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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警方介入调查，确定涉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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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池贵阳饭店 28楼老酒馆：

成交万元老酒 就送习酒 1988

广告

��������入秋天气转凉，与老朋友喝杯老酒，是一件十分

惬意的事。 说到老酒，不得不说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

老酒收藏家孙建春，他就像冬天里的一股暖流，温暖

贵阳老酒市场。 他说 2018 年春节前后，凡是来收藏

馆成交的客户就送精美雨伞等礼品， 成交上万元的

顾客，还送习酒 1988。

据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酒馆负责人孙建春介

绍，公司高价大量收购新老茅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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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茅台酒，更是青睐有加，其

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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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兴

大曲、沱牌曲酒、泸州老窖、武陵酒、宝丰酒、宋河酒、

西凤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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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建春先生说， 市场上的老酒一般分为以下几

种，一类老酒：藏品级老酒，指的是著名酒厂早期生

产的老酒，具备较高的文化收藏价值。 二类老酒：优

级老酒。 优级老酒指的是尽管尚未达到收藏级别，但

是假以时日，随着时间增长，其价值将得到日益提升

的老酒。这类老酒通常酒龄在 15-20 年左右的老酒。

三类老酒：次新老酒。 近年来，生产时间在十年之内

的酒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青睐；这些酒行业俗称“次新

酒” ，市场藏量大，入手价格便宜，近年备受老酒投资

者青睐。 中国酒厂千千万万，不可能所有酒留存至今

都能成为佳酿。 很多酒或是因为当年酿造工艺粗制

滥造，或是因为保存环境差，口感已经完全变味。 这

些酒目前在市场上大量存在， 往往被人拿去忽悠想

要收藏老酒、却不懂收藏的老百姓们。 这些，孙先生

都可以为大家免费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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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酒

的过程中，孙建春先生不会太在意赚多少钱，而是千

方百计地保障客户的利益，下次有好的收藏品，一定

再与孙建春合作。

另一名因和孙建春先生打交道交上朋友的老先

生说，一个好的收藏品，也应交到最懂它的人手中，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藏品的最大价值。 其他方面不敢

说，在老酒这一块，孙建春先生真的是行家，懂酒，会

保管，把自己珍藏的老酒交给他，自己就像一个嫁闺

女的老丈人，放心！

孙建春先生表示，收购老酒不只是做生意，还是

一项文化事业，所有的优质老酒，不只是味道好喝，

更重要的是承载了酒文化和酒历史， 值得收藏和传

承。 喜欢收藏老酒的朋友，也可以来贵阳饭店 28 楼

老酒收藏馆，他将用其十多年的收酒经验，为大家耐

心讲解鉴酒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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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4 岁，他就失去双手，不肯服

输的他，克服重重困难，用脚和嘴苦

练 9年书法，写得了一手好字。

他的坚韧，赢得了尊重，也赢来

了爱情，人们纷纷买他的字，既是鼓

励他，也是激励自己和身边的人。

“用脚写的字， 都能有这样的水

平，确实不错。 最可贵的还是他对生

活永不放弃的精神！ ”一位顾客如是

评价他。

他叫周兵兵， 贵阳人， 今年 27

岁，在他摆摊写字的地方，总站着一

个女子，那是他的妻子。夫妻俩夫唱

妇随，如今已有了一个 1 岁的娃儿。

1995年，4岁的周兵兵和同伴一

起玩耍时， 不慎触摸到了高压线，两

只手都被烧焦，家人倾其所有为他治

疗，但最终因钱花光，不得不放弃，他

的两只手就这样没了。

“刚开始时，我不觉得难过，慢慢

地，就觉得有太多不便，于是家人就叫

我练习如何用脚来吃饭、 刷牙……现

在，我的脚可以用筷子。 ”周兵兵说。

因为没了手，周兵兵小时候曾被

不少学校拒绝过，心有不甘的他于是

努力练习用脚写字，因为这样才可以

去上学。 上学时，他都是一个人坐一

个桌子，因桌子太高，他都是坐在桌

子上听课、写字。

2008年，周兵兵无法继续学业。

因找不到工作， 他开始在街头用脚

写粉笔字营生。 因为一位老师傅的

提醒，周兵兵开始练习毛笔字。

据称，那位老师傅当时见周兵兵

写的粉笔字既工整又漂亮，觉得他应

该有些功底， 于是叫他去练习毛笔

字，别人喜欢的话，还可以卖。

从此， 周兵兵开始苦练毛笔字。

因买不起宣纸，他每天去废品收购站

买一堆废报纸来练，每次练字的时间

至少是三四个小时，不到一天，就要写

完一大瓶墨水。 经历了重重困难，他

终于练到了今天这样的水平。

“这东西就是熟能生巧。 其实我

写得并不好，人家花同样的钱，也许

能买到更好的字。”周兵兵谦虚地说，

喜欢他字的人或许只是想鼓励他。

2016 年， 周兵兵的才华引来一

个女子的青睐。 通过介绍，周与张娟

相识并相爱，两人最终走在一起。

张娟说：“刚认识时， 感觉他人不

错，有才华也有毅力，对我也很好，和他

在一起也开心，但我妈不同意。 ”

“丈母娘当时看我没手，怕我不

能养活张娟， 就算现在能自己生活，

以后年纪大了，又能干什么？ ” 回忆

起当时丈母娘的话，周兵兵说，其实

他能理解她的忧虑，为能向她证明别

人能做到的事，他也能做到，所以他

下定决心要赚钱养家。

现在，周兵兵夫妻二人租了别人

自建的房子住，天气好了，两人就去

花果园、小十字、小河等地摆摊写字，

遇到下雨天气， 他们就在家练字，看

电视。 冬天不能出去摆摊，夫妻俩就

进一点干货来卖。

邻居知道周的字写得好，而且还

是用脚写的，都觉得了不起。房东觉得

他不错，以极低的租金把房子租给他。

周兵兵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大妹今年已开始上班， 小妹和弟弟还

在读书，周的压力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据悉， 周用普通纸写的字是 30

元一幅，装裱好的字，一幅是 120 元。

在小十字， 一位大哥花了 120 元，叫

周兵兵帮他写了一幅“沉香” 的作

品。 这位大哥说，周用脚写的字能有

这样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最可贵

的是他永不放弃生活的精神， 所以，

120块钱一点都不贵。

周兵兵说，他最希望自己能在某

个景区有个自己的门面，感兴趣的游

客可以买他的字回去，自己也不用再

因为天气原因不能摆摊写字了。尽管

离这个愿望还有些远，周说他会慢慢

努力。 ■本报记者 冷兵

4岁时两手被烧焦，不肯认输的他苦练 9年书法，赢得尊重和爱情……

贵阳无手汉 用脚写人生

本报讯 近日， 一段多名男子在

铁路边殴打、 恐吓年轻女子的视频在

网络上传播。 10月 10日晚，六盘水市

公安局通过官方微博再度作出回应

称，经初查核查，确定 3人涉嫌犯罪。

视频画面显示：该事件发生在一

铁路边，至少有 3名男子对一女子进

行殴打，手段包括掌掴、踢打、皮带抽

等，期间还有言语谩骂和侮辱、恐吓。

视频中， 一男子称：“信不信老

子拿你去给火车轧，老子又不是怕死

的那种人！ ” 视频内容不忍直视，网

友看后纷纷表示愤慨。

10日中午， 六盘水市公安局通过

官方微博“平安六盘水”发布消息，称

已介入调查此事。 当天，六盘水市公安

局相关人士还告诉本报记者，一旦有进

展和新的情况，将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微

博平台发布，并向媒体和社会通报。

继 10日中午作出回应后， 当天

晚间，六盘水市公安局官方微博 @ 平

安六盘水再度发布通告称：“针对近

日在网上出现的‘三男殴打一女’ 视

频事件，经前期初查核查，已确定涉

嫌犯罪。 六盘水市公安机关对此高度

重视， 现已成立专案组负责调查此

案。 ”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深入开展。

（本报记者 高松）

网传多名男子对一女子施暴

四岁失去双手

苦练九年书法

写字养活一家

生活不言放弃

本报讯 连日来，安顺市紫云

县不少网友的微信朋友圈及微信

群里传播着两段视频， 拍摄者谎

称政府将从国外拉来大批女性，

要发给单身贫困户做老婆。 该视

频在当地造成负面影响，目前，两

名涉嫌造谣者已被警方行拘。

“你是不是贫困户？ ”“是

的”“我们是政府的，有从日本运

来的 20岁姑娘， 给你们要不要”

“要嘛” ……记者看到，两个视频

时长分别为 1 分 24 秒和 2 分 06

秒。 视频均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

声称将从日本和俄罗斯拉来女性

送给单身贫困户做老婆。

记者了解到，两段视频都出自

安顺市紫云县猫营镇。 视频中，被

拍摄的两名男子看上去智力均存

在一定程度的障碍。 无论拍摄者说

什么，他们都满口答应。 而视频拍

摄者称是当地政府扶贫办的工作

人员，并说要送媳妇给贫困户。 这

样的说法不仅荒谬，许多言语还不

合逻辑， 但拍摄者却将它传至网

上，被网友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大量

转发，一时间引起广泛关注。

“视频发出后，一些不明真

相的群众还以为是真的，到处打

听，有些甚至跑到政府去询问这

个事情。 ” 据紫云县公安局猫营

派出所民警杨青介绍 ，10 月 8

日，他们对此事展开调查，很快

找到拍摄视频的两男子。

据两人交代， 他们是猫营镇

人，之前曾在网上看到过类似视频，

出于好玩， 就找了两个有智力障碍

的单身男子进行效仿拍摄。“当时

就觉得好玩， 根本没想到会给政府

和被拍摄的当事人造成不良影

响。 ”被依法传唤到案后，两名拍视

频的男子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目前，根据相关条款，两人分

别被处以行政拘留 3日的处罚。

（吴建国 本报记者 张鹏）

单身贫困户

可以发媳妇？

紫云县两男子因涉嫌造

谣被警方行拘

周兵兵街头卖字

夫唱妇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