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七夕” 临近，贵阳旅

游达人李进在自己的朋友圈晒出了

两张与妻子的合影引发朋友圈“震

荡” ，这两图前后相隔 22 年，被圈

内好友大赞“意义非凡” 。

李进是贵阳一名普通的退休

中学物理教师，他告诉记者，自己

从 1984 年开始了人生当中的第一

场旅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至今

已经有 35 年的旅行经历， 他因为

经常发布优质游记，还成为了马蜂

窝旅游网的“蜂首” ，“蜂首” 是马

蜂窝平台优质创作者的最高身份

象征，全国目前只有 1700 多位，而

李进还是这些“蜂首” 当中年龄最

大的一位，1959 年出生的他今年已

经 60 岁。

7 月 28 日，李进在朋友圈以及

网络上晒出了两张相隔 22 年的合

影， 他在朋友圈留言说：“22 年后，

天河潭寻踪，我们仍旧是 22 年前牵

手看风景的人。 ” 这两张合影顿时

火爆了他的朋友圈，“破纪录被赞

了 60多个，网络上也有无数人留言

点赞。” 李进说，第一张图拍于 1997

年， 当时他和妻子正在 “蜜月旅

游” ， 后一张是今年 7 月拍的，“97

年身后的亭子都已经不见了， 据说

是前几年天河潭扩建时拆掉的。 ”

李进告诉记者， 很多人看了这

两张合影都纷纷感慨时光流逝，并

且认为很有意义。

“我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我

明显感觉到了时代进步给旅游带来

的便捷。 ” 李进说，其中最大的改变

是网络的日益发达， 这样让喜欢旅

行的人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到更多实

用的信息， 另外就是交通变得更加

便捷了。

“我第一次旅行是 1984 年，那

时候我刚参加工作， 毅然决然地在

暑期进行一次骑行旅游， 从贵阳一

路骑到了北京再回程， 当时我共计

花了 45天。 如果换做是现在，坐高

铁只要 9个小时。 ”

“记得我和妻子 1999 年去北京

旅游，买火车票还要托关系，坐火车

需要 30多个小时。 ”

1984 年的骑行，让从未出过远

门的李进花了 3 年的时间去准备。

李进说：“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地图，

没法定位， 只能根据地图判断自己

大致的方位。我收集了好多地图，同

时也加强锻炼， 生怕自己的体质支

撑不了那么长时间的骑行。 ”

除了高铁的快速发展， 现在的

移动支付也让李进赞不绝口，“移

动支付让我们旅游少带现金， 更加

安全。 ”

35 年的旅行经历，李进走过了

祖国 20多个省市，国外还去了美国

和巴哈马。“90年代以前，出国旅行

简直是个梦，是不敢想象的，护照、

签证之类的东西， 听都没有听说

过。 ”

“然而现在都可以实现了，中

国的发展速度，真是太快了，作为

一个普通老百姓 ， 真的十分满

足。 ”

李进婚后，跟他的夫人约定，在

婚后的每一年， 都要一起出去旅行

至少一次， 一年一次的旅行，从

1999 年开始， 已经成功坚持了 20

周年。“我现在正在学英语，做旅游

攻略， 计划明年 4 月带着夫人去法

国巴黎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 李

进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问菩）

从江移民新区

“锦绣女”培训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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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达人秀恩爱 被赞“意义非凡”

网友：同一景区，两张照片，时隔 22 年，见证贵阳旅游发展

本报讯 8 月 4 日， 贵阳市云

岩区胸痛中心联盟成立大会暨 CPC

“全区模式” 签约活动在贵阳举行。

据悉，这将是全省首个 CPC“全区模

式” ，该模式下，针对胸痛相关疾病

从预防、发病、救治到康复管理，区

域内市民以牵头医院为中心， 可享

同质化服务。

“全域模式管理，针对胸痛，可

实现最有效管理和救治， 减少医疗

资源浪费。 ” 贵州省胸痛中心联盟

联合主席李伟说， 胸痛是一种常见

而又能危及生命的病症， 但是涉及

的病因非常复杂，其中冠心病、急性

心肌梗死、急性肺栓塞致死率最高，

延误诊治将给患者带来难以挽回的

灾难性后果。

云岩区胸痛中心联盟成立并采

取 CPC“全区模式” 管理，意味着

“胸痛救治三全服务” 在云岩区落

地生根，即全域覆盖，全民参与，全

程管理。 将以贵医附院（标准版胸

痛中心）为牵头单位，联合云岩区

域内所有医疗机构，建立协同救治

体系，提高治疗水平，使更多患者

获益。

据介绍， 云岩区现有 120 万常

住人口，20 多个社区， 全区患者可

在三甲医院（区域内牵头医院）做

手术， 在社区医院进行康复训练；

与此同时， 作为中心牵头医院，贵

医附院还将加强培训基层医院，提

高诊治胸痛的水平，使云岩区胸痛

诊治技术与牵头医院保持在同一

条水平线。

据了解， 这是全省首个区县级

胸痛中心联盟试点， 将来有望在全

省推广。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全省首个 CPC“全区模式” 在贵阳市启动

云岩区实现胸痛救治全域覆盖

本报讯 8 月 4 日上午 7 点，

2019“奔跑贵州” 山地跑系列赛暨

第十一届遵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

会系列活动之“娄山 · 花海” 山地

马拉松赛，在贵州桐梓县鸣枪起跑。

据介绍，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

川渝、湖南、广西、河南等 23 个省

（市）1500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包括

2016年北京马拉松国内男子第一名

管油胜、2014 仁川亚运会田径女子

10000米季军丁常琴等明星选手。

经过激烈角逐，陈华威、丁常琴

分别夺得男、女子半程冠军，全程男、

女冠军则由管油胜、何文霞夺得。

本次比赛由贵州省体育局主

办，贵州省山地户外运动管理中心、

遵义市文体旅游局、 桐梓县人民政

府承办，桐梓县文体旅游局协办，贵

州悠山美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执

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杜立）

“娄山·花海”山地马拉松桐梓鸣枪

■新闻速递

本报讯 8 月 3 日， 由贵州省

书法家协会主办 “‘抱璞守拙’ 刘

文华、张锡庚书法作品展” 在贵阳

美术馆开展。 此次展览展出书法家

刘文华、 张锡庚书法作品各 40 件，

是两位书法家近十年来创作的精

品，展示了其书法特点与成就。

据介绍， 刘文华为中国书法家

协会理事、 中国书法家协会隶书委

员会副主任、 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审

委员会委员， 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

书法培训中心主任。 张锡庚生于江

苏，成长、成名于江苏，曾任常熟市

书画院院长、书协主席等职，现为国

家一级美术师， 中国书协培训中心

教授、导师。

中国书协副主席、 贵州书协主

席包俊宜表示， 之所以邀请两位作

者到贵州办展，是贵州书法“走出

去，请进来” 的一项实践，贵州书法

经过不懈努力，有了一些进步，但还

需要更多交流， 两位艺术家带来自

己的行草书和隶书佳作， 让贵州青

年作者们可以观摩学习， 对贵州书

法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据悉， 此次展览将持续到 8 月

8日，市民可前往参观。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本报讯 2019 贵阳全国大众

跆拳道精英赛 8 月 3 日在修文县体

育馆开幕，4 日、5 日两天时间里，来

自全国多个省市的千名青少年在阳

明圣地大展身手， 角逐团体和个人

共 100多个奖项。

据介绍，本次比赛，由贵阳市跆

拳道协会主办， 贵阳市东山青少年

俱乐部、 贵州赛游号体育文化发展

公司承办， 共吸引了来自贵州、山

东、河南、湖南、广西、重庆等地的

40余支队伍近千名运动员参赛。

8 月 3 日举行的开幕式上，来

自贵阳、修文、开阳的团队为观众奉

献了精彩的跆拳道和武术表演，随

后，跆拳道舞团体赛率先展开。 8月

4日—5日， 运动员们将在品势、竞

技、机器人、跆拳道舞四个项目八个

组别数十个分级别中展开激烈竞

争，一展青春风采。

贵阳市跆拳道协会负责人顾崇

云表示， 为丰富人民群众体育文化

生活，贵阳市跆拳道协会以“体育 +

旅游” 为抓手，结合阳明文化内涵

和跆拳道精神， 打造了这一精品赛

事。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2019贵阳全国大众跆拳道精英赛昨日开幕

千名青少年 阳明圣地展身手

两书法名家作品

贵阳开展

时间：8 月 3 日至 8 日

地点：贵阳美术馆

28 月 4 日，在贵州省从江县易

地移民安置点银新社区， 妇女在参

加“锦绣女”培训。

为切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

半篇文章” ，7 月 29 日，为期一周的

从江县妇联 2019 年“锦绣女” 银新

社区培训班开班。 42名搬迁来的妇

女跟着县妇联请来的老师学习刺绣

技法， 优秀学员将与公司签订就业

意向合作协议，进行订单生产，实现

搬迁妇女“搬得出、稳得住、有事

做、能增收” 。 吴德军 吴如雄

本报讯 中甲第 20 轮 8 月 4 日

开赛， 贵州恒丰 1：0 胜青岛黄海青

港。

当晚 19:30 青岛黄海青港与贵

州恒丰进行了近 70 分钟白热化的

对抗，第 91 分钟，贵州恒丰杨挺将

比分改写为 1：0，直至终场。 目前，

贵州恒丰拿下近期三个主场的三连

胜，积分累积至 36 分，与位居第二

的长春亚泰同积 36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杜立）

贵州恒丰 1：0

胜青岛黄海青港

中甲第 20 轮比赛

2019年摄于天河潭

1997年摄于天河潭

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