的专业实验室。 2017年 3月

1 日， 经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研究决定并批复下文， 将贵州

省高血压防控中心设在贵州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 希望通过中心的示范

和引领作用， 提升贵州省高血压防

治的临床诊疗和科学研究水平。 同

时，这也是我省首个针对“三高” 问

题设置的医疗中心。

（本报记者 张梅）

贵州设立首个

高血压诊疗中心

要求各地强化应急值守，加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防御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