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建起 49 个爱心图书

室， 捐书 12 万余册…… “讨书的

哥” 余太湖在 “单打独斗” 7 年之

后， 于昨日正式注册成立贵州众恒

助学中心公益组织， 昔日的草根公

益团队，有了合法身份。

53 岁的余太湖来自金沙县，

1984年来到贵阳务工， 已在外打拼

30多年。期间修过车、开过长途车，12

年前做了出租车司机后， 才稳定下

来。 因只有初中文化，余太湖吃尽了

没文化的苦头，也认识到了知识的重

要性。从 2011年起，他萌生给乡村小

学捐书的想法。 7年来， 他先后在金

沙、瓮安等地的 49所山区中小学，建

起了 49个爱心图书室，捐书 12万余

册。 同时，通过他的牵线搭桥，不少爱

心人士一对一帮扶贫困学生 363人。

他的事迹感动了不少人，人们纷

纷加入到他的公益助学团队———爱

心公益团队中。

据了解， 贵州众恒助学中心目

前有公益人士 200 余人， 设一个理

事会和一个监事会， 余太湖为贵州

众恒助学中心法人代表， 并担任理

事长。该中心成立后，其业务范围和

以前保持一致。

余太湖说， 有了更多爱心人士

的支持， 他坚信将会帮助到更多的

学子。 （本报记者 张鹏）

两百公益人士

加盟“讨书的哥”

余太湖昨日注册成立贵州

众恒助学中心公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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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受今年第 14 号台风 “摩

羯” 的影响，8 月 13 日，贵阳往返温州

的两趟高速动车组停运。

具体停运车次为： 贵阳北至温州南

G2304/1次、温州南至贵阳北G2302/3次。

贵阳北站提醒：已购买停运列车车

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 30日内

（含当日），持车票到全国任意火车站窗

口办理退票手续；在 12306 网站购买车

票的旅客，如尚未换取纸质车票，可在

网站直接办理退票手续，以上均不收取

手续费。 同时，旅客可通过 12306网站、

车站大屏幕等方式，及时掌握列车运行

情况，合理安排行程。 若有疑问请致电

成铁客服热线“028—12306”咨询。

据了解，台风“摩羯” 预计于 8

月 12 日夜间在浙江省瑞安到三门一

带沿海登陆， 浙江省内的舟山等地有

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

暴雨。 （本报记者 曾秦）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中国铁路

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 月 16

日至 8月 28日， 贵阳北至重庆西区

间往返增开 6趟动车组，最大限度满

足暑运期间两地旅客的出行需求。

据介绍，这 6 趟动车组经由渝

贵铁路运行，单程运行里程 347 公

里。具体增开日期、车次、运行时刻

和票价为：

1.� 8 月 16 日至 8 月 27 日，贵

阳北至重庆西增开 D8572次，贵阳

北 7:54 发车，当日 10:08 抵达重庆

西，历时 2小时 14分。

2.� 8 月 16 日至 8 月 27 日，重

庆西至贵阳北增开 D8571 次，重庆

西 10:27 开车， 当日 12:47 抵达贵

阳北，历时 2小时 20分。

3.� 8 月 16 日至 8 月 27 日，贵

阳北至重庆西增开 D8574 次，贵阳

北 13:12 发车， 当日 15:39 抵达重

庆西，历时 2小时 27分。

4.� 8 月 16 日至 8 月 27 日，重

庆西至贵阳北增开 D8573 次，重庆

西 17:36 开车， 当日 19:50 抵达贵

阳北，历时 2小时 14分。

5.� 8 月 16 日至 8 月 27 日，贵

阳北至重庆西增开 D8576 次，贵阳

北 20:34 发车， 当日 22:54 抵达重

庆西，历时 2小时 20分。

6.� 8 月 17 日至 8 月 28 日，重

庆西至贵阳北增开 D8575 次，重庆

西 7:49 开车，当日 10:03 抵达贵阳

北，历时 2小时 14分。

这 4 趟动车组全程一等座 206

元，二等座和无座 129元。

（本报记者 曾秦）

渝贵铁路增开6趟动车组

8月16日至28日———

8月 11 日上午， 贵阳市金阳国际会议中心北广场

上热闹非凡，2018 年贵阳城市徒步嘉年华 “万人徒步

逛农交·爱心观山湖”活动在此盛大举行。

这次活动总里程为 20 公里，广场是徒步活动的起

点及终点。 参加本次活动徒步的社会团体达 80 余个，

包括个人报名参加活动总人数达万人以上。

开幕式上，“鼓春风” 非洲手鼓表演艺术队、贵州

健康户外舞龙队的表演，掀起了徒步热身新高湖。 这两

支队伍是“姊妹” 队，共有 45 人，均是热爱非洲鼓及喜

欢舞龙的退休职工，平均岁数达 61岁。 刘晓华 摄

万人徒步观山湖

贵阳北站提醒：已购票旅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办理退票手续

台风“摩羯”逼停两趟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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