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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范围
1953年-2019年茅台酒;80、90年代五粮液、剑
南春、泸州老窖、郎酒、董酒等中国十七大名酒。

特别提醒
老酒鉴定专家提醒市民，陈年老酒如果保存不
当，很容易出现跑酒和品相损毁，反而一文不值，
十分可惜。

主办方承诺
鉴定师鉴定完之后，如果有想出手的当场现金交
易，想继续收藏的免费提供老酒专用收藏材料，
以及专业技术，方便市民更好地保存老酒。

邵经理联系电话：13251458595

酒类名称 参考价格

1960年茅台酒 60万元/瓶

1961年茅台酒 50万元/瓶

1962年茅台酒 40万元/瓶

1963年茅台酒 38万元/瓶

1964年茅台酒 35万元/瓶

1965年茅台酒 30万元/瓶

1966年茅台酒 24万元/瓶

1967年茅台酒 20万元/瓶

1968年茅台酒 18万元/瓶

1969年茅台酒 17万元/瓶

1970年茅台酒 15万元/瓶

1971年茅台酒 11万元/瓶

1972年茅台酒 82000元/瓶

1973年茅台酒 70000元/瓶

1974年茅台酒 58000元/瓶

1975年茅台酒 48000元/瓶

1976年茅台酒 35500元/瓶

1977年茅台酒 28500元/瓶

1978年茅台酒 24500元/瓶

1979年茅台酒 21500元/瓶

1980年茅台酒 20000元/瓶

1981年茅台酒 19000元/瓶

1982年茅台酒 18500元/瓶

1983年家台酒 17500元瓶

1984年茅台酒 16500元/瓶

1985年茅台酒 16000元/瓶

1986年茅台酒 15500元/瓶

1987年茅台酒 14500元/瓶

1988年茅台酒 13400元/瓶

1989年茅台酒 13000元/瓶

1990年茅台酒 10700元/瓶

1991年茅台酒 10500元/瓶

1992年茅台酒 10000元/瓶

1993年茅台酒 9900元/瓶

1994年茅台酒 9700元/瓶

1995年茅台酒 9500元/瓶

1996年茅台酒 6600元/瓶

1997年茅台酒 5600元/瓶

1998年茅台酒 5400元/瓶

1999年茅台酒 5200元/瓶

2000年茅台酒 4800元/瓶

2001年茅台酒 4100元/瓶

2002年茅台酒 3900元/瓶

2003年茅台酒 3600元/瓶

2004年茅台酒 3400元/瓶

2005年茅台酒 3200元/瓶

2006年茅台酒 2900元/瓶

2007年茅台酒 2800元/瓶

2008年茅台酒 2600元/瓶

2009年茅台酒 2600元/瓶

2010年茅台酒 2500元/瓶

2011年茅台酒 2450元/瓶

2012年茅台酒 2400元/瓶

2013年茅台酒 2350元/瓶

2014年茅台酒 2300元/瓶

习水大曲
3500元-23万元/瓶

平坝窖酒
3500元-12万元/瓶
1957年绿美人
350万元/瓶

茅台老酒征集活动
火热进行中

1960-1979年五粮液 23万元-3500元/瓶
1960-1979年郎酒 12万元-3500元/瓶

要求：要求全品相、不跑酒。

地址：南岸会展中心旁边（凯宾斯基酒店），到了电话联系。
乘公交115路、121路、145路、149路、301路、308路到会展中心站下车亚太路口
上行200米路南。乘地铁，坐3号线工贸站3B出口，直行路口尽头左转上坡就到。

由三间临街铺面打造

根据比选公告信息，李子坝文旅服务中
心旨在以“深化轨道交通服务，提升车站品
质”为出发点，围绕“轨道+文旅”概念，在服
务李子坝区域游客的同时，快速融入城市旅
游产业链。

按照计划，重庆市快捷轨道交通广告有限
公司将负责对轨道交通游客服务点的打造。
通过这一游客服务点，满足日益增多的李子坝
车站游客以及周边旅游发展的需求，更好地实
现其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

项目的初期规划涉及李子坝正街39号商
住楼1层的三间临街铺面，建筑总面积约500
平方米，概算金额约125万元，预计于2020年
1月10日完工。

展厅内设11个区域

李子坝文旅服务中心有哪些亮点？游客
能够在大厅里体验到哪些内容？重庆晨报·上
游新闻记者在该项目的设计方案上找到了答
案。按照方案，服务中心采用时尚、大气的异
性门头设计，颜色采用黑白相间，与周围门面
形成鲜明对比。门头左上方有发光的重庆轨
道交通“CRT”的logo，左侧为发光的“李子坝
文旅服务中心”字样。

走进展厅，游客可以了解轨道交通2号
线的建设和运营情况，展厅内设11个区域，
包括“互动照相墙+服务台”“互动体验电子
屏”“轨道车厢打卡区”等内容，其中在“互动
照相墙+服务台”，游客可以通过设置在这里
的免费即时照相电子屏，在手机端获取有趣
的合成影像。

分别悬挂于前后 4 个承重柱上的 8 块

“互动体验电子屏”，待机时可以展示重庆轨
道旅游热点车站，游客通过触摸的方式，可以
进入到互动系统。该系统具有网络照片墙的
功能，游客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的方式，上传自
己在轨道交通车站拍摄的美图，发布自己的
所感所想。

在“轨道车厢打卡区”，真实还原了座椅、
车内运营标识等车厢内部场景，间隔的墙上采
用墙绘的方式绘制出车厢内部的延展画面，增
强游客留影的现场感。而车窗为一块电子显
示屏，会变换播放重庆轨道沿途的城市景观，
让游客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感受魅力重庆。

而在展厅左侧墙面展示区域，将以轨道咽
喉区的形态设置，陈列各线车模，寓意重庆轨
道从无到有，形成网络化运营。届时，该区域
还会定期举行游客和粉丝关于轨道交通的摄
影大赛和颁奖仪式。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梓涵

2号线李子坝站
为游客建服务中心

所在的商住楼1层的商业铺面，将统一打造成轨道交通游客服务点

要说重庆什么
景点最热闹，轨道
交通2号线李子坝
站的“轻轨穿楼”绝

对是其中之一。
为了方便游客们前来拍

摄这一奇妙景象，李子坝正街
上还修建了观景台，可以说是
非常宠爱各地游客了。

如今，这份宠爱还要加
倍！近日，李子坝文旅服务中
心装修工程比选公告在重庆
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李
子坝站所在的大楼——李子
坝正街39号商住楼，其1层
的商业铺面将统一打造成轨
道交通游客服务点。

雨雪降温来袭
明日局部地区仅3℃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记者 石亨）昨日，重庆各地暂别前
几日的温暖阳光，天气以阴天为
主。截至下午4点，全市大部分地
区最高气温都在14至 18℃之间，
较前一天普遍下滑了3到7℃。最
冷的城口仅13.9℃，最暖的南川为
20.3℃；

双十一过去，除了双十一快递，
“冷空气礼包”也即将送达。根据重
庆市气象台的预计，受冷空气影响，
今日夜间到明日夜间我市有一次降
温降雨（雪）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
小雨，海拔1200米以上山区有雨夹
雪或小雪。

今日到明日，重庆各地平均气
温大部分地区将下降3～5℃，高海
拔地区将下降5～7℃。最低气温
将出现在14日凌晨，大部分地区降
至10～13℃，高海拔地区降至3℃
以下，同时，山口河谷地区有5-7级
阵风。

专家提醒，此次高海拔地区的
雨雪天气将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
较低，提请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另
外，14日早间，高海拔部分地区将
出现霜冻天气，提请防范低温冻害
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未来三天全市预报
11日夜间到12日白天，各地

小雨，局地中雨。大部分地区气温
13～18℃。主城区：小雨，气温16-
18℃。

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长江
沿线及以北地区小雨转多云，其余
地区小雨，局地中雨，海拔 1200 米
以上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山口河
谷地区伴有5-7级阵风。大部分地
区气温 11-18℃。主城区：小雨转
阴天，气温14～17℃。

13日夜间到14日白天，各地
多云到晴。大部分地区气温 8～
19℃ 。 主 城 区 ：多 云 ，气 温 12-
18℃。

在无数70后、80后的青春里，或多或少
都有着一些校园民谣的影子：这其中能占据
一席之地的一定有由知名民谣歌唱组合“水
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近20年过
去，这首曾经“打遍”各大音乐榜单无敌手的
校园民谣经典又要“卷土重来”了。

昨日下午，当年知名“水木年华”的创始
成员卢庚戌和如今的搭档缪杰现身重庆。在
面对众多山城乐迷再度唱响《一生有你》之
余，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宣布跟这首歌同名
的电影全国超前观影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和导演亲身经历相关

有卢庚戌亲赴现场，同时影片名字又叫
《一生有你》，绝大多数影迷、乐迷应该已经猜
到这部影片是由卢庚戌执导，并且还和他本
人曾经的校园生活、如何走上音乐道路等亲
身经历息息相关。片中，由谢彬彬饰演的男
一号“欧洋”明显一看就知道其原型就是卢庚
戌本人，而当年凭借星爷的《长江七号》出道
并赢得了无数关注的徐娇就是片中校园爱情
的女主角方瑶。

从整体观感看，《一生有你》可以说从一
开篇就让人感受到了满满的诚意，闯入镜头
的第一个人是已经人近中年、刚刚从一场宿
醉中醒来的欧洋（保剑锋饰）。时间回到头一
晚，曾黎饰演的从美国归来的制片人袁静来
到欧洋的酒吧，希望从他手里买下歌曲《一生
有你》的电影改编版权。就在她希望欧洋讲
一讲这首歌创作背后的故事时，作为全片核
心的那段校园爱情故事开始从欧洋的记忆深
处走了出来。

不经意的一次撞肩、回眸，紧接着就是一
见钟情，这些大家都能想得到的恋爱桥段，
《一生有你》中也有。另一方面，像男一号欧
洋为了能追到方瑶，先是谎称自己是校园歌
手，后来被对方撞破，这才有了他苦练吉他琴
技，最终站上了北京市校园歌手大赛决赛舞
台等明显部分脱胎于导演卢庚戌真实经历的
桥段，又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高晓松片中“露了脸”

这其中，还有几个源自卢庚戌真实经历
的有趣之处不得不提。首先就是作为校园民
谣的前辈、同时也是好哥们的高晓松，也在片
中“露了脸”，并且卢庚戌给他的人设是当欧洋
还在苦练琴技时，高晓松就已经是红遍校内
外的知名校园歌手了。同时，在片中他作为

“前辈”还做了一件成人之美、提携后辈的事。
可能不少人、尤其是乐迷都好奇的是《一

生有你》中到底有多少情节是曾在卢庚戌的
大学生活里真实发生过的。观影结束后，卢
庚戌接受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采访时笑
着表示，“有百分之七八十吧，都是真实的。
像抗议食堂饭菜吃到虫子啊，当裸体模特都
是真实的。我上学时读的建筑系，也要学画
画嘛。我们有很多同学当裸体模特去挣钱。”
卢庚戌笑着回忆说，那时当一下午模特可以
挣50块钱，这已经算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找了个有点像他的人来演

当记者问起片中多个“梗”都提到了高晓
松，他本人是否看过成片了的时候，卢庚戌更
是直接讲起了当年的故事。“高晓松年轻时长
得还是挺帅的，他那时只有110多斤。”卢庚
戌说，具体到片中却有了一个问题，“如果我
真找一个帅哥来演他，可能大家又会不太同
意。我就折中了一下，找了一个跟他有一点
点相似的人来演他。”

此外，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家还可以
多多关注《一生有你》中保剑锋饰演的中年欧
洋在讲述自己过往经历时，情节的不断反
转。他和徐娇饰演的方瑶到底是遗憾收尾还
是团圆结局，可能需要你展开想象才能得出
答案；反正导演卢庚戌自己说，“青春没有遗
憾其实挺没劲的。”同时，可以剧透一下的是
徐娇“长大后”就成了曾黎，剩下等11月29
日影片上映时大家可以去电影院寻找答案。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裘晋奕

当年火遍全国的校园民谣《一生有你》卷土重来

歌手卢庚戌变身导演自己拍自己

卢庚戌

李子坝文旅服务中心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