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速递

本报讯 这几天，遵义市政府

原办公大楼拆除正在进行， 办公

楼已被拆去大半， 并将在近期拆

完。 据悉，原来的市政府广场，将

新增 420个停车位。

8 月 23 日，记者在现场采访

时看到， 遵义市政府原办公大楼

右侧办公区已经全部拆除， 大型

机械设备正在对左侧残存楼房拆

除，多台喷水除尘车辆，不断往拆

除现场喷水。现场工人称，按照进

度， 他们将在这个月内将主楼房

全部拆完。但清理现场的废墟，也

要花不少时间。

市政府前原来的人民广场，

并未规划地下停车位。 项目开发

方称， 他们将对现有的人民广场

进行规划建设， 拟新增地下停车

位 420个。此外，新建人民广场的

开放使用面积为 20595 平方米，

比原来多 100 平方米， 绿地率为

35%，比原来多 5%。

位于遵义市人民路九节滩的

遵义市政府原办公区，于 2002 年

建设完成， 主体建筑高 44.2 米，

长 126 米，共 11 层，总建筑面积

28860 平方米。 今年 7 月 24 日，

经过 60�轮竞拍， 该地块最终由

中海宏洋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遵

义市新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

合竞买体以 4.16�亿元成功竞

得。 8月 1日， 拍卖后的大楼，进

入拆除阶段。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8 月 21 日晚， 习水一名女

孩不慎坠入当地某工地上的一

口 7米深井内，当地消防人员接

到报警后赶到现场， 将女孩救

出。 井底有一定积水，女孩幸无

大恙。

据悉， 掉入井内的是一名

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子，或因夜间

视线不好不慎一脚踏空坠入，其

同伴拨打了报警电话。 黄宝华

女孩坠入

工地深井

记者手记：

8 月 3 日，一位烧烤店老板拍

下了朱启伍背猪肉的视频，并配文

“这个才硬火（贵州方言，表示厉

害），400多斤” ，发了一条抖音。

这条短视频获得了 30 多万次

点赞，视频中，朱启伍背着一头整

猪，腰被压弯，每一步都走得稳稳

当当。

在农贸市场背了 17 年猪的朱

启伍，就这样“火”上了热搜。

记者在抖音搜索发现，在所有

朱启伍背猪肉的视频中，有一条收

获了近 150 万次点赞、被转发分享

超过 1.8 万次、 留言近 10 万

条———

“父亲是那拉车的牛，父亲是

儿登天的梯。 ”

“他背的是责任，为了家里人

的生活，不得不做。 ”

“面对别人，他扛的是猪肉；面

对家人，他扛的是一片天。 ”

8 月中旬，记者在云岩区东山

公园见到了朱启伍。他看起来有些

清瘦， 但却让人感觉充满了力量。

对于自己突然“火了” ，朱启伍说，

这就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不知

道是谁拍的视频，也不会在意。

有网友说， 朱启伍卖力背猪的

样子，让人心酸。 事实上，虽然干的

是力气活，但能养活一家人，他很满

足。“最苦的时候还是在老家，什么

都干过。 出来了，还是要好得多。 ”

朱启伍说。

十几年前，朱启伍离开老家贵

州省黔西县谷里镇松林村到贵阳

打工。 朱启伍听人介绍，便在东山

农贸市场里当起了“背猪工” ，背一

头赚 1元钱。 渐渐地，同行都转行

了，朱启伍成了唯一的“背猪工” ，

背一头猪可以挣到 15元至 20元。

这么多年以来，朋友或老乡曾

多次劝说朱启伍去外省务工，但都

被他婉拒了。 朱启伍算了一笔账，

他现在每个月最少能挣 6000 多

元，“旺季” 月收入能近一万元，到

外省打工虽然一个月也能挣五六

千元，但生活支出大，不划算。

朱启伍有 5 个孩子，大女儿已

经成家，还有三个孩子在上学。 靠

着背猪这份工作，他扛起了一家七

口的生活，同时和哥哥一起供养着

父母。

这些年朱启伍背了近 10 万头

猪，每头猪都在 300 多斤，重一点

的 400 多斤。 去年他曾背过一头

500 多斤重的猪，“案板都放不

下” ，回忆起过往，朱启伍笑道。

朱启伍在贵阳的住处， 是一间

不到 30 平方米的出租屋， 月租金

150元。 家人曾几次劝说朱启伍换

个工作，但都被拒绝了。 朱启伍计

划，等将来孩子们都找到工作可以

养活自己了，他就“退休” 回老家，

和妻子一起种点菜， 养几头猪和

牛，“这也够我们老两口生活，不

用花孩子的钱” 。 据新华社

面对“走红” 心态坦然

本报讯 23 日，“行走

的课堂” 晚报小记者“我是

小小棒球手” 主题周末课走

进心引力足球俱乐部，小记

者们放下采访本，拿起棒球

棍和手套， 变身棒球小将，

体验这项陌生的运动。

“棒球球员分为攻、守

两方，攻方球员利用球棒将

守方投掷的球击出，随后沿

着四个垒位进行跑垒，当成

功跑一圈回到本垒就可得 1

分；而守方则利用手套将攻

方击出的球接住或掷回，从

而将攻方球员打出局……”

听教练讲解比赛规则后，令

小记者们兴奋的分组训练

开始了。

小记者正在教练指导

下学击打。“双膝微屈，左手

手掌心朝上……右手发力

挥棒。 ”接过教练手中的棒

子，双腿张开，将棒子尾部

对准球，带动左手，臀部猛

地转动， 朝球端狠狠打去。

“砰” 一声，球应声向左飞

去。“成功了！”孩子们欢喜

雀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

者 孙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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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 北京茅台收藏馆在贵阳天怡豪生大酒

店七层黄杨厅， 专门开展的贵州名酒收购大会正在火

爆进行。 此次以全国较高价敞开收购贵州各类名酒，信

誉和诚信不变，收购价格和附加服务全面升级，收藏馆

力争将活动打造成贵州老酒行业的一个品牌盛会。

扩大陈列馆规模 敞开收购各类名酒

收藏馆进入贵阳鉴定收购老酒已经快 4 年， 根据

行业形势的发展和自身品牌建设的需求， 今年决定扩

大老酒展示陈列馆的规模，增加收购老酒的种类，向市

民继续收购新老茅台酒、 茅台年份酒、 茅台各种定制

酒，董酒、黔春、习酒、习水大曲、鸭溪窖酒、湄窖、平坝

酒、安酒、怀酒等贵州名酒，以及五粮液、郎酒、全兴大

曲、泸州老窖、剑南春酒、古井贡酒、汾酒等各类全国名

酒。 也就是你平时看不起眼的各类老酒，只要拿到收藏

馆，经过鉴定都有可能成为宝贝，转化成真金白银。

一直以来，非茅台类的各类名酒种类繁多，行业标

准较乱，到处是坑，一般的老酒机构不敢轻易收购。 收藏

馆派出的鉴酒专家具有丰富的职业经验、很高的专业水

平和职业操守，能够最大限度发现各类老酒的价值。

全国较高价收购 此时不变现还待何时

从长远来看， 这些各类老名酒， 价格下降压力很

大，数量少并没有多大收藏价值。 而且这些老酒年代久

远，当时包装封口技术简单，发生跑酒的概率非常高。

一旦跑酒就一钱不值。 收藏馆依托多年发展积累的资

本，开出的收购价格大幅度高于以往任何时期，承诺以

全国较高价收购各类老酒， 单瓶量大或者整箱酒价格

会更高，还可免费上门收购。 因此，利用收藏馆提供的

这个高价位时机，将这些老酒变现是更佳的选择。

地址：枣山路 95 号天怡豪生酒店七层黄杨厅。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

灵山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 13765833586

广告

北京茅台收藏馆开展贵州名酒专场收购大会

放在家里没价值 拿到这里变宝贝

朱启伍

“行走的课堂” 周末主题课———

晚报小记者变身棒球小将

扫描二维

码，加入贵阳

晚报小记者

团，了解更多

活动资讯

新华社聚焦“背猪汉”

努力生活的人 都应被尊重

本报曾报道的东山农贸市场背猪肉大力士朱启伍， 在网络上的火热

度持续不减， 记者在抖音搜索发现，在所有朱启伍背猪肉的视频中，有一

条收获了近 150 万次点赞、被转发分享超过 1.8 万次、留言近 10 万条。 8

月 23 日,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号刊发题为《45 岁“背猪汉” 火上热搜》的

重磅报道。

朱启伍走红，有些意外，但也

属情理之中。 网友或许会对他的工

作和每次背 300 多斤重的猪感到

新奇，但新奇过后，是对他的责任

心、担当和坚持的尊重。 正如网友

说的那样，朱启伍背着的，其实是

责任和担当，为了家人，他不得不

做。

平心而论， 朱启伍很平凡，他

个子不高、相貌平平、学识不多。 朱

启伍被网友关注，“同理心” 是主

要原因———他的坚韧、 乐观和努

力，感染着网友。

8 月中旬，记者见到了朱启伍，

他的言谈举止，透露着他内心深处

的乐观、积极和满足。 朱启伍坦言，

如果当初可以念书， 多有些学识，

他可能现在就不会做这份工作。 但

现实没有更好的选择，他只想努力

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只要他

们努力，我就尽力供他们读书” 。

朱启伍的生活，没有戏剧化起

伏，没有豪言壮语。 他所有的，是真

实的、踏实的努力，他骨子里是最

平凡的朴素。 这种朴素，让他用心

守护自己的工作和家庭。

朱启伍说， 对于突然走红，他

不会太在意， 这就是他的日常生

活。 17年里，他总结出的经验是：肩

上负重不能走太快，否则脚上没有

力量，关键要走稳。 他也是这样做

的，脚踏实地、挣钱养家，承担起儿

子、丈夫和父亲等角色应承担的责

任。

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应当

被尊重。

辛苦撑起一个家

他的坚韧乐观和努力感染着网友

新建人民广场将增 420

个地下停车位

遵义市政府旧楼

拆除过半

被及时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