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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房公告

尊敬的金龙·滨河湾壹号业主：

您购买我公司开发建设的金龙·滨河湾壹号

项目（原名解放路商住楼）已经竣工，并取得《贵

阳市商品房住房交付使用备案书》， 具备交房条

件。 定于 2019 年 02 月 27 日交房，请各位业主携

带身份证和购房相关凭证资料，前往金龙·滨河湾

壹号营销中心办理交房手续。 恭迎您回家！

咨询电话：0851-87989999（营销中心）

交房地址：青云路与解放路交汇处金龙·滨河

湾壹号营销中心

贵阳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2月 27日

中 国 硬 笔 书 法 教 育 培 训 基 地

全 国 写 字 教 育 杰 出 贡 献 单 位

岸津书法学校招生

网址：www.ajshufa.com

全新推出余岸津校长亲自编写的最适合小学生学习的“关放式” 纸

质凹槽语文同步全新写字教材

全国独创写字（书法）教育科学新方法

全国规范汉字大赛一等奖，中国规范汉字书写专业委员会委员

著名书法教育家余岸津校长领衔执教

一、招生对象：5 岁以上儿童，中小学生、成人。

二、开班时间：2019 年 3 月 1、2、3 日起陆续开班。

三、开设班级：

1、学前儿童写字启蒙班、提高班；（学习习惯、写字认读学习能力培

养）

2、小学生语文教材同步写字班（学写字、学语文一举多得）

3、小学生铅笔、钢笔写字基础班、提高班（掌握国家规范汉字书写

标准）

4、中学生、成人钢笔行楷快写班（提高书写速度，适应快节奏的书

写和考试需要）

5、青少年毛笔书法班（培养毛笔书写、读帖、临帖等技能）

四、上课时间：开设周五下午班；周六、周日班

详情请到校咨询（亦可登陆我校官方网站查询）

五、报名上课地点：贵阳市大西门恒峰步行街写字楼 5 楼

（地铁 1 号线中山西路站 A 出入口老庙黄金店旁进乘电梯，楼下有

四部电梯）

咨询电话：13985442100余老师13885129985潘老师 85855550（办）

热烈祝贺我校学员王榛遥、顾艺涵、莫熙蕾等多名同学荣获全国第

八、第九届规范汉字大赛一、二、三等奖的优异成绩。

本报讯 在榕江县乐里镇大瑞

村，有个月薪“一元钱” 的村主任。

据悉，为了家乡的建设，他放弃了外

面宽裕的生活， 回到农村干起了只

领“一元钱”报酬的村主任。

“在未担任村主任前，秀贵积极

参加村级各项活动， 特别是逢年过

节的一些民俗演出及经费出资，他

都主动融入村集体这个大家庭。” 据

大瑞村支部书记杨学福介绍， 前几

届， 有村民提名杨秀贵作为村主任

人选，他一直推辞。

据悉， 在外打拼 20 多年的杨

秀贵曾做过临时工、搬运工、包工

头，通过自己的双手开办了公司，

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创业的道

路。 在走出大山的同时，他还带动

村里的一批人走出去。

“作为农村的孩子，好不容易才

能走出大山，换来较为宽裕的生活，一

下叫我回来做村干工作， 真的是一种

挑战。 ”谈及当初想法，杨秀贵说，工

资待遇不说， 自己一路打拼出来的天

地谁来帮他管理，换作谁都不愿干。

2017年初， 正值村级换届选举

准备阶段，杨学福遇到了杨秀贵，两

人一起话人生、谈发展。

杨秀贵对村级建设的独到见

解， 让一起长大的杨学福认准了他

就是自己要找的“同伴人” 。 经过再

三劝说， 杨秀贵勉强答应作为村主

任提名人选。但当他与家人商量时，

家人极力反对， 担心任职后会得罪

亲朋和村民，公司无人接管。

“在他犹豫再三时，我们通过他

的亲友和家人进行劝说， 秀贵最终

决定参选。 ” 杨学福说。

“为表一心一意为民服务的

决心，我挤出更多资金建设村寨，

充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 杨秀贵

说，在当选之时，他决定每月只领

一元钱的村干报酬， 其余报酬

（2017 年为 1599 元，2018 年至今

为 1999 元）无偿捐给村集体，用于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 因此他被乡亲

们亲切地称为“一元钱” 村主任。

据悉，上任两年来，杨秀贵不

仅让村集体经济每年增加了 3.6

万元的收入，还带动 7 户村民入股

自己创办的宽心猪场，同时积极争

取省、州、县项目建设，建成了 2 个

停车场、5 个公厕、2 座凉亭和 38

米长的议事长廊。

“秀贵主任上任之后，我们村

的变化很大， 基础设施和环境卫

生有了明显的改变， 特别是村里

面乱办酒席之风也得到了有效的

遏制。 ” 驻村第一书记张家锦谈

起这两年的变化，十分欣慰。

2017年， 杨秀贵还拿出 2200元

来填补村级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的不

足。

52 岁的杨秀贵说，下一步，他

们准备把大瑞村建设成为一个集

观光旅游、民族文化、休闲娱乐为

一体的民族村寨。

（刘进银 本报记者 吴如雄）

这个村主任 “月薪”一元钱

■新闻速递

放弃城里的宽裕生活，回乡当“村官”，带领乡亲致富———

本报讯 2月 25日晚，在获救一

天多后， 一只受伤的小灵猫被放归

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据了解，这

只小灵猫是习水县一对王姓兄弟在

回家途中捡到的，当时受伤严重。

24 日晚，习水县程寨镇村民王

中良、王中元开车回家途中，在公路

上遇到了一只尖嘴、长尾、身上有斑

纹的动物。 这只动物的前肢受伤，躺

在路上一动也不动。 王家兄弟下车

后，将其捕获带回了家。

据悉， 王家居住地靠近习水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享受着生态红利，

因此有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自觉性。

在将受伤的动物带回家后，王中良、

王中元又找来从事医疗工作的二哥

王强，对动物的伤口进行简单处置，

还买来牛奶给它喝。

因不知道该如何护理捡回来的

动物，25日上午，王家兄弟向习水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求助。

习保区管理人员赶来辨别确

认， 王家兄弟捡到的是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小灵猫。 这种动物分布较广，

但数量不多， 曾在习保区的红外相

机中多次出现。

据悉， 受伤的小灵猫随后被接

往习保区野生动物救助站， 由专业

人士进一步处置伤口、观察后，根据

它的身体状况，将其放归自然。

习保区管理局高级工程师李崇

清说，小灵猫的一条前肢虽失去了爪

子，但靠残存部分，尚能在野外生存。

25日晚，在获救一天多后，受伤

的小灵猫由保护区工作人员和王家

兄弟， 一同送往被发现地附近放归

山林。 考虑到小灵猫刚受过伤，需要

补充营养， 而它短时内活动可能会

受限，工作人员在放归时，特意在它

藏身的小洞外， 留下装有鸡蛋的食

盒。 （本报记者 黄黔华）

本报讯 24日凌晨，遵义一名的

哥在跑车过程中， 突遭坐在后排的

乘客用手掐住脖子， 把这位的哥吓

得不轻。 经警方调查，该乘客因涉嫌

危害公共安全罪，被依法刑拘。

24日凌晨 1时 30分左右，一辆

出租车开至遵义市公安局播州分局

龙坑派出所门前， 的哥张师傅向民

警报称，车内两名乘客“喝多了” ，

到了目的地不肯给钱。因争论不下，

他只得向派出所求助。

在调查过程中， 张师傅还告诉

民警， 其中一名乘客曾在半路用手

掐自己的脖子，把他吓得不轻。

随后， 民警调取张师傅车内监

控， 发现该车在正常行驶至播州区

马家湾路段时， 其中一名男子突然

起身靠近张师傅，伸手掐住其脖子。

被吓得不轻的张师傅， 危急中

果断减速停车， 并用另一只手去拉

开该男子。之后，该男子重新回到座

位上。 整个过程持续了数秒钟。

据张师傅介绍，他问对方为何下

手时，对方称“喝多了有点迷糊” 。因

无大碍，张师傅继续行驶，准备将两

人送至目的地。 但到达目的地后，两

人又不肯付费，张师傅只得报警。

经龙坑派出所民警调查，掐的哥

脖子的男子王某是仁怀人。民警将其

约束至酒醒后，王某供认自己动手掐

司机脖子的事实，并称自己是因为喝

多了意识不清才做出此举。

据民警介绍， 当时王师傅的车

速在 60公里 /小时左右。 王某的行

为易导致车辆失控与同向行驶的车

辆发生碰撞， 严重的还会造成重大

伤亡事故。

目前， 王某因涉嫌危害公共安

全， 已被播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

留。 （沈子瑜 本报记者 黄宝华）

行车途中 乘客突然掐住的哥脖子

自称“喝醉了”；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他被遵义警方刑拘

原来是只受伤的小灵猫，系二级

保护动物，经疗伤后放归习保区

尖嘴、长尾、身有斑纹……

村民驱车回家

夜遇神秘动物

杨秀贵去年工资收支情况

杨秀贵和养猪场工人一起喂猪

小灵猫被放归山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