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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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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晚上，贵阳最热闹的事也

许就是周杰伦的演唱会了。 当天贵

阳虽然下起了大雨， 但丝毫没有浇

灭粉丝们的热情。

其中一个女孩不仅感受到演唱

会的火热氛围， 更感受到了贵阳这

座城市的“温度”———这个来自成

都的女孩在微博上发感谢信说，贵

阳一个公交司机在寒冷的夜晚把她

的心暖“化”了。

这个女孩叫廖星缘，是一位从小

就喜欢周杰伦的“铁粉”，这次她只身

一人专门从成都赶来贵阳听演唱会。

昨晚 23 时，演唱会结束，这个

成都女孩坐上了 208路公交车准备

返回住处， 可是因为不熟悉贵阳的

路，直到车开到了北京路，所有人都

下车后，廖星缘才发现她坐错车了。

她打开手机地图一查， 她所在

的位置距离原本的目的地绿色未来

（南）将近有 10 公里，并且当时已

经接近 12点。 因演唱会的举办，人

比较多，打车非常困难。

这时，公交司机走了过来，问她

为何到了终点站还不下车。 廖星缘

这才将坐错车的事情告诉了司机。

原来， 当天的演唱会设立了公

交专线， 这个车是北京路直达奥体

中心的，司机曾提醒乘客下车，只是

廖星缘和另外 3 名外地人（一个男

生和两个女生）没有注意到。

“你坐下吧，我送你到你方便

打车的地方。 ” 这位 208 路的公交

司机对女孩说道。

据悉，该司机开的是末班车，按

计划是要将车开回观山湖区客车站

停放的，但知道情况后，他打电话给车

队申请报备， 决定用公交车将这几名

乘客带回到观山湖区易打车的地方。

“当时师傅问了我们每个人的

酒店地址后， 往回开了大概七八公

里， 先是分别把那两个女生和男生

送到了距离他们酒店 1公里内的站

台， 下车时还一直嘱托他们不要打

黑车，注意安全。 ” 廖星缘说。

当公交司机得知廖星缘不是贵

阳人后，就对她说：“算了，等会我

下去跟你一起去打车， 我去给出租

车说了地址再走。 ” 因为时间太晚，

师傅不放心，将近 1点钟时，他直接

把她送到了酒店门口， 而明天早上

6点钟，他又要起床去上班。

临走时， 廖星缘一直对公交师

傅称谢， 并将自己头上的演唱会发

卡送给了他。

随后， 记者联系到 208 路的这

个公交司机葛师傅。 他说：“确实有

这回事， 开演唱会时， 外地乘客很

多，自己本来也要把车开回去，这么

做只是举手之劳。 ”

“对我来说，这是我 2018 年

经历过最温暖的一件事！我一个女

生真的是有点害怕。因为善良的贵

阳师傅，让我觉得这个下着雨的寒

夜，变得异常温暖。 ” 廖星缘告诉

记者，这是她第二次来贵阳，第一

次还是小学时，这次是为周杰伦而

来。 现在她决定，下次旅行，一定

是贵州，喜欢这里的山，这里的善

良人民， 希望能带爸爸妈妈来贵

州，好好玩一下！

“周杰伦昨天唱《告白气球》

的时候， 把最后一句歌词改成了

‘贵阳我爱你！ ’我想告诉他，喜欢

他，不只是因为他的歌曲和才华，更

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偶

像，周杰伦的时代，永远不会过去。

希望他下一次再来贵阳开演唱会的

时候，多待几天，好好感受一下这座

城市， 相信他也会更爱这个城市

的。 ” 廖星缘说。

■本报记者 冷兵

公交司机善举 温暖成都歌迷

收班后深夜护送歌迷回酒店，获网友点赞，称感受到了贵阳这座城市的温度

贵阳公交司机的这份爱心，温暖了

廖星缘，也暖了不少网友的心。

黔中行者：好样的！ 小哥哥!贵阳文明

行动在你我身边，不忘初心……你是我们

的榜样！ 夜已深，贵阳的初冬温馨依然！

lamhere 小晴天：贵阳人真的很好！

昨天我也在演唱会现场。 因为下着雨，

板凳上特别湿，我拿纸巾擦板凳时，前面

一对情侣见我没带雨衣，主动送我一件

雨衣。 满满地感动！

我是旭旭旭旭：为好人点赞！ 正能

量一定要传播。

一场雨铭记一个谁：贵阳这几年不

管是生态环境，还是人们的综合素质都

是大大的提升，爽爽的贵阳，真好。

洛:给司机师傅点赞！ 让外地人感

受（到了）贵阳“窗口”的温暖。

葫芦娃家妈:师傅为贵阳打出了一

张漂亮的名片，爽爽贵阳，暖暖人心！

格格巫：哇喔，满满都是爱，一下子感

到作为贵阳人特别骄傲，谢谢您，善良的

人儿，可爱的公交司机。

……

网友：这个城市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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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开展人防

工程建设审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

〔2018〕33 号）有关精神,结合《贵阳市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根

据贵州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选择贵阳市开

展人防工程建设审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黔人防函〔2018〕37 号)文件要求，经报市政府

同意，决定开展人防工程建设审批改革试点工

作。 试点工作具体内容详见贵阳市人民防空办

公室网站 http://rfb.gygov.gov.cn/

●延伸阅读

成都歌迷点赞贵阳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