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7 日下午，贵阳市油

榨街附近， 一名幼儿突发疾病，家

人迟迟打不到车前往医院，十分着

急。 接到报警后，民警驾驶警车一

路送孩子去医院救治。

当日 17时 52分，南明公安分局

南 11网格接终端指令称， 油榨街附

近有人突发疾病，需要民警帮助。

接警后，民警蔡羽恒立即与报

警人杨女士取得联系，得知他们在

贵钢医院附近， 因娃儿突发疾病，

需要紧急前往省医抢救。因迟迟打

不到车，希望得到民警的帮助。

民警赶到现场后，立即将孩子

及其家人带上车， 快速前往省医。

不料警车行驶至团坡桥路段时，因

车辆较多，道路出现拥堵。

见状，民警拉响警笛，让路边车

辆为患者让出了一条“生命通道” 。

约 10分钟后，警车抵达省医急

诊科。 因孩子病情较为严重，网格民

警将其送达医院后，立即与医院急诊

科窗口服务人员进行沟通，希望能安

排相关医疗人员对该患者进行抢救。

最终，经紧急抢救，孩子的病

情得到了控制。（本报记者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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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先重“脾胃” 。 如不重

视后天脾胃的调养， 久之就会

多病减寿。

中医“脾胃” 包括 6 大功

能：脾主运化，消化、吸收饮食

物中的营养物质； 脾胃为气血

生化之源， 为机体各系统的功

能活动、 人体的生长发育等提

供物质及能量支持；脾主卫外，

免疫系统功能； 脾胃主升清降

浊， 人体气机的枢纽； 脾主统

血，血液系统功能；脾主四肢肌

肉，脾功能健旺，则肌肉丰满、

有力。

“脾胃” 功能失常会有哪些

不适？ 营养不良，肌肉瘦削，皮

肤无光泽；口服药物吸收不良，

达不到应有的疗效；疲倦乏力，

生长发育缓慢，疾病康复乏效；

抵抗力低下，易感冒；头昏，记

忆力减退，大便不通，腹胀；皮

下出血点， 瘀斑， 血经量多色

淡，痔疮出血。

贵阳中医一附院消化内

科，在“脾胃为后天之本” 理论

指导下，用膏方对适宜人群进行

调理并取得佳效。 本科膏方分

成膏和定制膏方两种。 经验丰

富的膏方专家致力于固护您的

后天之本， 激发您的生命活力，

提高您的抗病能力，提高您的生

活质量。

敬请明日继续关注 “膏方

养生之小儿篇” ，谢谢！

活动时间：2018 年 11 月 23 日 9:00-12:30���活动地点：贵阳中医一附院内科大楼前

膏方养生之“脾胃病”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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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中医一附院第六届膏方节将为您的健康导航

广告

本报讯 昨日上午 10 时许，一

辆大客车行驶至 G60沪昆高速温泉

服务区（岑松往剑河方向）时，司机

张昌奎突发疾病， 不过， 在最后一

刻，他忍着疼痛，沉着操作，拼尽全

力护住了一车乘客。

接到报警后， 剑河县路政执法

大队迅速出警赶往现场。

原来，张昌奎驾驶的贵 HT0225

大客车由镇远发往贵阳， 昨日上午

10 时许，当大客车行驶至 G60 沪昆

高速岑松镇附近时， 张昌奎突发疾

病。 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他忍着疼

痛，沉着操作，坚持将客车就近驶入

温泉服务区，保障了车上 40 名乘客

的生命安全。

车上的导游告诉记者， 这一车

乘客全部是外地游客， 是去参加雷

山的苗年活动。 张昌奎当时看起来

身体很不舒服， 后来他把车突然开

进服务区停下， 拍着脑袋对他说头

昏，接着就倒在了方向盘上，再也没

有醒过来。 120来了，但抢救无效。

剑河路政执法大队路政员到达

现场后，立即联合其他工作人员，一

边协调服务区餐厅为 40 名乘客提

供午餐服务，提供休息室；一边向经

营方通报驾驶员情况， 要求经营方

联系转客车辆， 派出工作人员到场

处理。 同时协调服务区办公室临时

供司机家属及大客车经营方协商后

续处理事宜等。

当日 14 时许，转客车辆到达温

泉服务区。在路政员的指引下，乘客

有序转乘车辆安全离开温泉服务

区。 （胡红园 欧阳钦 王芳）

行驶途中突发疾病，司机在生命最后时刻将客车开进服务区———

乘客安然无恙 他却再未醒来

本报讯 昨日，遵义市中心城区

一个“烂尾”楼盘，在百余业主盼了

近十年后，终于复工建设。据介绍，该

楼盘原开发商之一曾非法融资 2亿

多元，并最终导致楼盘“烂尾” 。

这个名为 “学府一号” 的楼

盘，位于遵义市中心城区南部新区

（原红花岗区）。 当年的一位购房

者说， 考虑到孩子在一中上学，楼

盘又紧靠学校， 便于 2010 年在此

买了一套住房。

但这位购房户以及后来的很

多买房者并不知道，“学府一号”

已陷入危机，出现“烂尾”迹象。占

有 32%股权的开发公司监事贺某

随后出逃， 导致该楼盘在 2011 年

底彻底停工。

“学府一号” 从 2004 年起开

始建设， 最早的开发商是另一公

司。 2008年 6月，贺某通过法院诉

讼程序，从最早的开发商处获得陷

入资金不足困局的“学府一号” 。

贺某接手后， 没有完善相关手

续，便组织人员施工，而且还在资金紧

张后，向社会吸纳民间资金，非法融

资高达2.5亿元。 他曾从江西引入两

人出资救盘，结果后者也深陷其中。

资料显示，“学府一号” 占地

4000 多平方米， 建筑面积 3 万多

平方米， 建设的商品房 300 多套。

“按当时行情，楼盘价值不足弥补

债务。 ” 知情者说，贺某后来被法

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

期徒刑 7年，并处罚金 40万元。

2013年开始，遵义市红花岗区

政府的“问题楼盘”工作组，一届接

着一届，试图解决这个“烂尾”楼盘

的问题。但因债务关系复杂等，新接

手者又被牵绊，解决进程缓慢。

去年，在多方努力下，债券自

救委员会向法院申请原贺某所在

公司破产清算。 此后，破产清算管

理人本着“尊重历史、着眼现实”

原则，反复与债权人沟通、交流，成

立债委会， 确定楼盘复工续建意

见。同时，通过公开招投标，一家置

业公司以 2.06 亿元， 中标该楼盘

的改进、盘活和销售等。

据称，“学府一号” 问题集中

暴发前， 约有 100 余人在此购房，

有的是从开发公司购买，有的是从

非法设立的“第二售楼部” 购买。

这次，为维护自身利益，这些购房

户与债权大户们在破产清算管理

人协调下，基本站到一条线上。

一位购房户说,但愿这一次不

要再出岔子，能很快拿到房子。

（本报记者 黄黔华）

烂尾学区房复工 业主盼了近十年

物业位于遵义中心城区，原开发商非法融资2亿多元被判刑

本报讯 经过 6 年的建设，近

日，六盘水市水城县观音岩水库下闸

蓄水，预计年底具备供水条件。 投运

后，将整体上缓解水城的供水问题。

观音岩水库位于水城县阿戛镇

仲河村岔河至牛场坝之间的巴都河

观音岩河段上， 属珠江流域西江水

系北盘江一级支流， 于 2012年 11

月 28日开工建设， 批复总投资 6.9

亿元， 水库总库容 2167万立方米，

水电站装机容量 3200千瓦，由大坝

枢纽、 发电厂房和供水工程三部分

组成。工程以工业供水、灌溉和人畜

饮水为主，兼顾发电。 （曾秦）

缓解水城县供水问题

观音岩水库

近日下闸蓄水

幼儿患病求助

警车送其就医

化险为夷的乘客

复工后的楼盘挂满了横幅

楼上长满杂草

昔日快完工的楼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