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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夏来，气温升高，贵阳市民喝老酒的热情，也

越发高涨。 说到老酒，不得不说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

酒收藏家孙建春先生，他就像夏日里的一股清流，爽爽

贵阳老酒市场。 他说收一瓶老酒，交一个朋友，收酒主

更是以酒会友，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酒馆负责人孙建春介绍，今

年夏天，凡是来收藏馆成交的朋友，就送 100 元车费，

成交上万元的顾客，还送红包 500 元。

公司高价收购新老茅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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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国酒茅台，更是青睐有加，其中包括

茅台生肖纪念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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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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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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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和他交

朋友以来， 他传授了不少收藏酒的知识， 让他受益匪

浅，其他有喜欢老酒的朋友，不妨来一起交个朋友。

孙建春先生表示，收购老酒不只是做生意，更是传

承酒文化，更是结交好友。 喜欢收藏老酒的朋友们，可

以来贵阳饭店 28 楼老酒收藏馆，他将与大家品老酒吃

美食，分享其十多年品酒鉴酒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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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喷水池贵阳饭店 28楼：

卖瓶老酒 交个朋友

本报讯 连续两个月，遵义市民

石女士的手机上莫名“蒸发” 了两

万余元。 如果不是最近一次单笔

8000元的支出，她还不会察觉到，11

岁的儿子正在用她的手机通过直播

平台买“金豆” 。 目前，这位单亲妈

妈已联系平台，希望拿回这些钱。

家住遵义市汇川区深圳路的石女

士是一位单亲妈妈，平时与 11岁的儿

子小育（化名）生活在一起。为维持生

计，石女士每月还帮人代收电费。

9月 16日， 石女士无意中发现

微信零钱的金额不对。“平时支出收

入都是用微信，也没算过细账，但这

一次感觉明显少了许多钱。 ” 她说。

石女士查看微信支付账单，没

有发现异常， 但在打开零钱明细时

则吓了一跳：9月 15日晚，竟然有一

笔 8000元的支出。

“我继续查看明细，发现从 8 月

份以来， 竟然有 2 万多元的不明支

出。 这些支出在账单中都没有体

现。 ” 石女士说。

这么多钱究竟花到哪去了？ 看

着眼前 11 岁的儿子小育，石女士突

然意识到， 儿子经常拿自己的手机

玩， 特别喜欢在一款名为 “虎牙直

播”的 APP上看直播，会不会是他？

随后， 石女士打开了儿子在该

平台上的账号查看，结果大吃一惊：

从 8 月以来， 儿子共计在该平台以

买金豆的形式，支出 25000 余元。其

中，8 月份累计支出 12000 余元，9

月份支出 13300 元， 每 1 元钱可得

1000 金豆。 除去被打赏主播、购买

装备等开销，账上仅剩 6400 余元的

金豆。

11岁的小育称， 这些钱确实是

他花掉了。 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每次

微信支付后，他都会删除账单。 加上

妈妈代收电费的进账及其他开销均

通过微信完成， 进进出出的金额较

多，所以妈妈很难发现。

“妈妈一个人带你，经济条件不

好，你一出手就是几千元去买金豆，

花妈妈的钱，不心痛吗？ ” 对于妈妈

的批评， 小育却不以为然。 在他看

来，这些钱是别人交的电费，并不是

妈妈的辛苦钱。

小育的账户中， 打赏两名主播

共花去 560余万个金豆， 共计 5600

余元，最多的一位有 4000 余元。 为

了拿回这些钱， 石女士联系了这名

主播，对方表示并没有收到这笔钱，

钱还在虎牙账上。

9月 16日， 石女士通过虎牙直

播平台发起退款申请， 并特别注明

“我是单亲妈妈，家庭困难” 。

昨日，接到石女士的求助后，记

者与虎牙直播客服取得联系， 自称

是 1107 号的客服称，他们将对石女

士反映的情况进行核实后作出处

理， 并索要了小育在虎牙平台的账

号。 不过，客服并未明确是否会退还

该款及退款期限。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11岁男孩买“金豆” 花了妈妈两万多

光打赏主播就用了5600余元;目前，这个单亲妈妈正联系直播平台退钱

本报讯 9 月 16 日 19 时许，凯

里市一条街道上， 一只白色小狗被

车撞到在地，奄奄一息。 眼见“伙

伴” 倒地不起，另一只狗狗在车流

中守护 3小时。

据目击者称，当时，这只棕色

小狗穿过围观的人群，直接跑到被

撞的白色小狗旁，发出“呜呜呜”

的哀鸣声。 车来车往中，棕色小狗

始终不愿意离开，一直守护在被撞

的小狗旁边。

事发 3 小时后， 有市民将被撞

的小狗拖到了路边， 棕色小狗一直

恋恋不舍地跟随、陪伴。

不幸的是， 被撞的小白狗最终

没能挺过来。 在当地爱狗人士的帮

助下，小白狗事后被安葬。

据知情人透露， 小白狗是一位

老人赡养， 而棕色小狗是一只流浪

狗。此前，这只流浪狗经常去找小白

狗玩耍。 （顾菲 吴如雄）

泪目的守候！

“伙伴”被车撞死 狗狗车流中守护3小时

驾驶证逾期三年

他照样驾车上路

因无证驾驶，被处行拘15天

9月 16日，一条剧毒的竹叶青蛇盘踞在六盘

水天人世纪城别墅区一居民院子的树上。 六盘水

消防特勤中队出动 1 车 5 人赶往现场, 将其捉

住并送到深山中放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昨日上午，一条 1米多长的菜花蛇躲在

贵阳市月亮岩社区一居民家房檐下， 把女

主人吓得够呛。 南明区消防大队醒狮路中

队消防队员将蛇捉住放生。 ■谢金彬 张鹏

秋季到来，老蛇活动

频繁，我省多地接到蛇类

进入民居的报警……

本报讯 惠水县一名司机的驾

驶证到期后没有及时更换， 被交管

部门依法注销。 昨日，他驾车上路被

黔南州高速交警四大队民警查获，

因属典型的无证驾驶， 他被依法处

以行拘 15日并罚款 1000元。

昨日上午 10 时 30 分左右，黔

南高速四大队民警在惠水收费站出

口开展违法查处过程中， 发现一辆

小型面包车涉嫌非法改装车辆载

货，于是将其拦下检查。

经查，该车驾驶员所持驾驶证已

有三年多未审验，且已经被注销了。

当民警告知驾驶员属于无证驾

驶后，对方一脸愕然。

原来， 该驾驶员在外地打工四

年了，驾驶证一直放在老家，从来没

有回来参加过审验， 上个月刚从外

地回来后，他找了一份运输的工作，

当天和同事一起出来送货， 直到被

民警查获，才明白自己属无证驾驶。

事后， 民警对该车采取了强制

措施， 扣留了机动车。 根据相关规

定，驾驶员还将面临罚款 1000 元并

被处 15日以下行政拘留。

黔南高速交警提醒： 根据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 机动车驾

驶证的有效期为 6 年， 驾驶人应当

于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 90 日内

申请换证。 （越确萍 张仁东）

本报讯 9 月 12 日下午， 雷山

一名司机因操作不当， 驾驶农用号

牌货车撞上护栏， 幸运的是钢索护

栏“拉” 住货车前轮，阻挡车子掉下

5米高的路坎。

当日，杨某驾驶农用货车行驶至

省道黎炉线雷山辖区益民食品有限公

司附近时，因操作不当，货车右侧撞上

钢索护栏。正当杨某觉得快完了时，货

车突然停下了。 原来，货车的前轮被

钢索拌住，他也因系好安全带，没有

被甩出驾驶室。 事后，他直叹幸运。

雷山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车

辆在行驶过程中若遇到突发情况，

一定要沉着冷静，控制好车辆，减速

慢行。 （杨正道 吴如雄）

农用车冲下路坎

钢索一把“拉住”

司机逃过一劫，直叹幸运

石女士展示孩子买金豆的记录

守护

不舍

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