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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近， 贵州的天气在

晴雨之间交替着， 气温虽不稳定，

但全省大部分地区仍呈上升趋势，

也为各地入夏做好铺垫。据贵州省

气候中心统计， 截至 6月 29日，全

省 68县（市、区）达到入夏标准。

其中， 省的南部边缘最早于 4

月 8 日入夏，正安、务川、瓮安、福

泉等大部分地区于 6 月入夏，省东

北部及局地未入夏 （含无夏区）；

与常年相比，省东部大部分地区偏

晚 5 天以上，省中南部大部分地区

偏早 10天以上。

气象学上入夏的标准为，连

续五天日平均气温稳定在 22℃

以上。 这里的 “稳定在 22℃以

上” ，不是指某日连续 5 天的平

均气温大于 22℃就算作 “入

夏” ， 而是考察 5 个以上的“5

天气温的平均值” ，才能确定是

否入夏。

举例来说， 如果确定贵阳 6

月 16 日是否入夏，要分别计算 6

月 12 日 -16 日，13 日 -17 日，14

日 -18 日 ，15 日 -19 日 ，16 日

-20 日 ，17 日 -21 日的平均气

温， 是否每个都在 22℃以上，再

结合预报， 看未来气温表现，最

终确定是否入夏。

从这个标准来看， 入夏前即

使出现超过 30℃的最高气温，从

天气来看算是夏天， 但从气候来

说并未入夏。 四季的划分是气候

上的概念， 而气候是长时间内气

象要素和天气现象的平均或统计

状态。 气象部门通常把 6－8 月定

位为夏季， 这个时间段入夏属正

常范围。 贵州大部分地区的夏季

开始于 6 月中下旬， 结束于 9 月

上旬，长 70 天左右。

夏季已经到来， 防晒不能大

意。 公众还应及时补水，多吃水果

和蔬菜，防止天热上火。

（杨春竹 张冬海 张晨）

贵州68县市区终于“入夏”

省东北部及局地仍未满足气象入夏条件

本报讯 来势汹汹的强降雨天

气过程终于结束。据省气象台预测，

本周前期，我省多云少雨，后期降雨

频繁，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 周一

至周三，全省各地以多云天气为主，

西部和南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

雨；周四至周日，全省降雨频繁，各

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大部分地区

有中到大雨， 北部和南部地区有暴

雨，局地有大暴雨。

具体预报为：1～3 日， 全省各

地以多云天气为主， 局地有分散阵

雨或雷雨；4～5 日， 西部和北部地

区有中到大雨， 局部有暴雨到大暴

雨， 其余地区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阵

雨或雷雨；6 日，中南部地区有阵雨

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有

暴雨，其余地区阴天间多云有阵雨；

7 日，全省各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中南部地区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

贵阳市未来几日天气晴好，周三

起雨水再度光临。 具体预报为：6月

30日夜间到 7月 1日白天，阴天间多

云，气温 19℃～26℃；7月 1日夜间到

2日白天， 阴天到多云， 气温 20℃～

27℃；2日夜间到 3日白天，多云转阵

雨或雷雨，气温 20℃～29℃。

未来几日， 大部分地区气温呈

逐渐上升趋势， 公众应注意防暑防

晒， 同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

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 （张晨）

未来三日 以多云天气为主

本报讯 “龙爷爷，您属于痰湿

体质， 平时要注重饮食， 多吃些冬

瓜、绿豆等化痰健脾的食物，还可通

过按摩穴位等方式调理身体。 ” 6月

28日， 观山湖区观山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78 岁的龙德仪正在接受中医

师调养指导，他认为，这个中医类的

体检项目既仔细、具体也靠谱。

“如今大家更注重预防疾病，在

病形成之前就到医院做体检了，但

西医指标大多在正常范围， 似乎没

有健康干预的必要，这时候预防疾病

的切入点在哪？这就需要中医体质辨

识。 ”观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康

复科主任刘奕波说，为老年人们做中

医体质辨识，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科

学的个体调理养生、 防病治病的方

案，及早规避各种健康隐患。

中医类体检只是观山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中医康复科的其中一环，

走进中医理疗中心，艾灸、推拿、熏

蒸、电疗……应有尽有。

74岁的胡国才老人半年前患上

脑梗塞后遗症，左边肢体麻木，造成

活动障碍，无法动弹，经过中心半年

的康复治疗，已能行走自如。

“我们提供针灸、推拿等十多

项中医技术项目以及中医中药、理

疗康复和养生保健等服务， 除了传

统的中医治疗外， 还配备了牵引仪

等现代诊疗设备， 医师团队共 8

人。”刘奕波说，下一步，还将把中医

科和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进一步融

合，与当地养老机构取得联系，开展

“医养结合” 的一系列活动，为广大

居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蔡婕）

弘扬中医传统文化 开辟绿色理疗路径

走进观山湖区观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康复科

本报讯 随着 7 月到来，2019 年

我国民航暑运暨旺季生产拉开帷

幕。 记者昨日从南航贵州公司获悉，

本月起， 南航将正式开通首个在夏

秋航季中也拥有“黄金时段” 的贵

阳往返曼谷的直飞航班， 填补了以

往这一时期贵州缺乏该类航班的空

白， 极大地便利两地旅客乘机往来

与行程安排。

据了解，该“黄金航班” 于今年

7 月 11 日起正式执行。 航班号为

CZ8369和 CZ837。每周三班，周二、

四、六各执行 1班。 去程航班时间为

北京时间 15：50 贵阳起飞， 曼谷当

地时间 17：50 抵达； 回程航班时间

为曼谷当地时间 19：05 起飞， 北京

时间 23：10抵达贵阳。

“新开通的赴曼‘黄金航班’ 不

仅丰富了贵州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

航线网络， 同时也为双方旅客出境

旅游提供了多样化选择， 对促进贵

州省与泰国乃至东南亚的经济、旅

游、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 南航

贵州人员介绍， 该航班采用包括世

界首架蜡染画飞机“贵州号” 在内

的波音 737-800 机队执飞， 单程飞

行时间为 3个小时。

此外， 南航还根据旅客不同需

求制定了多元化散客自由行产品，

旅客可登录南航官网 www.csair.

com或南航 APP进行“一站式” 购

票。 （本报记者 邓丽娜）

贵阳往返曼谷 开通“黄金时段”航班

本月11日起起飞，将便利两地旅客往来

本报讯 贵阳首个家庭音乐空间

成立仪式暨中法艺术文化交流活动

昨日在观山湖区喀斯特广场举行。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60 架来

自法国、德国、捷克、印度、英国的高

端钢琴摆放在展览区域， 来自省内

各地的家长、孩子、音乐爱好者、发

烧友现场欣赏、弹奏把玩。

据介绍，2019 年时值中法建交

55周年， 本次活动还邀请到法兰西

共和国驻成都总领事文化专员白洛

华（Flora� Boillot）女士。白洛华女士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是她第一

次到贵阳来， 很高兴看到贵阳成立

这样的音乐空间， 今后双方将加强

合作，促进中法艺术文化交流。

活动中，新落成的“家庭音乐空

间” 举行“首秀” ，由贵州本土的室

内乐团带来一场精彩室内乐演奏。

记者看到， 与以往常见的宽敞

“音乐大厅” 不同，这间约 200 平方

米的“家庭音乐空间” 里，设置相对

简单、 轻松， 更像一个家里的 “客

厅” ，台下近百听众座无虚席。

贵阳首个家庭音乐空间的创始

人吴朝阳董事长介绍， 该空间旨在

把全世界的好钢琴集中起来， 为贵

州琴友们搭建一个免费的“空间” 。

在贵阳的空间搭建成熟后， 将逐步

向省内其他城市推广。

“希望在全省能为 5 万个家庭

打造‘音乐厅’ 。 2020年是肖邦诞辰

210 周年，下一步，音乐空间还将酝

酿联手多个机构和企业，开展一系列

艺术纪念及艺术交流活动。 ”

据悉，当天“贵州琴行商学院实

践基地”同步举行揭牌。 （游红）

本报讯 6月 29日，记者从遵义

市发改部门获悉： 利用遵义中桥水

库汛期弃水发电的 “以机代阀” 水

电站，首台机组近日通过验收。 据介

绍，这是该市首座“以机代阀” 水电

站，每年发电收益近 500万元。

大坝位于遵义市新蒲新区的中

桥水库，修建于仁江河上，主要功能

是保障城市供水、周边灌溉、调洪错

峰等， 总库容 7380 万立方，2014 年

下闸蓄水。

与遵义市境内其他同类水库不

同的是，中桥水库配套建设了“以机

代阀” 水电站工程。

据了解，通常情况下，多数以饮

水保障、灌溉、防汛等为主的水库，

在汛期来临时， 会将多余的入库水

量， 通过打开阀门的方式放掉。 同

时，在平常时间，也会下泄规定的水

量，以保证下游河道生态。

“以机代阀” ，则是对水库排出

的多余水量、生态水，进行发电利用

后，再下泄到下游河道，是一种生态

效益更显著的水库放水模式。 不过，

由于受投资、 水量、 管理方式等影

响，这一模式仅有极少水库采用。

遵义市中桥水库是该市境内同

类水库中， 首座配套建设 “以机代

阀” 的。该配套设施是在已建成的水

库工程基础上， 利用已建水库的坝

后闸阀室，增建引水管道至下游 170

米处建设发电厂房、 升压站及输电

线路， 利用汛期大量弃水及日常生

态水资源发电。

据介绍，遵义中桥水库“以机代

阀”配套设施，装有 3台卧式水轮发

电机， 装机容量为 2×2000Kw+1×

500Kw， 概算投资 2572 万余元，设

计年发电量 1915 万 kwh，电费收益

497万元。 （本报记者 黄黔华）

遵义中桥水库配套的水电站首台机组近日通过验收

汛期弃水发电 年挣近五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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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为贵州 5 万个家庭打造

“音乐厅”

贵阳有了首个

家庭音乐空间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黔南州农

业农村工作局获悉，日前，2019年中

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

揭晓，都匀毛尖以 32.90亿元的公用

品牌价值，位列榜单第 11位，被评选

为“最具品牌经营力品牌” 。

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

估是浙江大学 CARD 中国农业品

牌研究中心联合中国茶叶研究所

《中国茶叶》杂志等权威机构，连续

10年开展公益性课题———“中国茶

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 专项研

究。 本次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

估，依据浙江大学“中国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模型” ， 并基

于参评品牌持有单位调查、 消费者

评价调查、专家意见咨询、海量数据

分析与计算后形成。

据了解，自 2010 年以来，都匀

毛尖已连续十年参加全国茶叶区域

公用品牌价值评估， 品牌价值逐年

大幅度提升， 前 9 年品牌评估价值

分别为 ：（2010 年 ）9.63 亿元 、

（2011 年）10.51 亿元、（2012 年）

11.39 亿元 、（2013 年）12.93 亿

元、（2014 年）13.78 亿元、（2015

年）20.71 亿元、（2016 年）23.54

亿 元 、（2017 年 ）25.67 亿 元 、

（2018年）29.90亿元。

（徐兴国 本报记者 张仁东）

被评“最具品牌经营力品牌”

都匀毛尖

再获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