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结束有一段时间了，为了响应国家复工复产

的号召， 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酒收藏家孙建春先生，

正式复工，并推出“抛售老酒‘鼠’ 这价优” 活动，凡是

来他这卖酒的市民，保证贵阳市更优收购价格，只要来

收藏馆成交的朋友，就送 100 元交通费。

孙建春先生介绍，近期海内外股市暴跌，股民纷

纷斩仓，老酒收藏也遭遇寒流，抛售老酒变现成市场主

流，贵阳不少市民纷纷出手家中老酒。 公司顶着风险，

筹措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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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贵州茅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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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还收购十七大名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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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妨来一起卖老酒交朋

友，规避酒市下行风险。

孙建春先生表示，收购老酒不只是做生意，更是

传承酒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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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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阳有这么一个家庭，他们家

中藏书近万卷，他们喜欢看书，传承

文化，助力乡村振兴，营造出一个浓

浓的书香家庭。

张艳是贵州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丈夫李天翼是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多

年来行走田野， 致力于传承苗家文

化。 夫妻二人因为兴趣和职业关系，

家里收藏的书籍近万册，涉及民族文

化、传统经典、社会科学等类别。 家中

孩子在书香氛围的熏陶下，跟随父母

渐入书境，阅读书籍已经变成了一家

人的必修课。

从小学起， 张艳就一直喜欢看

书，工作后也依然坚持阅读，通过自

己的努力，考取了贵州大学的研究生

并获得了硕士学位。 丈夫李天翼出生

在一个苗族语言文化研究世家，父亲

曾在西江中学教书，他自幼跟随父亲

在学校里长大。 李天翼在浓厚的苗族

文化家庭氛围中长大，像父亲一样走

上了苗族文化的研究之路，先后读完

了硕士和博士，最后成为一名大学教

师。 成家后，因为兴趣和工作关系，家

里的书更多了，购买书籍、阅读书籍

成为了一家的必修课， 一有空闲，他

们家大人小孩都手不释卷， 通过书

香，德润家庭，一家其乐融融。

张艳一家不仅爱书、读书，一家

人还身体力行，进行文化传承，用自

己点滴的力量建立书院，编写各种文

化传承教育读本，助力乡村振兴。

2015 年，在家人的支持下，李天

翼带领调查小组到花溪久安乡进行

田野调查，耗时 1 年多编写完成了乡

土教材《茫父故里古茶久安》。 2016

年，李天翼在西江创办了新型旅游研

究与民族文化传承机构“西江千户苗

寨文化研究院” ， 先后公开出版了

《苗语》、《苗族民歌精选》等多部民

族文化传承教材，研究院还在多个苗

寨举办相关的公益活动。 传承民族文

化已成为李天翼的生活主旋律，其中

也蕴含了对书本的热爱与敬畏，这也

是对孩子最好的言传身教。

如今，在张艳的家中，流转的不

仅仅是书香， 更是润物无声的品德。

2019 年，张艳一家被评为贵州省“书

香润德” 最美家庭，2020 年获得“第

二届贵阳市文明家庭” 称号。 这就是

张艳的家庭，朴实而温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常青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随着社会经

济水平的提高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越

来越多的人更愿意在外就餐，餐饮消费日趋

火爆。 但在餐饮业繁盛的背后，让人痛心的

浪费现象也多有发生。

餐桌浪费之所以成为顽疾，主要是因为

一些不好的消费习惯没有得到及时纠正，消

费者在餐饮消费中存在着爱面子、 讲排场、

比阔气的陋习。 一些人把浪费当成了 “光

荣” ，更多的人出于一种“不在乎” 的心理，

认为浪费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浪费也

是消费。

消费与浪费，虽一字之差，却有着本质

的区别。 “浪费” 即无谓的消耗；而“消费”

不是乱用，而是有需要才用，是人类为了生

活而消耗生产品。 也就是说，同是“消耗” ，

一为“无谓” ，一为“需要” ，性质截然不同。

消费不合理不适度， 过于夸张和铺张，

消费便成了浪费,而浪费绝不是消费。 把“浪

费”当成了“消费” ，那无疑养成和推动了整

个社会的奢侈之风，不但快速耗尽了社会的

资源，败坏了社会的风气，还会对经济发展

造成极大危害。

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如今，即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了，也不能舍弃传统德行。我们要树立“求健

康、讲文明”的新观念，自觉弘扬中华民族节

俭自律的传统美德，提倡合理消费，反对铺

张浪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达钰莎

全国文明城市整改攻坚进行时

本报讯 随着贵阳大力开展

“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餐饮浪费”

行动，“浪费可耻、节约为荣” 的氛

围越来越浓厚。 8月 23日，记者走

访城区部分美食城和小吃街发现，

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了 “光盘行

动” ， 但也存在部分浪费现象，一

些地方关于 “文明用餐、 杜绝浪

费”的宣传氛围不足。

当日 16 点 30 分，记者在中山

西路地铁站网红唐人街美食城看

到，虽然还未正式进入饭点，但前

来用餐的食客络绎不绝，在公共用

餐区域，大部分食客面前都只是摆

放着适量的食物，已经用过餐的桌

子上，也普遍是“光盘” ，喝不完的

饮品也能随手带走。

记者注意到，唐人街很多餐饮

店的入口处及餐桌上都贴着 “光

盘行动”“俭以养德， 文明餐桌”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 等宣传语。

“因为小吃的分量通常都比较少，

所以基本上没有浪费的情况。 ” 一

位正在清洁餐桌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前来美食街用餐的食客们基

本上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点餐，能

吃多少点多少。

17 点 30 分，贵阳火车站旁的

二七路小吃街同样人气火爆，小吃

街的餐桌坐满了正在享用美食的

食客，一位年轻妈妈带着孩子正准

备享用新鲜出锅的砂锅粉，但是由

于小孩饭量较小，而桌上的 2 碗砂

锅粉分量都很足，为了践行“光盘

行动” ，这位妈妈向店铺老板要来

了 1 个小碗，将小孩的那一份分出

来吃掉。

17 点 37 分，一位戴着“文明

引导员”袖标的工作人员出现在记

者的视野里。 “如果看到有人浪费

太多了，我们就会出声劝导一下。”

马广州告诉记者， 作为文明引导

员， 他与同事们每天轮流值班，用

餐高峰期时 4 个人一起在这条小

吃街上“巡逻” ，劝导食客们文明

用餐。 记者还注意到，小吃街的每

一张餐桌上，也都贴上了“文明餐

桌，勤俭养德”的文明宣传标语。

不过， 虽然大部分市民都已成

为“光盘行动”大军中的一员，但浪

费现象也仍然存在。 18点 26分，记

者在文昌阁美食城看到， 一张已经

用餐结束的餐桌上，3份吃剩下的黄

焖鸡米饭基本都剩下了一半， 旁边

的几张餐桌上， 也可以看到不少食

物都被剩在桌上， 回收餐具的推车

上，装剩菜剩饭的桶已经装了一半。

在该美食城一家蒸菜餐馆前，

记者看到，一位准备点餐的女生还

在与同伴商量要不要再点一份酸

豇豆时，餐馆服务员便直接将一份

酸豇豆放进女生的餐盘里，尽管她

们只是两个人用餐，而此前已经点

了 4 个菜，可能会吃不完，但还是

没有进行劝导。

19 点 35 分，记者来到紫林庵

美食城内发现，无论是该美食城入

口处，还是里面的商铺窗口及用餐

的餐桌上，没有任何一处贴有关于

“拒绝浪费” 的文明宣传标语，而

浪费的现象同样时有发生，大多都

是主食类食物。该美食城负责收餐

盘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该美食

城内用餐的食客们，基本上没有打

包的情况，回收餐具时便直接将剩

菜剩饭倒入垃圾桶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

刚刚 实习记者 杨鸿）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贵阳美食城 就餐“光盘”成主流

“第二届贵阳市文明

家庭” 张艳家庭：

积点滴力量

助文化传承

8月 23日，记者在贵阳市贵乌南

路附近看到，街边墙上画上了富有创

意的涂鸦及文明宣传海报吸引了不

少路人关注。 整洁的街道，创意的文

化， 贵阳展现了不一样的街道风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石照昌 摄

创意涂鸦

扮靓街道

树立新观念 别把“浪费”当“消费”

小巷展新颜 文明新风扑面来

今年，南明区把“完成 50 条

背街小巷环境综合治理” 列入为

民办十件实事的具体项目之一，

经过集中整治，许多背街小巷旧

貌换新颜，城市文明整洁形象和

市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8 月 19

日， 记者来到南明区铁运巷，实

地探访发生在这里的变化。

“以前路面坑坑洼洼，下水道

不通，老是有很多污水淤积，出行

都是问题。 现在路面铺设了沥青，

下水道再也不堵了， 变得干净整

洁，困扰我们许久的大难题终于得

到解决。 ”铁运巷商户陈涛说。

遵义路街道办事处公共管理

办公室环卫所所长岳小平说，在

这次治理中， 办事处从商户们反

映最强烈的问题着手， 一项一项

打通痛点、堵点，全力整修路面，

今年已经挖补沥青砼路面 2.9 万

平方米，翻修花岗岩 760 平方米，

更换检查井及雨水井 200 套……

经过提升改造， 如今铁运巷环境

焕然一新。

“这次回来看到街道的变化真

是太大了，墙面也是白白净净的，

完全不是以前脏乱差的样子。”在

铁运巷人行道上， 一位曾经在这

里做生意的孙先生说。

办事处通过对 10 户商铺外

立面进行改造，铲除违规广告、粉

刷墙面及电杆、 清理脏污院墙立

面后喷漆， 依法协调拆除违章建

筑，清理非生活垃圾等，全面提升

巷道墙立面“颜值” ，为贵阳城市

窗口形象升级提质。

主动打扫、 清洗门前人行道，

定期给绿植浇水， 劝导过往行人

不乱扔垃圾……办事处相关负责

人说，巷子整改后，许多商户都自

觉落实“门前三包” 责任，还自愿

组成文明督导队， 对不文明现象

进行督导， 巷子里文明城市共建

共治共享的氛围愈发浓郁。

许巧英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冉婷林 郭然

南明区提升改造铁运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