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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国际城 G （07）15 号地

块准备进行开发， 由于该地块中有 19

株树木（法国梧桐 5 株，刺槐 7 株，构

树 1 株，杨梅 4 株，女贞 2 株）影响施

工，无法避开，故移植到 J 组团靠小车

河湿地公园规划绿地范围。

联系人：施煜

联系电话：85512030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林业绿化局

国际城树移植公示

近日， 贵阳市武岳酒店一楼大厅老酒馆，

为期 10 天的陈年老酒贵州征集活动， 圆满落

幕，不少老酒收藏爱好者，开心而来，满意而归，

将美酒变现。 活动结束，但优惠政策不变，只要

成交，就送 100 元路费，成交上万元，再送 500

元红包。

老酒馆高价大量收购新老茅台、 习水大

曲、平坝窖酒、安酒、鸭溪窖酒、贵州大曲、贵阳

大曲、匀酒、金沙窖酒等贵州名酒，同时也收购

省外的新老五粮液、国窖、剑南春酒、古井贡酒、

洋河大曲、双沟大曲、黄鹤楼酒、汾酒等老酒，贵

阳市区内可上门收购， 贵阳市区外量大也可上

门收购。

老酒馆为珍视顾客利益，确保贵阳市内价

格更优，避免顾客东奔西跑比价格之苦，同年同

品相老酒，市区内有更高收购价格，老酒馆补差

价。

老酒馆鉴酒专家介绍， 很多市民不懂如何

收藏老酒， 致使家中爱酒出现跑酒和品相被破

坏的情况，老酒收藏多年后，反而一文不值，十

分可惜，家中老酒该出手就出手，变现才靠谱。

老酒馆地址：贵阳市解放路武岳酒店一楼

大厅，电话 1858695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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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酒何须满城走?�武岳酒店价更优

广告

■新闻速递

本报讯 记者从省气象局获

悉， 近日的晴好天气即将结束，今

天夜间开始， 新一轮降雨又将开

启，大部地区气温将有所下降。

据省气象台预计， 今天白天，

全省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北

部局地有中雨， 部分乡镇有大雨；

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全省阴天间

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以西以

北地区有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部

分乡镇有大暴雨。

据了解，雨水还将贯穿整个周

末，预计 12日夜间到 13日白天，全

省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南部

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

乡镇大暴雨；13 日夜间到 15 日白

天， 全省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

雨， 中南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

部分乡镇有暴雨。

受降雨影响，本周后期（11 日

-14日），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保持

在 22℃-24℃，体感或将略显湿冷。

公众还请注意更换适宜的衣物，谨

防天气变化引发感冒等疾病。

贵阳市从 12 日夜间起雨水再

次霸屏， 且气势不小，12 日局地将

有大雨。 具体预报为：10 日夜间到

11 日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

雨， 气温 18℃-22℃；11 日夜间到

12 日白天，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

雨 ， 雨量中到大雨 ， 气温 20℃

-24℃；12 日夜间到 13 日白天，阴

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气温 19℃

-25℃。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后期贵州

雨水将频繁出现，强降雨可能造成

地质灾害、山洪等险情发生，相关

部门请加强监测和防范应对准备。

此外，公众还需密切关注当地临近

预报， 雷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遭

遇强对流天气时请就近选择建筑

物躲避。 （陈蕾 本报记者 张晨）

新一轮强降雨 今夜来袭

我省大部地区气温将有所下降

本报讯 小暑刚过，一年中最

热的三伏天就要到了。 记者从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

我省将于 7 月 12 日入伏，今年三

伏天长达 40天。

专家介绍， 我国传统历法规

定，“初伏” 和 “末伏” 都是 10

天，中伏天数则不固定。 “这是因

为当夏至与立秋之间出现 4 个庚

日时中伏为 10 天，出现 5 个庚日

则为 20 天，所以‘中伏’ 有的年

份为 10天，有的年份为 20天。 ”

今年为期 40 天的 “三伏”

中，其中，“初伏” 时段为 7 月 12

日至 7 月 21 日， 共 10 天；“中

伏” 7 月 22 日至 8 月 10 日，共 20

天；“末伏” 8 月 11 日至 8 月 20

日，共 10天。

据省气象部门预测， 今年三

伏天的 7 月上旬后期至 7 月下

旬、8 月中旬后期至 8 月下旬中

期，我省西部、北部等地可能出现

20-25天中等强度的伏旱。

期间，局地还将出现强降雨，

旱涝并存、旱涝急转风险较高，防

汛抗旱形势复杂严峻。

省防办提示，针对以上情况，

各地要统筹兼顾地做好防汛抗旱

工作，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

做好塘库蓄水保水工作， 确保旱

区人畜饮水安全。

（本报记者 曾秦）

今夜遇降雨 明起入伏天

我省或现旱涝并存旱涝急转局面

“刚刚做完一个整形手术，这

段时间，非常忙！ ” 7月 9日中午 12

点多，走出手术室的贵阳观山湖泰

康乐医院医务科主任、医院美容整

形外科副主任何晨曦给人的第一印

象是年轻、阳光、极富亲和力，而当

谈及工作，谈到他的专业时，给人的

印象又是十分严谨、思维缜密。

何晨曦是去年 10 月从贵阳市

一家公立三甲医院辞职的。 问其辞

职的初衷，他说，首先是对医院领导

的信任，其次，他也想把自己的业务

水平向更精更尖方向提升，泰康乐

医院，给了他这个平台。

“在公立医院工作 10 年，每天

更多的做的是程序性的工作。 ” 何

晨曦解释说，每天挂号看病的病人

实在太多，他要分配给每个病人的

时间实在太少，所以，对于每个病人

的关注度不可能很细致。 来到泰康

乐医院后，病人数量相对少些，他就

有更多的时间与病人交流，充分了

解病人的病因、生活习性等，这样，

对于病情的诊断就会更加精准，对

于治疗过程也会更加精细。

说到精细，何晨曦举了一个例

子。今年 4月，观山社区一位年近九

旬的老婆婆因为摔倒嘴唇破裂，在

公立医院挂了号后，由于人太多需

要等候的时间太长，经邻居介绍，来

到了泰康乐医院。 “来到我们医院

后，我们给老人先把创伤做了处理，

然后用美容针仔细地进行缝合，拆

线后，缝合的疤痕基本上看不见，老

人非常满意。 ”

“在外科方面，我们医院的优

势是，能够将外科、皮肤科、美容整

形外科融为一体，对病人进行一条

龙服务。 ” 目前，何晨曦所做工作更

多的是美容整形外科，他说，这项工

作是一项集创新性和审美性于一体

的工作，很具挑战性和发挥空间。

来到泰康乐 10个月，何晨曦已

经非常适应并喜欢这里的环境。

“十分专业且领导力极强的院长，

和谐互助的同事， 积极奋进的工作

氛围， 居民越来越认可的医院，这

些， 都是助推我要求自己向更好更

精业务素质努力的动力。 ” 何晨曦

说，唯有勇于探索，唯有精益求精，

才能不负韶华，做更好的自己。

■帅弋

不负韶华 做更好的自己

———观山湖泰康乐医院医务科主任何晨曦印象记

本报讯 7 月 10 日， 贵阳市民

王林（化名）在贵州省人民医院血

液科成功为重庆一名 2岁血液病儿

童捐献 150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

液。据悉，这是贵州省实现非血缘关

系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第 200例。

截至 2019年 7月 10 日， 贵州

省红十字会自成立造血干细胞管理

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 ）以

来， 入库志愿捐献者资料达 56709

人份， 为 16063余位患者提供了免

费检索配型服务，其中包括韩国、新

加坡、英国、美国、西班牙、香港等地

的血液病患者， 挽救了 200 个岌岌

可危的生命。

静静地躺在细胞分离室的休息

床上，25 岁的王林告诉记者， 他是

2014 年正在井冈山大学读大二的

时候，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

之前他已经多次参与了无偿献血。

今年 3月份， 已返回家乡工作

的他忽然接到管理中心的通知，告

知初配成功， 问是否愿意捐献造血

干细胞。

“当时心里很吃惊的，配型成

功概率那么低，我居然配上了，这比

中奖还难得，心里一百个愿意。 ” 王

林说。

不过出于对家人的考虑， 王林

还是想先告知父母之后再做决定。

“果然不出所料，我妈最开始就是不

同意。 ”王林说，母亲担心捐献对身

体有损伤， 态度很坚决，“我在家苦

口婆心整整解释了两天， 最终我的

态度也强起来，妈妈才作罢，所以今

天我也没让他们跟着来。 ”王林说。

最终， 从他身体里分离出 150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将被志愿

者送往重庆的医院， 回输入这位小

朋友的体内。 （本报记者 张梅）

贵阳小伙捐造血干细胞 救2岁患儿

至此，我省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实现200例

本报讯 记者近日获悉，“2019 世

界足球终身成就奖” 颁奖典礼将于 7

月 13 日在青岩古镇举办，为确保活动

顺利举办， 交通管理部门将于当日 9:

00至 23:00期间， 对青岩古镇南门迎

宾路、 南门停车场及周边道路实行交

通管制。

据悉， 此次活动指导单位有中共

贵阳市花溪区委、 贵阳市花溪区人民

政府、贵州省足球协会。

在交通管制期间， 青岩古镇南门

停车场不对外停车。 前往青岩古镇参

观游览的自驾车辆需听从现场交警和

工作人员指挥， 将车辆停放到青岩古

镇景区西门停车场、 北门停车场或交

通管理部门划定的临时停车区域。 旅

游大巴车一律在青岩古镇东门停车场

及西门停车场停放。

据了解， 世界足球终身成就奖由

球迷投票产生， 授予年龄大于 28 岁，

并且在足球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现役

运动员。 该活动包括提名大会和颁奖

盛典两部分，提名大会从摩纳哥开始，

每年将选择不同的欧洲城市举办，颁

奖盛典自 2019 年起，未来五年将正式

落地花溪区。

（本报记者 岳欢）

“2019世界足球终身成就奖”

颁奖活动将举行———

青岩古镇

本周六交通管制

本报讯 7 月 10 日， 观山湖区金

华园社区门球交流赛开杆， 来自省直

多家单位、贵阳市各区市县的 17 支队

伍共计 170 多名老年选手齐聚观山湖

公园门球场，将展开为期两天的角逐。

据了解， 该赛事是 “祝福祖

国———第二届幸福金华园艺术文化

节” 系列活动之一，也是第四届“爱心

观山湖” 旅游文化节的组成部分。 活

动由观山湖区文体广电旅游局、 观山

湖区金华园社区服务中心主办， 并得

到了省直机关门球协会的悉心指导和

大力帮助， 以及观山湖公园管理处等

相关单位和企业的大力支持。

上午 11 时许， 开幕式结束后，比

赛正式打响。据了解，前来参赛的选手

年龄多在 50 岁以上， 最大的已是 83

岁高龄。不少老人虽然已是满头白发，

但身体硬朗，随着裁判的口令，他们沉

着冷静，挥杆自如。

“别看动作缓慢，但每一杆都有

讲究，稍有不慎就会全盘皆输。 ” 70岁

的周春革老人有着 15 年的打球经验，

目前是花溪区门球协会的主席。 他说

门球运动对体力要求不是很高， 但能

提高老年人的观察能力、 反应能力和

应变能力， 对提高老年人关节的弹性

和灵活性非常有效。此外，通过比赛还

能结交不少朋友。 （本报记者 张鹏）

观山湖区金华园社区门球

交流赛开杆

17支队伍

门球场一较高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