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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供电局

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https://95598.gz.csg.cn/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贵阳市 2019 年 10 月 24 日—10 月 28 日将对以下线路进行

计划检修停电，请广大客户做好停电准备，对此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温馨提示:一周停电早通知

10月 25日

09：00-18：00

10千伏观天线水电设计院宿舍变

停电

区域

停电日期及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段及客户

两

城

区

域

10月 24日

08：00-22：00

10千伏瑞中线 06#环网柜 011-04#环网柜

012-10千伏瑞威线 04#环网柜 001开关

延安西路、枣山路部分区域 鸿基馨苑、雄翠怡居

宅、华城房开、省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

10月 25日

09：00-18：00

10千伏吉昌线地震大楼变、外文书店变

延安东路部分区域：外文书店变、地震大楼变等

10月 25日

09：00-18：00

10千伏会西线中汇房开变

红岩部分区域：水电设计院宿舍等

中山东路部分区域：中汇房开变等

10月 25日

09：00-18：00

10千伏都科线盛安房开 2#变

科学路部分区域：盛安房开变等

小

河

区

域

10月 28日

09：00-18：00

10千伏富林线金龙房开 3#变 锦绣家园部分区域：金龙房开 3号变等

10月 28日

09：00-18：00

10千伏富典线贵钢宿舍 9号变

油榨街部分区域：贵钢宿舍 9号等

10月 28日

09：00-18：00

10千伏富源线公交公司变

富源路部分区域：公交公司变等

10月 28日

09：00-18：00

10千伏富嘉线贵州源深房开变

嘉润路部分区域：贵州源深房开变等

10月 25日

09：00-19：00

10千伏二小线 625号分段开关至 10千伏小坝

线 -10千伏二小线 601号联络开关区段线路

开发大道沿线：国家院、贵阳市花溪区第二实验

幼儿园、交警五大队、白云监控中心机房、通河巷

10月 25日

09：00-19：00

10千伏孟碧线 6063开关至 6064开关之间

孟关片区：孟关村委会、改毛小学旁市政路灯、

文人食品、中央储备粮、改毛大湾、改毛大兴

湾、贵阳鸿福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第八经营部、

南兴汽车销售、贵州大西南仓储、贵州大西、华

羲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贵州省现代物流公司、

牛郎关面条厂、贵州华泰永兴物流、贵州满堂

红物流、改毛大兴田

春去夏来，气温升高，贵阳市民喝老酒的热情，也

越发高涨。 说到老酒，不得不说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

酒收藏家孙建春先生，他就像夏日里的一股清流，爽爽

贵阳老酒市场。 他说收一瓶老酒，交一个朋友，收酒主

更是以酒会友，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酒馆负责人孙建春介绍，今

年夏天，凡是来收藏馆成交的朋友，就送 100 元车费，

成交上万元的顾客，还送红包 500 元。

公司高价收购新老茅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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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国酒茅台，更是青睐有加，其中包括

茅台生肖纪念酒、90 年代茅台、80 年代茅台、地方国营

茅台、三大革命茅台、葵花茅台、茅台特供等老酒。

另外，他们还收购十七大名酒，包括新老五粮液、

国窖、剑南春酒、古井贡酒、洋河大曲、双沟大曲、黄鹤

楼酒、汾酒、郎酒等各类名酒。 贵阳及周边地区可免费

上门收购，外地量大也可上门收购。

一名老酒收藏爱好者和孙建春打过交道后说，孙

先生为人厚道、直爽，懂得与人合作共赢，自从和他交

朋友以来， 他传授了不少收藏酒的知识， 让他受益匪

浅，其他有喜欢老酒的朋友，不妨来一起交个朋友。

孙建春先生表示，收购老酒不只是做生意，更是传

承酒文化，更是结交好友。 喜欢收藏老酒的朋友们，可

以来贵阳饭店 28 楼老酒收藏馆，他将与大家品老酒吃

美食，分享其十多年品酒鉴酒经验。

联系电话 18685000755����0851-85666888

广告

喷水池贵阳饭店 28楼：

卖瓶老酒 交个朋友

本报讯 “325路没按发布的路

线走，20多个学生娃儿下车后，冒雨走

路上学。 ”昨日上午 8时许，因司机不

熟悉站点， 贵阳一辆 325路公交车开

错了行车路线， 导致一车乘客被迫半

路下车，冒着大雨绕远路去目的地。

乘坐这辆公交车的赵先生告诉

记者，当日上午 8 点 04 分，他在延

安南路（中）站上了这辆 325 路公

交车，准备在遵义中路（北）站下车

后送孩子去南明区爱希尔幼儿园。

上车没多久， 他就发现公交车司机

没有按规定线路行驶。

“司机直接从延安南路穿过遵义

中路，右转到中山中路站才停下。”赵

先生说，按照规定的路线，这辆公交

车应该经过延安南路（北）、花果园

中央公园、遵义中路（北）三个站点

后，再驶达中山中路站，但司机却“抄

近路”行驶，直接省略了中间三个站。

“我们问司机是不是走错了，他

说这是‘新路线’ 。” 赵先生说，有车

上乘客提出质疑， 司机坚称这是公

交公司新规划的路线， 自己并没有

开错。 之后，部分乘客觉得行驶路线

越来越不对劲，开始情绪激动起来，

要求司机立即停车， 司机这才在中

山中路站停下来。

赵先生回忆，当天车上有 20 多

名小学生，按照正常情况，他们应该

在遵义中路（北）站下车后到南明

区苗苗实验小学上课， 因公交司机

的这一失误， 这些孩子不得不冒着

大雨绕远路去学校。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 记者联系

了贵阳公交集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事件是由于规划了新路线，驾

驶员对该路线不熟悉所致。

该负责人说， 这名驾驶员是第

一次跑这趟路线， 对站点设置不熟

悉，才造成乘客没能按站上下车。

“我们前期工作没有做到位，给

乘客带来不便，在此深表歉意。 ” 该

负责人说。

目前， 贵阳公交集团已安排专

人在 325 路公交车容易错过的站点

上为驾驶员进行指导，确保不漏站。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林）

公交清晨走错路 一车乘客被耽误

原来是司机不熟悉新路线，“省略”了3个站;贵阳公交集团为此向乘客致歉

本报讯 来到这个世界上已有

50 多天，住在贵州航天医院的一名

女婴，仍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从

出生时身患 14 种疾病、 濒临死亡，

到现在的健康可爱， 她床头挂的姓

名，一直叫“无名氏” 。

昨日， 记者在贵州航天医院新

生儿科见到了这名从出生起就住在

医院的女孩“小二妹” ：白白净净的

她， 用一双大眼睛打量着身边的陌

生人，不时地咧开嘴巴笑。

小二妹其实不是她的名字，之所

以得这个名，是因为她的床号是 2号，

医护人员喜欢称她为“小二妹” 。

据称，这个无名无姓的女婴，是

一位老太太送到医院的。

当时，看着盆子里这个没穿衣

物、甚至还带着胎盘的女婴，医生

来不及多问， 迅速将其送入抢救

室。 经初步诊断，孩子患有新生儿

败血症、 脑膜炎、 肺炎等 14 种疾

病，生命垂危。

当晚， 医院将接收这名女婴一

事，分别向辖区派出所、汇川区卫健

局上报。 经过 50 多天的医护，“小

二妹” 已是一名健康可爱的婴儿，

但她的亲生父母一直没露面。

“她满月的那天，我们给她举

行了个小小的仪式， 医护人员纷纷

抱着她照相。 ” 新生儿科主任舒远

琴说。

10月 11日，遵义市红十字会医

疗救助爱心大使经现场核实后，在

轻松筹平台为这名弃婴发起了爱心

行动，并给女孩起名叫“小可儿” 。

不少爱心市民闻讯， 纷纷前往医

院看望“小二妹” ，有的希望领养她，

却因相关手续不完善，失望而归。

“孩子初入院时只有 1800 克，

现在已有 3300 克了，每过 3 小时就

能喝 110 毫升牛奶。 ” 新生儿科护

士长刘苹说，“小二妹” 的身体现在

很健康。

昨日， 记者联系上汇川区茅草

铺派出所得知，8月 25日晚，他们接

到医院报警后， 通过那个老太太联

系上了孩子的生母———42 岁的杨

女士。杨女士患有精神疾病，是老太

太的养女。当晚接到警方的电话后，

杨女士的亲属承诺， 要带奶粉去医

院看孩子，但事后并没有去。

得知女婴还在医院后， 警方表

示，将积极联系孩子的监护人，让他

们将孩子接回家。 （黄宝华）

女婴患14种疾病 刚出生就被遗弃

医院抢救、护理50余天，孩子已经康复，亲人一直未露面

本报讯 遵义一女子承诺与男

方结婚，条件是先给 5万元彩礼。 不

过后来婚没结成，彩礼也没能退回，

双方为此闹上法庭。

去年 4 月 15 日，遵义男青年冉

某通过某婚恋网站与家住汇川区董

公寺镇的女子周某认识， 在通过电

话和视频的短暂接触后， 两人仅认

识 5天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去年 5 月 16 日，冉某和周某订

了婚宴，邀请来双方亲朋好友，并约

定于 8月 1日结婚。

根据当地习俗， 冉某向周某支

付 5 万元彩礼， 而周某也写下承诺

书约定：要与冉某结婚。 之后，冉某

向周某转账 5万元。

然而， 在收到彩礼并到了约定

结婚时间后， 二人却因种种原因告

吹。 冉某认为， 既然两人没能在一

起， 那么周某就应该退还彩礼以及

与周某相处期间所产生的费用，但

却被周某拒绝。

之后，冉某将周某告上法庭，要

求对方退还 5 万元彩礼及其他费用

共计 9 万余元。 法院判决由周某返

还冉某 5万元彩礼费。

该案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后，周

某“消失” 了，执行干警多次调查

无果，将其列入限制高消费名单并

发布悬赏公告。 今年 10 月 11 日，

周某看到悬赏公告后，主动联系法

官，称自己要出国务工，希望法官

解除限制高消费。 最终，周某退还

了 5 万元的彩礼。 法官依法将周某

从黑名单中解除。 （黄宝华）

结果收钱不认账，双方闹上

法庭

一女子向男友写下承诺书：

给5万元彩礼

“我嫁给你”

日游十余网吧 专盗“睡虫”手机

一男子作案5起、偷得6部手机落网

本报讯 一男子沉迷虚拟网络世界不能自

拔，为筹集网费，他每天要游走 10 余个网吧，专

盗在网吧内熟睡人的手机。

据贵阳市南明公安分局朝阳派出所办案民

警介绍，9 月 30 日，一受害人报警称，其在南明

区达高桥附近一网吧内被偷走一部手机。 接警

后，民警通过调取网吧内的监控录像，锁定一名

嫌疑男子。 10月 3日中午 12时许，民警在宝山

北路一公交车站将该男子抓获， 并从其身上搜

出两部刚刚盗窃得来的手机。

经核查，陆某某在南明、云岩以及乌当区等

地共计作案 5起，偷盗手机 6部，涉案金额高达

2万余元。 目前，嫌疑人陆某某已被南明警方刑

拘。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杰）

医护人员和“小二妹”合影

“小二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