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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2 日晚，黔南境内普降暴雨，多地不同程度受灾。
在暴雨的肆虐下，道路损毁，通信中断。

6月24日15:00，黔南移动受停电影响基站207个，瓮安、
罗甸、都匀灾情严重。瓮安受灾情影响基站87个，其中2G基
站 41个，4G基站 46个；罗甸受灾情影响基站 46个，其中 2G
基站 21 个，4G基站 25 个；都匀受灾情影响基站 41 个，其中
2G基站 20个，4G基站 21个。至 21:00，暴雨仍在肆虐，黔南
移动受停电影响 395 个基站，受汛情影响基站 263 个，其中
2G基站109个，4G基站154个，通讯畅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灾情就是命令。黔南移动各县（市）公司纷纷启动防汛
抗灾抢修应急预案，调动人员、物质，奔赴受灾站点，打响通
讯保障攻坚战。瓮安出动抢险车辆 83辆次，人员 122人次，
油机 28台次；罗甸出动抢险车辆 28辆次，人员 58人次，油机
30台次；都匀出动抢险车辆15辆次，人员76人次。

6 月 26 日，暴雨仍在持续，导致黔南移动基站 470 个退
服，其中 2G基站 224个，4G基站 246个，抢修恢复 239个，其
中2G基站123个，4G基站116个。移动人为保障通讯畅通，

累计出动车辆306辆次，人员474人次，油机157台次。
6月 30日，暴风雨再次袭击黔南，这是本月第三次大暴

雨对黔南的侵袭。福泉、贵定、龙里、都匀、三都等多地再次
遭遇洪涝灾害，导致黔南移动 305个基站受损退服。一线工
作人员在坚守的同时，黔南州移动公司再次启动应急预案，
网络部组织召开紧急会议，相关专业派出专人负责督促故障
处理、油机调度、后台指挥、现场协助，县市公司经理奔赴受
灾点，与一线人员共同抢险。

大雨虽然阻断了道路，雨水汗水浸湿了身体，但移动
人用那份坚守与责任，同灾害抗争，争分夺秒抢通信保畅
通不撤退。自灾情发生，因汛灾导致汇聚层以上传输光缆
受损 （干线、骨干层、汇聚层） 10 条，受损光缆 312 公
里，倒断杆 450根，正在抢修；同时退服基站最多时达到
355个，已恢复213个，累计出动抢修人员1240人次，出动
抢修车辆654辆次，油机364台次。目前，移动各兄弟公司
互助支援，熬更守夜，竭尽全力奋战现场，力争在最短时
间内恢复通信畅通。

青灰色的土砖，红色的围栏，青青的树木，葱绿的盆
景，别致的乡野院子，农特产和布依族手工艺品展销店，布
依族民房前后一挂一挂的玉米，还有人在农家书屋静静地看
书 ......这里，是贵定县盘江镇音寨村清清民宿。中午时分，
几辆大巴车停在房前屋后，人来人往显得寂静中不乏热闹。

6 月 29 日，音寨村里正在举办“六月六”布依歌节。
“今天我们接待了 40多桌客人，毛收入有 10000多块钱呢！”
老板娘韦菊花一边忙着招呼客人，一边乐呵呵地说。当日，
来自广东、香港和省内的四、五百名客人在她家吃饭。

“方便、干净、整洁，又有民族特色，空气新鲜！”来自
香港的客人严伟贤说，清清民宿的价格比较适中，周围还可
以看花海、赏民俗风情、体验布依族生活，“第一次到贵定
就爱上了这个地方”。

“去年，我家获评三星级民宿，还得到政府的2万元的奖
励呢”，韦菊花说起办民宿一直喜形于色，她说音寨村气候
好、河水清、风俗正，基本上每天都有客人来。“我家一年
接待客人差不多两万人，年收入 30多万元”。平时，她家要
请四五个人长期来打工，每人每月 2500 元工资，还包吃包

住。忙的季节，要请10多个人。
自贵新高速公路从音寨村通过，2006年，韦菊花就开始

经营餐饮和住宿。做了两年，一层房屋已经不够用。2008
年，她将 10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换成了四五百平方米的两层
楼房。2011 年，经过贵定县南面昌明镇的厦蓉高速公路开
通，贵定县又打通了县城经过盘江镇到昌明镇的同城化干
道——贵昌大道，位居两条出海大通道中间，处在“金海雪
山”景区内，韦菊花家的生意一天好比一天。2012年，她家
楼房又“长高”了，这次是三层总面积差不多2000平方米的
饭店加上民宿。“我家所有的好处，都是来自县里面政策
好、规划好、交通好！我家楼房层层高，生活更美好！”

从2015年9月以来，该县启动“金海雪山”景区提质升
级项目，新建中华布依第一寨音寨寨门、古越今声演艺中
心、水龙门、大水车、田园水吧、稻梦空间、水巷街市、自
行车道、乡愁园等53个项目，总投资3.65亿元，规划建设用
地478.83公顷，总建筑面积286542平方米。目前，已完成水
巷街市、田园水吧、演艺中心、酒吧街区、榨油坊、碾米
房、水龙门、稻梦空间、大水车、碾米房、榨油坊、过境公

路3.5公里、旅游观光步道4公里等所有基础设施的建设。另
外，“金海雪山”景区乡愁园、三馆、人民公社、天下粮
仓、大门部分、酒吧街、演艺中心正在进行内部装修，计划
7月31日前完成装修并投入试营业。天下粮仓、三馆内装即
将在 9月 31日前装修完成并投入营业，这部分可提供 150间
客房，至少200个床位，一次性容纳700人集中就餐。

目前，贵定县引进深圳市大鹏新区民宿协会、北京小住
民宿联盟等多家企业入驻“金海雪山”景区，已经建设75栋
民宿，直接带动投资超过2000万元，带动就业400余人，预
计实现年销售超过5000万元。

近年来，贵定县利用交通区位优势，围绕“旅游+”、
“+旅游”的发展思路，依托旅游“全域规划谋划品质景区、
全景建设促景区点线面融合、全业发展提升旅游品质、全民
参与共享旅游红利”这四个方面发展，打造全域旅游新模
式。通过“全民共建+全民营销+全民共享”，构建主客共享
的新型旅游目的地，实现旅游惠民、旅游便民、旅游富民，
建设幸福贵定。

贵定：高速路带动民宿经济火 村民楼房五年“长高”两次
高荣华

本报讯“警察同志，收费站门口有人服农药要自杀，请
快去救人啊!”近日晚，厦蓉高速都匀东收费站工作人员匆匆
急急跑到黔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二大队办公室向民警
求助。

当民警赶到都匀东收费站外时，只见一辆白色小车停在
路边，车驾驶室门打开着，一年轻女子靠在离车不远处又吐
又呕、泣不成声，一神志恍惚的男子坐在小车驾驶位上，刺鼻
的药味扑面而来，男子身旁有一个空空的农药瓶子。为保障
男子呼吸顺畅，民警迅速打开副驾驶室车门和车窗，疏散车
辆周边人员，保证空气流通顺畅，并不断与该男子说话，防止

该男子陷入昏迷。女子告诉民警：她与驾驶员是情侣关系，
相识已有八年之久，由于性格不合，经常吵吵闹闹。当日，两
人在三都县城她姐姐家中吃完饭准备返回都匀，路上两人再
次发生争执，女子提出要和男友分手，情绪失控的男友突然
掏出半瓶农药一饮而尽欲自杀。当车驶出都匀东收费站后，
惊慌失措的女子立即下车向收费站工作人员求助。

在赶往医院途中，民警顾不得多想一路上开着警灯警
报，打通“绿色生命通道”，连闯多个红灯火速赶往医院，20余
分钟后，民警将该男子送达至黔南州人民医院，经过医生紧
急抢救，该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 （黄露 本报记者 徐朦）

情侣吵架男子喝药轻生 交警”闯红灯”挽回生命
本报讯 近日，龙里县消协接到消费者罗某称，其在龙里

县西门街某美容沙龙做纹眉，支付了500元费用。多日后，罗
某发现自己纹眉后左右分别出现了两条眉尾，十分难看、怪
异，于是找到该美容沙龙与经营者协商，要求经营者处理，协
商未果。于是，消费者到龙里县消协投诉维权。

县消协接到投诉后，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到该美容沙龙进
行调查，确认消费者罗某出现的纹眉失败是经营者的过错所
致。经组织双方多次调解，耐心向经营者解释《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等有关规定，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做双方思想教育，努力
和劝导，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由该美容沙龙一次性支付罗
某前期支付的纹眉费、后期需重新洗眉费用计 3000元，由罗
某自己另行选择美容机构重新洗眉。 ( 胡敏 )

纹眉失败诉至消协 消费者获赔三千元

7月9日21时40分许，在都匀大西门公交站台处，一辆出
租车由南向北行驶，在变道时与一辆直行车发生刮擦，双方发
生争议，导致后续车辆缓行。交警迅速赶到事故现场拍照，随
后叫人帮忙把出租车推移至路边，交通恢复通畅。

交警提醒出租车驾驶员朋友，开出租车挣钱养家糊口不
易，希望路上行驶多注意交通安全，文明驾驶。

本报记者 曾宪华 摄

本报讯 7月 6日，黔南州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的 30
余名员工纷纷解囊，为远在百里之外的贵州黄平县住建局下
属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身患癌症员工吴林泽捐款，藉以此鼓
励对方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据黔南州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
心负责人吴国兴介绍，他们并未认识患者，只是希望这份爱
心能够传递下去，让患者及其家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
暖。

据了解，现年 39岁的吴林泽系一名中共党员，1996年
参加工作以来，工作认真负责，踏实肯干，现被提拔到公司
总经理岗位。据其同事称，在感觉不适一年后，仍带病工
作，后实在撑不下了才进医检查，6月28日被确诊为多发性
骨髓恶性肿瘤。

医生说，吴林泽如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将导致心衰等
肾脏器功能坏死而失去生命，用化疗治疗和干细胞移植是生
命唯一的希望。目前，吴林泽在重庆第三第军医大学新桥医
院接受治疗，主治专家初步测算，光是前期的化疗和干细胞
移植预计需要 40余万元，后期的化疗费用 30多万元。而所
釆用的特殊药物及治疗方式基本上都不在医保的报销之列。

据了解，吴林泽出身贫寒，家庭情况并不富裕，患此病
后，吴家老小看到如此高昂的疗费用显得忧心忡忡。一人有
难，八方支援，为帮助吴家度过难关，贵州省工程建设质量
检测协会向全省会员单位发出募捐倡议。吴的弟妹也在网上
发起轻松筹。黔南州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获悉后，广大员
工积极响应，纷纷慷慨解囊捐出 5000元。目前，这笔凝聚
爱心的善款已通过黔东南州有关部门送达吴家。

（吴戈）

黄平男子患癌症 都匀人士献爱心

本报讯 近日，长顺县人民法院第二人民法庭成功巡回
调解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本案中，原告黄某某与被告罗某某、张某某是房客关系，
两被告都是平塘县人，来到长顺县鼓扬镇修公路做工程，因工
作关系租住在原告家。 4月13日，被告罗某某驾驶被告张某
某的铲车将原告房屋一楼大门处撞损，导致一楼、二楼、三楼
出现不同程度受损，经评估公司进行评估受损修复需 19459
元，加上评估费 10000元，共计 29459元。双方多次私下调解
赔偿事宜都未成功，原告扣押了被告罗某某放在原告家门口
的工程车及钢筋，双方为此产生了纠纷，经镇政府、村委会以
及当地派出所调解未果，遂诉至法院。

为了解纠纷现场的实际情况，承办法官组织双方当事人
进行现场勘验。在勘验的过程中，承办法官了解到自房屋被
撞损之后，一直未进行处理，给原告及其家人造成了巨大的安
全隐患，在此期间，原告弟弟因新建房屋，造成原告扣押被告
的钢筋与房屋合并为一体，钢筋不好移动。通过勘验，承办法
官组织双方进行现场调解。

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一边从双方财产损伤程度出发，引
导双方以相互谦让的态度解决矛盾纠纷；另一方面，承办法官
秉承着最大限度减少双方损失的理念，充分告知双方诉讼程
序、鉴定评估事项及诉讼风险，引导双方当事人采取合理方式
解决纠纷。在法官耐心细致的工作下，原被告双方最终达成
调解协议，赢得了当事人和群众的好评。 (许业玲)

财产损害纠纷 法官现场调解

本报讯 为推动校园足球在我州蓬勃开展，让学生感受
到足球运动的魅力。7月 8日，由黔南州教育局主办，州体育
局协办的2017年黔南州校园足球（小学组）比赛，在都匀四小
拉开帷幕。来自 13县市区小学的 24支足球代表队参加了比
赛。

据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举办本次中小学校园足球联
赛，旨在进一步推进全州校园足球运动发展，集中展示校园足
球运动成果，展现青少年足球运动员风采，鼓励和带动更多青
少年参与校园足球运动。

(李琦 本报记者 孟红)

全州校园足球联赛在匀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