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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摔碎一瓶老酒 结下一个善缘

5月 13日 10时， 家住贵阳市红

边门的谢女士，拿着家里存放的两瓶

茅台酒，来到在贵阳市喷水池贵阳饭

店 28 楼收购老酒的贵阳恒信久聚贸

易有限公司。 当时听公司员工说，桌

子上刚收购的一瓶茅台酒， 是一瓶

1986 年的老茅台酒，出于好奇，她就

拿来看，一不小心将酒摔碎。

这瓶老茅台酒， 收购价是 1.5 万

元。 当时公司总经理孙建春，要求谢

女士按收购价格赔偿 1.5万元。 拿不

出钱的谢女士称自己没工作，家里还

有个癌症晚期病人，还有个大学生要

供养，这次来卖酒就是为了改善病人

生活。

于是孙建春来到位于红边门的

谢女士家，查看其爱人涂先生食道鳞

癌并纵膈淋巴肿转移的就医诊断书

后，当场决定不要谢女士的赔偿。 还

将身上带着的上万元现金，全都捐给

了谢女士，并按市场价收购谢女士的

2瓶茅台酒。

5 月 14 日，经媒体报道后，很多

网友为孙建春及其公司点赞。 他和公

司同仁都很开心，觉得比赚了 100 万

都快乐。 做生意十多年的孙建春告诉

笔者， 以前只知道埋头做生意赚钱。

经过这件事之后，他和公司股东们商

量，大家一致决定，要尽自己的力量，

帮助社会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以后

每收购一瓶老酒，就捐出 10 元钱，帮

助贫困学子。

爱心“传染” ：

卖酒师傅闻讯 捐出酒款一千

5 月 14 日， 孙建春就请广告公

司制作了爱心捐款箱。在现场他个人

就投进捐款箱 1000 元， 其他同事也

你 10元我 50元的纷纷捐款。 有来卖

酒的爱心市民，也被感召，也捐出自

己一份爱心，当天就捐款 1000多元。

5月 15日中午，一位拿着一瓶老

茅台酒的刘师傅， 来到孙建春公司。

他说就是看到今天的报纸才来的，准

备把这瓶酒卖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最终以 38000元成交。 卖完酒刘师傅

说，听说你们公司要捐资助学，他也

献一份爱心，便从卖酒款里抽出 1 千

元投进善款箱，并留下电话，表示去

农民工子弟小学献爱心的时候，将一

同前往。 当笔者给刘师傅拍照时，他

死活不让拍，说都是小事，没必要宣

传，最后只让拍了他捐钱的手。 当天

共有十多位爱心市民捐款， 捐款共

1500多元。

孙建春呼吁， 大家一起行动起

来，每卖出一瓶老酒，就是传承和交

流一份文化，奉献一份爱心。 他将定

期组织员工、 爱心市民及老酒收藏

家，去学校奉献爱心，并通过网络定

期发布活动进展，请市民监督。 此外，

有需要鉴定老酒的朋友，也可以来贵

阳饭店 28 楼老酒收藏馆， 孙建春将

用其十多年的收酒经验，为大家提供

免费鉴定服务，耐心讲解鉴酒知识。

联系电话 1868500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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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

喷水池贵阳饭店 28楼收酒爱心老板善举获赞：

企业帮扶贫困市民爱心接力

�����核心提示：5 月 13 日，因

丈夫生病急需用钱，家住贵阳的

谢女士， 到喷水池贵阳饭店 28

楼的贵阳恒信久聚贸易有限公

司，出售两瓶老酒。不曾想，酒没

卖成，还失手将一瓶价值 1.5 万

元的老茅台酒打碎，公司得知其

家中有重病的丈夫，不仅免去赔

偿，还捐出一万元现金。 经媒体

报道后， 公司收获无数赞誉，公

司决定每收购一瓶老酒，就捐出

10 元钱爱心善款， 为农民工子

弟助学，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15

日，此善举“传染” 了一个又一

个市民，其中一位卖酒市民一次

捐了一千元。

本报讯 5 月 11 日，六盘水市第

二十三中学举行“敬老爱幼好青年”

表彰仪式，向该校高二（34）班的李

胜和（41）班的施启兵两位同学颁发

荣誉证书，并号召全校 3000 余名师

生向他们学习。

原来，5 月 6 日 14 时许，李胜和

施启兵返校，走到六盘水钢城花园西

的公交站台时，看见站台上一位老人

几次尝试着站起来都未成功，其身旁

的老伴也无法将老人扶起。

看到这一幕， 李胜和施启兵走

过去将老人扶了起来。

老人称，他们从黄土坡坐公交车

到此，因身体虚脱，无法行走。 李胜和

施启兵于是搀扶着老人走了几步，见

老人仍无法继续行走，施启兵便弯腰

将老人搂到背上， 李胜则搀扶着老

人，将他送回了钢城花园的家中。

到家后，老人的老伴询问两人时，

他们只告诉了学校名字就走了。

5月 7日 14时 30分许， 施启兵

的班主任朱鸿丹接到一个陌生女子的

电话，对方称，他们学校的两名同学头

天将她 79岁的公公黄毓坤背回了家，

要来学校表示感谢，已经到了校门口。

朱鸿丹走到校门口去迎接时，只

见老人一行 4 人手持“尊老爱幼、助

人为乐” 的锦旗等在学校门口。 至

此， 学校才知道李胜和施启兵两名

学生做好事不留名的事迹。

据黄毓坤的儿媳介绍， 得知老

人是被两名学生背回家后， 他们一

家非常感谢， 但婆婆只知道两人就

读的学校名称。 好在当初两人搀扶

公公时， 婆婆拍下了一张照片。 于

是，她通过电话查询平台，找到了六

盘水市第二十三中学的办公室号

码，将两名学生照片传到学校，最终

确认了两名学生的信息， 到学校送

锦旗表示感谢。

据悉，事后，校方特意表彰了李

胜和施启兵，并号召全校 3000 余名

师生向他们学习。 （聂康 高松）

老人无法行走 两学生背他回家

家属凭一张照片找到他们表达感谢，学校号召全体师生向他们学习

本报讯 岑巩县思州路，一辆面

包车载着摩托车前行， 结果摩托车

漏油引来大火，将面包车烧毁。

昨日 13 时 30 分， 这辆白色面

包车沿着思州路往城区方向行驶，

当车行驶到和天酒店门口时， 驾驶

员感到有些异常, 准备停下车来检

查车况，可还没将车停稳，车辆就已

经着火了， 驾驶员和车上另外一名

乘客连忙下车呼救。

正在附近执勤的岑巩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民警闻讯赶到现场， 只见

一辆白色面包车已经燃起熊熊大

火，救援的消防车也赶到了现场。

交警人员一边与消防官兵对受

灾车辆施救， 一边对过往行人和车

辆进行疏散。 最终，在交警人员的指

挥下没有造成行人和其他车辆受

损， 但已经自燃的车辆由于火势太

大，最终被烧毁。

原来，驾驶员谭某将一台二轮摩

托车放置在面包车内，行驶过程中，

疑似车辆晃动导致摩托车漏油，加

上车内气温过 （当时室外气温 34

度） 高导致起火， 驾驶员谭某的双

腿、乘客罗某的脸部被烫伤，两人已

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旷光玖 夏小亮 吴如雄）

本报讯 都匀市一名 10 岁男孩

因未带钥匙在身，冒险爬窗回家，不

料途中“卡壳” ，困在窗台飘窗位置

上进退不得，只好大声呼唤求救。

据都匀市消防大队七星路消防

中队官兵介绍，13 日晚 20 时许，中

队值班室接到 119 指挥中心调度指

令称， 都匀市甘塘怡安小区三楼窗

台上方， 有一名 10 来岁小孩被困，

须赶往现场救援。

20 时 23 分，救援人员到达事故

现场发现， 小孩被困在三楼放空调

外机的位置。

根据现场情况， 救援人员迅速

利用挂钩梯搭桥， 并由一名救援人

员做好防护措施后， 来到被困小孩

的位置为其穿戴保护绳， 将其接回

楼中。（黔晓轩 本报记者 张仁东）

“熊孩子” 爬窗回家被困

夜晚出门，忘带钥匙———

二轮摩托车放置在面包车

内，行驶过程中———

摩托车漏油

引燃面包车

■新闻速递

老奶奶用手机拍下两学生搀扶老伴一瞬

消防营救“熊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