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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期，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将推出

“新闻职业素养课” ，特邀资深媒体新闻人，帮

助小记者们打通采访与写作的任督二脉。

届时，就采访技能，晚报记者孙老师将通

过互动游戏的形式， 带领大家通过 “看图说

话”“我是记者”“猜猜我是谁”“最强大脑”

等多个主题内容， 在互动游戏中解锁观察、倾

听、表达、思考等四个记者专业技能。 同时开启

实战采访模式，让孩子们开展实践。

同时，关于写作，孙老师将从孩子易于接

受的角度出发，引导大家打开脑洞，寓教于乐。

从文章立意、脉络结构、真与实、创意、人物、环

境、细节等多个维度切分写作要领，让小记者

们掌握记者采访的思路和视角，自然、流畅地

表达真情实感，告别闭门造车，让文章不再空

洞无物。

值得注意的是，“新闻职业素养课” 每月

一期，定于每个月最后一周的周日上午 9 时到

11时，初级班和提高班隔月上课。 凡有效期内

的贵阳晚报小记者均可报名参加，本课程免费

授课，无需另外交费。

“新闻职业素养

课” 第一课，5 月 29 日

上午 9 时到 11 时，限

制名额 30 名， 本月面

向一二年级小记者授

课；专为三年级及以上

的小记者定制的课程

将安排在下个月。感兴

趣的小记者快来报名

吧！ （孙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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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13 日，贵州省人民医院血

液科迎来了两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们所

捐献的造血干细胞，将为在浙江和广西治疗

的两位患者送去生的希望。据贵州省干细胞

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我省

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有 6.8 万人， 已有

369位志愿者成功捐献。

当日捐献骨髓的志愿者， 第一位是 27

岁的张女士，2020年 6月 23日， 是她 25 岁

的生日，当天，她申请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 2021年，张女士曾接到过一次

电话，但配型却没有成功，这次她终于圆上

了自己的爱心梦。 据悉，她所捐献的造血干

细胞将通过最快的航班运往浙江，用于救助

一名 2019年出生的小女孩。据悉，张女士是

我省第 368 例捐献者，也是全国第 13195 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另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是来自黔西

南州普安县的王先生，他是一名教师，早在

2016 年， 就申请成了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 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后，他 5 天前

就带着妻儿来到了贵阳。 据悉，王老师捐献

的干细胞，将为在广西治疗的一位患者送去

生的希望。 王老师是我省第 369 例、全国第

1322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当日，贵州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管理

中心主任黄凤云等一行来到省医的血液科，

给两位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送去鲜花以及捐

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予以鼓励。据该负责

人介绍，截至目前，我省造血干细胞入库志

愿者有 6.8 万人，从 2005 年建库以来，已有

369位成功捐献。 （杨源）

两名志愿者 捐献造血干细胞

截至目前，我省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有 6.8万人，已成功捐献 369份

本报讯 在雨水的不断“打

压” 下，气温终于扛不住了，据

贵州省气象台监测，从 14 日开

始， 受冷空气影响全省有一次

明显的降温天气过程， 大部地

区气温下降 4～8℃， 威宁等地

最低气温将降到个位数。

进入汛期， 雨水是个永久

话题。 未来三天，阵雨和雷雨仍

是主题， 部分地区雨量可达大

雨，个别乡镇有大暴雨，市民外

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

电线杆等危险区域， 不要靠近

或在变压器下避雨， 远离建筑

工地临时围墙以及建在山坡上

的围墙， 驾车出行要绕开积水

路段，降低车速，前后两车要保

持安全车距。

具体预报为：13日白天，全

省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阵雨；13

日夜间到 14 日白天，全省阴天

有阵雨或雷雨， 其中省的西部

和北部局地中到大雨， 个别乡

镇有暴雨，气温下降；14 日夜间

到 15 日白天， 全省阴天有阵

雨，除西北部外，其余大部有中

到大雨，部分乡镇有暴雨，大部

地区气温下降 4～8℃。

贵阳市未来几日雨水不

断，气温也将下降 4～6℃，市民

外出要记得适时添衣保暖，携

带雨具。具体预报为：13日夜间

到 14 日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

雨，局地中到大雨，气温下降，

城区气温 11～18℃；14 日夜间

到 15 日白天， 阴天有小到中

雨， 气温继续下降， 城区气温

11～14℃，15 日夜间到 16 日白

天，阴天有雨转多云，气温 12～

19℃。 （张晨）

冷空气来袭，局地气温降至个位数

本报讯 5 月 12 日，南方电

网贵阳供电局组织变电运维人

员对所辖变电站开展防洪防汛

特殊巡视， 检查变电站内外排

水设施及场地， 并备齐防洪防

汛物资， 确保变电站安全稳定

运行。 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对辖

区重点线路进行安全检查。

进入 5 月份以来， 贵阳地

区雨水增多、气候变化频繁，连

日来， 贵阳供电局再次加强了

居民区域和线路设备等的特殊

巡视。

针对贵阳地区气候特点，

贵阳供电局加强与政府部门的

联系，并启动专项检查工作，对

辖区内所有电力设施设备、线

路进行拉网式排查， 加强对重

要电力设施、重要场所、重要部

门和重点用户的供用电安全巡

查和维护， 充分做好各项应急

物资准备， 确保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和可靠供电。

贵阳供电局科学合理安排

电网运行方式，认真开展电网负

荷预测，做好电网事故预想。 同

时，该局还参照以往天气变化情

况， 结合本次新一轮降雨量、降

雨范围等信息分析，制定并完善

应急方案，对防汛重点部位及薄

弱环节进行整改和加固。

此外， 贵阳供电局还组织

百余名“电管家” 团队走进社

区、商圈、工地等，进一步做好

用电检查工作与安全用电知识

宣传， 增强广大市民安全用电

意识，为电网安全打好基础。

目前贵阳供电局已全面进

入“临战” 状态，时刻密切关注

天气及电网设备运行状况，抢

修人员与车辆 24 小时待命，全

力保障供电安全可靠。

（张其琼 包延淇 贵阳日报

融媒体记者 李黎明）

贵阳供电局 多管齐下筑牢“电力屏障”

↑↓省干细胞管理中心负责人向两位志愿者送去荣誉证书和鲜花

中华北路一处路牌指“北” 为“南” ，观山

东路路牌上指示的公园已更名……近日，热心

市民任先生通过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给路牌

纠错， 引起了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重视。

目前，该局已派专人对全市周边的道路指示标

志进行排查整改。

市民任先生纠错的第一处路牌位于中华

北路与北京路交会处，在省政府往六广门方向

的车道上，该路牌标识左转为宝山南路，而实

际左转为宝山北路；另一处错误路牌位于观山

东路天誉城旁，该标志右转至顺海公园，而顺

海公园已更名为鹿冲关公园。

接市民反映后，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秩

序处核实发现，市民反映情况属实，中华北路

上的路牌系印刷有误，观山东路路牌是由于公

园更名，标志内容未及时调整。

为了让路牌更精准，除了市民反映的两处

错误，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已安排工作人员

对全市周边的道路指示标志进行全面纠错排

查。“随后将根据排查结果，对不规范内容进行

统一整改，预计 8月份全部整改完毕。”该局秩

序处交通组织科科长马骁表示。 任璐瑶

中华北路上

有块路牌“南辕北辙”

交管部门：将给全市路牌“纠错”

晚报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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