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速递

本报讯 贵阳一位退休教师在

五里冲立交桥附近走失后， 至今没

有回家，家属悬赏 5万元寻人。

胡女士告诉记者，9 月 24 日中

午，她的奶奶刘慧仙和爷爷像往常一

样，来到贵州理工学院内打门球。 之

后，两位老人和同伴一起吃饭，奶奶

提前吃完后，提出自己一人先回家，谁

知在回家途中，奶奶迷失了方向。

“我们查看监控发现，奶奶一个

人在校园里来回绕行了 3个小时，下

午 4点， 她就从学校正大门走出去

了。 ”胡女士说，奶奶和爷爷都是贵州

理工学院的老教师，住的地方也在学

校里面，可能是因为奶奶患有轻微健

忘症，才会一时忘记回家的路。

随后的监控显示， 刘慧仙老人

走出学校大门后，上了一辆公交车，

之后又下了车，沿着马路一直走，监

控拍到她的最后踪迹， 是在五里冲

中环路高架桥上， 之后便再也没能

查到老人的去向。

“家人看监控视频时真的很心

痛，看到奶奶很着急无助，一心想

回家，但她已经完全迷糊了，找不

到方向。 ” 胡女士说，奶奶平时不

善与人交流，身上也没有携带通信

设备和其他身份信息，为此，家人

只好报警求助，但警方目前仍未查

到有价值的信息。

“家人都急疯了，爷爷为了找

奶奶，一天之内走了 3万多步。 ” 胡

女士说。

据了解，刘慧仙老人今年 82

岁，身高 1.52 米左右，走失时身

穿灰色上衣、黑色裤子、灰色运

动鞋，手上拿着一件灰色横条纹

背心。 此外，她左脚动过手术，走

路时有点瘸。

胡女士希望人们提供线索，帮

其寻找到奶奶，若能协助找到老人，

他们家人愿意提供 5 万元的报酬予

以感谢。 胡女士家人的电话是：

13595113984、15285054901。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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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贵阳市武岳酒店一楼大厅老酒馆，

为期 10 天的陈年老酒贵州征集活动， 圆满落

幕，不少老酒收藏爱好者，开心而来，满意而归，

将美酒变现。 活动结束，但优惠政策不变，只要

成交，就送 100 元路费，成交上万元，再送 500

元红包。

老酒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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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收购

省外的新老五粮液、国窖、剑南春酒、古井贡酒、

洋河大曲、双沟大曲、黄鹤楼酒、汾酒等老酒，贵

阳市区内可上门收购， 贵阳市区外量大也可上

门收购。

老酒馆为珍视顾客利益，确保贵阳市内价

格更优，避免顾客东奔西跑比价格之苦，同年同

品相老酒，市区内有更高收购价格，老酒馆补差

价。

老酒馆鉴酒专家介绍， 很多市民不懂如何

收藏老酒， 致使家中爱酒出现跑酒和品相被破

坏的情况，老酒收藏多年后，反而一文不值，十

分可惜，家中老酒该出手就出手，变现才靠谱。

老酒馆地址：贵阳市解放路武岳酒店一楼

大厅，电话 1858695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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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国庆期间， 别人家的

稻谷早已颗粒归仓甚至变成了新

米， 遵义市务川县大坪镇农妇文

贵香家的 10 亩水稻， 却因缺乏劳

动力没有收割。 10 月 6 日，该县公

安局特巡警大队的 20 余名队员，

突击作战 10 余个小时， 帮她将稻

谷全部收割完。

文贵香是大坪镇黄洋村统井坝

组的村民， 其丈夫在 7 年前不幸病

故，留下两儿两女，其中，最大的孩子

在上初中，最小的才 8 岁，一家人的

生活重担，全部落在文贵香的身上。

为了生活， 文贵香平时就在当

地帮人打点零工，闲时做些农活，养

几头猪，同时靠政府低保养家糊口。

金秋时节，当地村民种下的水

稻开始集中收割， 家中缺乏劳动

力的文贵香看着稻田里沉甸甸的

水稻，心里也一样沉甸甸的：没有

劳动力，农忙找不到帮工，又无钱

请人帮忙， 眼看别人的水稻都已

收割完毕， 但自家 10 亩水稻就是

进不了屋。

务川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副大队

长覃碧玲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组织

大队党员干部及备勤共 20余人前往

统井坝组，帮文贵香家收割水稻。

考虑到文贵香家较为贫困，队

员们不仅自己购买了镰刀， 还自备

干粮，省去文贵香做饭的劳累。

根据文贵香家稻田离家距离远

近， 队员们分别采取用挞斗原始打

谷、打谷机打谷等方式，在 10 亩稻

田里辗转突击。

经过 10 余小时的持续苦战，队

员们从早上忙到 20 时 40 分， 终于

将 10 亩稻田里的稻子全部收割完

成，并将稻谷送到文贵香的家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八旬退休教师走失 家属悬赏5万寻人

本报讯 一辆履带式收割机，“龟行” 在高

速路上， 后面还牵引着一辆货车……这危险的

一幕，发生在安江高速遵义余庆段。

9 月 30 日上午，遵义高速交警三大队四中

队民警发现这一险情后， 立即驾驶警车至余庆

东收费站调头，追赶上收割机和小货车。

经调查，驾驶人孔某及其爱人系河南人，平

时驾驶货车载着这辆履带式收割机， 在贵州替

百姓收稻谷。

当天，孔某夫妇准备前往石阡县干活，当货

车行至余庆境内时， 突然在高速公路内发生故

障，不能继续行驶。为了省钱，孔某突发奇想，将

自己车上运载的履带农用收割机当作 “牵引

车” ，利用一根钢丝绳对故障车进行拖离。 在牵

引过程中，孔某的爱人驾驶收割机在前方牵引，

孔某则负责控制货车。

据悉，孔某夫妇、收割机及货车的各类证照

均齐全。

事后，民警将两车引导至就近的停车区内，

等待救援车辆进行救援， 同时对孔某二人予以

批评教育。

（郑忠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本报讯 都匀一对耄耋夫妇独

自上街溜达，不料老爷爷腿部肿胀

不能行走，就在二老一筹莫展时，3

名巡特警队员联系医院并将他送

上救护车。

国庆期间的一天， 都匀市公安

局特巡警大队第三组巡逻队在巡逻

至城市风景小区一带时， 看到一名

老爷爷盘坐地上，表情痛苦不堪，一

位老奶奶在旁边不停地安慰。

民警走上前了解得知，这是一对

老夫妻，两人年龄均已超过 80岁。 当

天，他们外出溜达，因行走时间过长，

老爷爷腿部肿胀，无法走动。

民警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联系

120 急救车赶到现场。 随后，民警

与医务人员一起将老人抬上担架

并送上车去医院检查身体，并一路

安慰老人。

民警提示， 老人出门时应尽

量有人陪伴， 如果实在有困难，要

记得在老人衣服口袋里装上显示

身份信息及家属电话的卡片，以便

老人不慎走失或遇身体不适时方

便警方找到家人，市民们遇见老人

有困难时,也可拨打 110求助。

（莫靖宇 张仁东）

八旬翁逛街累倒

三民警送他就医

履带式收割机 “龟行” 高速路

后面还牵引着一辆货车，把民警都看呆了

特巡警队员下田割稻谷

20余名特巡警 下田帮她收稻谷

家中缺乏劳动力，10亩水稻待收割，贫困农妇急了

民警用挞斗打谷

民警从早忙到晚，将打好的稻谷送到农妇家

失踪的刘慧仙老人

送老人就医

9月24日在五里冲立交桥附近失踪，家人希望好心人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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