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知识和法律宣传普及，

11月 21 日，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执法支队到贵阳一中举办垃圾

分类专题讲座。

讲座从 “为什么要开展垃

圾分类、垃圾分类的标准、我们

应该怎么做” 三个方面进行了

讲解， 阐明了垃圾分类的意义。

同时，执法人员还就《贵阳市城

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等

法律法规开展普法宣传。

下一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将继续加强与全市各类学校的

联系和沟通，持续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进校园” 活动，向广大师

生普及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和法

律法规，实现“教育一个学生，

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

的效果，让垃圾分类成为更多市

民的生活习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11月 21 日， 在距修文县六

屯镇独山村村委会一公里外的

山林里， 林下天麻种植基地的

工作人员正忙着处理生木，这

些生木被劈成块后， 将用于天

麻种植。

“现在种下的天麻， 大概一

年左右就可以收成， 收成期可持

续 4 个月。 ” 该基地技术负责人

冯永发说。

该林下天麻种植基地是市

农业农村局作为独山村联系单

位引进的项目，采取“公司 + 村

集体经济 + 农户” 模式运行，由

引进的贵州森泰鑫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投资， 村集体经济以 50

亩林地及 “三变” 项目资金入

股，双方根据投资比例分红，农

户提供劳务和菌材。

独山村村民操德琴是该基

地的一名工作人员，用于种植的

木块被运送到山上后，她便和其

他工作人员一起开垦林地、种下

天麻。 “我从家里到基地上班，

走路 10 分钟就到了，方便得很，

工资也不错，每天可以挣 100 多

块，我很满意。 ” 操德琴说。

“独山村的林下天麻种植项

目是今年 6 月份引进的示范种植

项目， 如果种植效果好， 公司将

在独山村扩大种植规模， 目前已

聘请了 10 余名村民， 明年 12 月

左右开始收成，预计产量 10 万斤

以上。 ” 贵州森泰鑫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陈勇华说。

市农业农村局自去年 5 月

成为独山村联系单位以来，已为

该村引进 3 个产业项目，分别是

林下天麻种植项目、中药材种繁

中心项目和藕鱼共生项目。 “独

山村最丰富的资源在林下，所以

市农业农村局帮助我们重点发

展林下经济， 在他们的帮助下，

不仅促进了村子的发展，也带动

了村民就业增收。 ” 独山村村支

书吴昭兵说。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将继续按照“一乡一业、

一村一品 、 一产一企 、 一家一

特、一人一技” 的方式帮助独山

村大力发展乡村产业， 紧盯村

集体经济发展， 引进有实力的

龙头企业， 积极探索 “1+1” 混

合所有制经济， 提高村集体经

营性收入。 同时，围绕桃源河漂

流、温泉旅游等产业，做好农民

返乡培训、 劳务岗位推送等工

作，以提高工资性收入为重点，

促进当地村民增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宋子月

本报讯 11 月 23 日， 教育

部关工委第三轮 “老校长下乡”

贵阳市组团式帮扶项目启动，按

照“13553” 的总体思路，对清镇、

修文、开阳、息烽的 12 所校（园）

进行帮扶， 持续推动城乡教育均

衡发展。

自 2016 年 教 育 部 关 工 委

“老校长下乡 ” 试点工作在贵

阳市落地以来 ， 全市各级教育

关工委动员和遴选部分身体健

康、热心教育事业、有多年教育

及 管 理 经 验 的 退 休 知 名 校

（园）长组成贵阳市“老校长专

家服务指导团” ，充分发挥他们

的办学经验 ， 用好他们的资源

优势 ， 到我市部分有较强发展

愿望和一定发展基础的农村学

校（含民办学校、薄弱学校）开

展“一对一” 帮扶指导 。 目前 ，

通过前面两轮的工作， 该项目

已成为具有显著成效和本地特

色的工作品牌。

新一轮“老校长下乡” 将按

照 “13553” 的总体思路持续推

进。 “1” 即一名老校长结对帮扶

一所学校；“3” 即用三年时间进

行指导帮助；两个“5” 分别为：让

老校长当好学校党建工作的指导

员、学校管理工作的指导员、学校

文化建设的指导员、学校教学科

研的指导员、 家校协同的指导

员，为老校长开展工作提供其退

休前所在单位的教育资源支持、

市级“名校长” 工作室的智力支

持、市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在示

范创建方面的政

策支持、区（市、

县） 教育局的项

目支持和被帮扶

学校的办公条件支持；“3” 即通

过帮扶， 让被帮扶学校在管理水

平、办学质量、老百姓认可度上达

到“三提升”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余杨智 马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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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至黄平高速公路延伸段 DN400、DN300供水管道迁改工程

2022年 11月 25日（星期五）00:00�-�11月 25日（星期五）08:00，共 8小时

永乐乡片区

永乐乡（永乐村、干井村、石塘村、羊角村、水塘村）

由于现场施工条件复杂，恢复供水可能会延迟，请停水区域用户做好提前储水准备。 在此期间我司将全力

做好接水工作，确保按时恢复供水，如提前供水，将不另行通知。 对停水期间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感谢广

大用户的理解和支持。

供水服务热线：96015、86463111。

贵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停水公

告

贵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 11月 24日

停水原因

停水时间

停水区域

温馨提示

受影响区域

在卡塔尔世界杯大幕开启

之后，贵州丹寨少年金粲璨也在

密切关注着那里发生的一切，已

经拿到护照的他，将在这届世界

杯决赛中，以护旗手的身份登上

那万众瞩目的赛场。

丹寨少年的世界杯之约

灯光秀、空调球场、热情球

迷……这两天，拉开大幕的卡塔

尔世界杯给 12 岁的丹寨县城关

第一小学六年级学生金粲璨留

下了深刻印象，他已迫不及待想

要赶往现场。

今年，金粲璨入选了万达集

团和国际足联共同发起的“星星

之火” 项目， 并将以护旗手身

份，亮相本届世界杯赛场。 这将

成为他人生中的一次非凡旅

程———不仅是他第一次出国，也

是他第一次出远门。

时间拉回到六年前。那一年，

金粲璨的父亲金润权为他买了一

件中国足球运动员武磊的球衣，

父子俩还一起看了一场中国队的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

选赛 12 强赛。 之后，金粲璨便与

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 心中也悄

悄埋下了关于世界杯的种子。

2018 年，父亲把金粲璨送到

当地一家足球俱乐部训练， 他自

此正式步入了学球的轨道。 教练

黄元材说， 虽然他学得比别人慢

一些， 却从未气馁， 也没想过放

弃，反而以数倍于人的努力追赶。

“尽管在教练和父亲眼中，

我可能是‘最没有天赋’ 的那一

个，却是最热爱和最坚持的那一

个。 ” 金粲璨说，同年同期接受

训练的 40 多位小伙伴， 到目前

还在踢球的已经不多了。

回想入选卡塔尔世界杯护

旗手的缘由，他说，应该是自己

对足球的热爱和坚持，才成就了

如今的机会。 “从上一届到这一

届，热爱足球、坚持不懈，是金粲

璨与世界杯 ‘相约’ 的最好方

式。 ” 金润权说。

万达的“世界杯桥梁”

能够走向世界杯赛场，除了

金粲璨的坚持，还离不开万达的

“牵线搭桥” ， 正是因为万达拥

有世界杯护旗手招募的独家权

益，他才获得了这一机会。

丹寨全县 17.9 万人， 其中

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近 90%。 过

去， 这里的不少孩子深居大山，

从未见过山外世界。

自 2014 年帮扶丹寨开始 ，

万达就用各种方式为这个县城

提振“精气神” ，尤其是在他们

拥有丰富资源的体育领域，通过

搭建舞台和桥梁，让丹寨的孩子

得以走向世界。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揭幕

战上，6 名来自丹寨的护旗手，踏

上了世界杯赛场。

“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中南民族

大学学生、 护旗手之一的莫秋

表示，作为一名足球爱好者，当

年她还是丹寨县第二中学校队

主力，踏上世界杯赛场的经历，

给她的人生增添了极大动力。

“那次经历坚定了我想要成

为一名国际文化传播者的决

心。 ” 南京师范大学学生、同样是

护旗手的汪美仑说，到了俄罗斯，

与世界各国人士交流， 使她明确

了自己的职业目标， 希望自己可

以成为促进中外互通的“桥梁” 。

那一年，金粲璨也在电视上

看到了六位哥哥姐姐的风采。

“看到哥哥姐姐们站在世界瞩目

的赛场，我热血沸腾，心中满是

羡慕。 ” 他说，他当即下定决心

要把球踢好，将来做一名职业球

员，成为中国足球队的一员并踏

上世界杯赛场。

精神文明的“体育切入点”

“体育，可以改变一个人。 ”

这是金润权从儿子身上得

出的结论。 自踢球以来，金粲璨

变化很大： 从性格急躁不专注，

到自律开朗很稳重。

金粲璨一直以来有两个足

球，一个放在家里，一个放在教

师父亲所在的学校。 每天放学无

论是回到家还是去父亲的学校，

他总会在做完功课后按时练球，

几无中断。 他说：“通过踢球，我

才明白，做任何事情，只有坚持

和专注才能做好。 ”

丹寨县有中小学生超过 2.5

万人。 多年来，该县深入推进体

教融合，把足球、篮球、武术等体

育运动作为全县少年儿童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个切入点，通过大

力推广校园体育文化，塑造全县

少年儿童不怕苦、不怕累，敢于

拼搏、勇于奋斗等优秀品质。

金粲璨就读的丹寨县城关

第一小学，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 全校学生 2300 多

人。 多年来，该校每年通过举办

各类校园足球联赛和社团活动，

为像金粲璨一样热爱足球的学

生提供驰骋的舞台。

“学校每年除了举办各种足

球联赛和足球活动之外，还派学

生参加黔东南州校园足球三级

联赛。 ” 丹寨县城关第一小学副

校长吴春蕾表示，足球运动的开

展，塑造了学生积极拼搏、团结

奋进的精神面貌。

作为学校足球队主力，金粲

璨已连续两年参加黔东南州校

园足球三级联赛，并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

“之前参加比赛，我只到过

黔东南州的黎平县和凯里市，这

两个地方距离丹寨最远有两个

多小时车程。” 他说，期待以后能

参加更高水平的比赛，去更远更

大的世界，为国争光。

新华社贵阳 11 月 23 日电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遗失贵阳市云岩区延中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贵

阳农业银行中天花园支行的

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为：

J7010025914601， 账 号 为 ：

Z3167001040002260，特此声

明作废。

贵阳市云岩区延中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022年 11月 24日

各投标人：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办公软件采购项目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下午 2 时 00 分在集团 19 楼

会议室依法进行开标会议。 经评标小组评定，

递交有效投标文件的投标人不足三家， 因此本

项目予以流标。 招标人将依法重新招标， 后续

招标事宜将在 《贵阳日报》、 贵阳网（http:

//www.gywb.cn）、甲秀新闻 APP 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本项目监督部门：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直属

机关纪委

详细地址：贵阳市云岩区中山东路 25 号报

业大厦 20 楼

联系人：彭宗意 联系电话：0851-85821296

本项目联系人：万修竹（招标事宜）

联系电话： 0851-85813911� � 13595121426

吴丹（项目事宜） 联系电话：0851-85860465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2022 年 11 月 23 日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办公软件采购项目流标公告

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教育部关工委第三轮“老校长下乡”

贵阳市组团式帮扶项目启动

本报讯 日前，有市民通过

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留言，希望

相关部门能告知贵阳市的摩托

车限行规定。 对此，市公安交通

管理局进行了解答。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工作人

员表示， 贵 A·A 号牌普通二轮

摩 托 车全 天禁 止驶 入人 民 大

道 、中华北路 、中华中路 、中华

南路（大十字至邮电大楼）、中

山东路 、中山西路 、延安中路 、

瑞金中路、遵义路（服务大楼至

邮电大楼）， 其他区域不限行；

非贵 A·A 号牌的普通二轮摩托

车 全天 禁止 驶入一 环 路 以 内

（含一环路）各条道路，其他区

域不限行。 如果违反禁令标志

指示驶入禁行道路 ， 交警将根

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处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林波）

因地制宜种天麻

“一村一品” 兴产业

———市农业农村局对口联系独山村一瞥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支队———

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 活动

摩托车在贵阳哪些路不能走？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解答

国 际 上 通 常 采 用 体 质

指数作为评判 体 重是 否正

常 的 标 准 。 体 质 指 数

（BMI）= 体重（Kg） / 身高

（m）的平方。 中国肥胖问

题工作组 2002 年公布的中

国成人正常体 质指 数标 准

范围是 18 . 5-23 . 9 。 体质指

数大 于 等于 24 为超 重 、大

于 等 于 28 为 肥 胖 、 低 于

18 . 5 为体重过低。

肥胖或体重过低都会影

响内分泌腺体功能， 影响精

子和卵子的发育、成熟，降低

生殖能力。 有研究表明，孕前

体重影响妊娠结果， 无论是

过瘦还是过胖， 胎儿死亡以

及新生儿死亡率均高于正常

体重夫妻所孕育的宝宝，且

胎儿畸形的发生率也较高。

夫妻在孕育宝宝前发现

自己有肥胖或体重过低的情

况时， 应注意排查引起体重

异常的病理因素，如结核病、

甲亢、肿瘤、糖尿病、柯兴氏

征、多囊卵巢综合症等。 若排

除了疾病因素， 就需要咨询

营养师， 改变饮食习惯并适

当运动， 尽量在妊娠前把体

重调整到正常范围。

体重对生育的影响

丹寨少年与世界杯之缘

继 11 月 22 日本届世界杯

夺冠热门阿根廷队 1:2 不敌沙

特阿拉伯队爆出大冷门后，23

日， 在卡塔尔多哈哈里发国际

体育场进行的 E 组比赛中，日

本队以 2 比 1 战胜德国队，亚洲

球队再爆冷门。

图为日本队球员伊东纯也

（右）与德国队球员安东尼奥·

吕迪格拼抢。 新华 / 传真

� 在丹寨县城关第一小学，金粲璨参加校园足球比赛（11 月 15 日摄）。 新华 / 传真

卡塔尔世界杯 24 日迎来

G、H 组四场比赛，C 罗和内马

尔将登场。

葡萄牙 VS 加纳

37 岁的克里斯蒂亚诺·罗

纳尔多 （C 罗） 将第五次披挂

上阵。 尽管 C 罗本赛季状态下

滑，但无疑是全队领袖。

锋线莱奥的稳定发挥，将是

球队进攻流畅的保障；贝尔纳多·

席尔瓦和费尔南德斯将领衔中

场； 维蒂尼亚与马里奥搭档实力

不俗；后防线上，佩佩 39 岁高龄

是否会影响状态有待验证。

小组赛中， 葡萄牙队

的目标是力争第一， 才能

避免淘汰赛阶段早早和巴

西队相遇。

从纸面上看， 加纳队具备

小组突围的想象空间， 但前进

之路注定艰难： 队伍在世界杯

前没有经历多少真正的锤炼，

锋线火力明显不足。

巴西 VS 塞尔维亚

夺冠热门巴西队的目标是

在球衣上绣上第六颗星。

蒂特的苦恼可能是锋线上

选择太多。 30 岁的内马尔是进

攻核心，他今年状态火热，在 8

月以来的各项比赛中， 几乎每

场都能贡献进球和助攻。

理查利森是除内马尔外，

今年进球最多的球员。 维尼修

斯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关注的新

星之一。 拉菲尼亚、罗德里戈、

安东尼、 热苏斯……基本都是

欧洲各大豪门主力。

巴西队拥有多名在英超效

力的顶级后腰， 蒂亚戈·席尔

瓦、米利唐和马尔基尼奥斯，构

建起了一条世界级后防。

这是塞尔维亚队第三次参

加世界杯， 此前他们均未能小

组出线。 塞尔维亚队有一定搅

局能力，但防线薄弱，有可能被

巴西打穿。

据新华社电

巴西葡萄牙亮相 C罗内马尔登场

看点前瞻

日本 2:1 胜德国

亚洲球队再爆

冷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