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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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李女士两岁多的

女儿患有语言障碍，日前，她将女儿

送到一家 “听力语言康复中心” 对

孩子进行康复训练， 结果上课第一

天， 女儿就被老师打得脸部及颈部

发青。 目前，涉事老师已被花果园派

出所控制，等待进一步调查。

昨晚 10时 30分，记者在省医看

到， 李女士正抱着女儿小涂等待查

胸片，小涂不时指着自己脸和脖子，

对妈妈发出“啊、啊、啊”的声音。

“她指着脖子，我懂她的意思是

说痛，但又不会说话，只能发出一点

声音让我注意到她。 ” 李女士说。

李女士说，她的女儿患有语言障

碍，听力无问题，只是舌头比常人大，

至今不会说话，让她心里有些急。

日前， 她从朋友那里得知，花

果园有一家“凯勒聋儿听力语言康

复中心” ， 便于上周带着女儿去上

了一次体验课。

“当时我给园长讲，我女儿有点

好动， 不知道老师有没有这个耐心。

园长跟我承诺， 可以一对一辅导训

练，老师很有耐心，我这才将女儿交

给他们进行康复训练。 ”李女士说。

7月 12日， 李女士为女儿报名

交费。7月 15日是第一天上课，离下

课还有 1 个小时， 李女士就赶到了

中心楼下等女儿。

“中心在 5 楼，当时我在 1 楼

就听到女儿的哭声， 一开始还以

为是女儿第一次到这种陌生的环

境，有些认生，就没有管。” 李女士

说，直到 4 点来到教室门口，才发

现女儿哭得头发都湿了。 接着，当

天负责教小涂的张老师将她叫到

了办公室。

“一开始，我以为老师是要跟我

讲女儿今天有什么不乖的问题，结

果她却跟我讲‘不好意思，今天打了

你的女儿’ 。 ” 李女士说，当时她还

以为， 老师只是打了一下孩子的手

或者打了一下屁股， 结果发现女儿

的脸部及颈部都发青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不该对这么

小的孩子下这么重的手。 我立马跟

我老公联系，让他赶紧去报警，我带

娃娃来医院检查。 ” 李女士说。

昨晚 9 时 30 分，李女士带女儿

到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左耳

外耳道明显充血。 ”

11时 30分左右，记者来到花果

园派出所， 李女士的爱人涂先生正

在做笔录。

“女儿才两岁，第一天就被老师

打，现在她看到认识的人，就指着自

己的脖子和脸。 ” 涂先生说，不知道

孩子会不会留下心理阴影。

康复中心的王园长表示 ，当

日发现孩子的伤痕没有那么明

显，便只是指责了负责教学的张

老师，没有及时通知家长，这是

他们的失职。他们将积极配合家

长解决好这件事，该怎么赔就怎

么赔，不会推卸责任。

目前， 李女士已将女儿身体检

查结果交到花果园派出所， 涉事老

师已被控制，等待进一步调查。

（本报记者 陈旭）

女童去上康复课 当天就被老师打

脸部及颈部发青，涉事老师已被警方控制，等待进一步调查

本报讯 近日，210 国道

独山县麻尾镇境内，一辆满

载 货 物 的 大 货 车 在 行 经

2621km+300m 处时，因路面

太滑导致车辆失控侧翻。 当

地交警部门勘察发现，导致

车辆侧翻的原因是一段 300

米长的“油路” 。

事发 7 月 13 日 15 时许。

独山县交警大队民警接到群

众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发现事发路段有大量不明油

渍洒在路面上，约有 300米长。

此时，受大货车侧翻以及路面

打滑无法通行的影响，大量过

往车辆被堵在事故现场两头。

为防止二次事故发生，执

勤民警立即组织对该路段进

行临时管控， 并引导车辆通

行。

随后，民警主动对接路政

部门组织人员运输沙石到现

场， 对洒油路段进行铺沙工

作。在政府相关部门、交警、路

政的多方努力下，3 个小时

后，道路铺沙工作完成。

但救援工作远远没有结

束，由于事故车辆无法正常行

驶， 车上还装有约 30 吨的货

物，现场民警只得联系大型拖

吊车到现场进行救援。通过多

方努力，道路恢复畅通。

（罗贤磊 本报记者 张仁东）

300米长“油路” 放翻一辆货车

独山县多部门联手铺沙，排险保畅

本报讯 贵阳市水岸广场附近

的一栋民房内，一商户在一楼加工

辣椒，呛人的气味引来楼上住户集

体抗议，经多次协商无果后，楼上

的住户往楼下扔泥巴进行报复。 7

月 11 日， 经民警协调， 该商户表

示，将尽快搬离。

“警官，有人往我家扔泥巴，请

你们来处理下。” 当日 9时 55分，南

明公安分局五网格接到报警后，民

警文远东带领队员赶到现场。

报警人顾女士称， 她在国际城

卖牛肉粉， 一年前在国际城对面一

小区一楼租房加工辣椒， 因为味道

刺鼻，与附近居民起了纠纷。 当天，

住在楼上的一名老人往她的出租屋

里丢了大量泥巴，她便报警求助。

民警了解得知， 附近居民多数都

是退休职工，年纪大，加上身体原因，

对味道比较敏感， 由于顾女士长期加

工辣椒， 已经严重影响他们正常的生

活，平时很多人家不敢开窗，时间长了

引起了公愤，后经协商，顾女士将加工

辣椒的时间由一月两次改为一月一

次，但由于加工食材特殊，且每次加工

的量大、时间长，双方纠纷不断。

民警现场走访发现， 楼上楼道

和户主家中辣椒味确实刺鼻。

“这里是民用住宅，并非商用住

宅， 加工辣椒得考虑到是否影响周

围群众的健康和生活。 ” 了解情况

后，民警现场进行劝说，要求顾女士

尽快将辣椒加工作坊搬离。

最终， 顾女士也意识到问题所

在，同意尽快搬离该地，并对小区住

户诚恳道歉。 （本报记者 张鹏）

楼下加工辣椒 楼上“毛焦火辣”

住户忍无可忍，往下扔泥巴引纷争，民警赶来调解

本报讯 凌晨 3点， 陌生男子拼

命敲打房门，早上起来，家门口出现一

部手机……这蹊跷一幕发生在贵阳

市青山小区刘女士家。

7月 13日上午 9时许，家住贵阳

市青山小区玉树苑 9栋 1楼的刘女士

报警称，当日凌晨 3时左右，熟睡中的

她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惊醒。 她起床

查看发现， 门外有一名陌生男子正在

拼命敲打她家房门， 将独自一人在家

的她吓得够呛。 她隔着房门询问，但

对方语无伦次，无法正常交流。刘女士

不敢贸然开门，不久，该男子离去。

上午 9 时许，刘女士开门发现，

家门口放着一部黑色苹果手机。 看

到这一幕，再联想起凌晨 3 点之事，

刘女士慌忙报警求助。

接警后， 南明公安分局民警陈

远坤带领队员赶到现场调查。 经过

一番努力， 民警成功联系上手机的

失主陈先生，发现这是一起闹剧。

原来， 陈先生也是玉树苑小区

的户主。 13日凌晨，醉酒后的陈先生

回家时， 迷迷糊糊中不慎走到刘女

士家门口。 由于没有携带钥匙，便用

力敲打房门。 刘女士没开门，他又做

出了翻窗动作， 引起周围住户的警

觉。 在被其他户主斥责后，他才发现

自己走错了地方，慌忙离开。

随后，民警对陈先生进行告诫，

并将手机归还给他， 同时也打消了

刘女士的疑虑。 （本报记者 张鹏）

早晨发现门口还有部手机；民警调查发现是一醉汉认错了家门

女子独居在家 半夜有人拼命敲门

本报讯 一名女子在遵义高

铁站不听工作人员劝阻， 强行通

过验票口冲上站台， 被民警和工

作人员及时制止， 并受到行政拘

留 5日的处罚。

7 月 14 日 19 时 05 分，昆明

旅客李某来到遵义高铁站，准备

乘坐 D8583 次列车到贵阳北站

转车返回昆明。 此时，D8583 次

列车已经发车，工作人员告知其

已错过乘车时间，需办理改签或

重新购票。但李某拒不听从工作

人员劝阻，强行冲过闸机，跑到

站台，欲乘坐 19 时 14 分到达遵

义站的 G2889 次列车 （成都

东———昆明南）返回昆明。

执勤民警立即会同车站工

作人员赶到站台， 将该女子拦

下， 要求其遵守铁路安全管理

规定，立即离开站台，停止扰乱

车站秩序的违法行为并接受民

警调查。 李某不听从劝阻，在站

台大吵大闹， 拒不配合民警执

法，最终，民警将其强制带离到

派出所接受调查。

被传唤至派出所后， 民警

告知李某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对

其行为提出严厉批评。 李某终

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承认自

己回家心切，强行冲站，扰乱了

车站的正常秩序。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二十

三条之规定， 李某被依法处以行

政拘留 5日的处罚。

贵铁警方表示， 将坚决打

击 扰 乱 车 站 秩 序 、“买 短 乘

长” 、恶意逃票、霸座占座等侵

害旅客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

为，全力推进“平安站车路，金

盾护你行” 专项行动，确保旅

客平安出行。

（郭红 本报记者 曾秦）

强行冲闯站台

女子被拘5天

眼见动车要发车———

孩子脸部及颈部的伤痕

涉事女子被行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