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瓮安出土明代完整彩绘漆棺

本报讯 3月 11日，贵阳市殡葬

管理所发布消息， 今年清明期间，贵

阳市民政部门将在 6家公墓开展骨

灰免费生态节地集中安葬公益活动，

这是贵阳市自 2011年开展生态节地

葬以来参与公墓数量最多的一年。

“生态节地葬是指通过花坛葬、

草坪葬、树葬、海葬等不占地或少占

地的方式处理骨灰， 具有环保、低

碳、节能、健康和低成本等特点，属

于一种简约、环保、文明的葬礼。”贵

阳市殡葬管理所负责人介绍，目前，

凡是参加每年清明期间由贵阳市民

政局统一组织的骨灰生态节地集中

安葬，对逝者家属都是免费的。 推广

生态节地葬，对于贵阳推行“惠民

殡葬、人文殡葬、绿色殡葬和公益殡

葬 ” 、引导广大群众移风易俗、节约

土地资源、减轻殡葬负担、促进生态

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贵阳市殡葬管理所市场监管

科科长汪萍介绍， 今年清明期间，

参与生态节地葬的 6 家公墓包括

凤凰山（南明区）、宝福山（南明

区）、周家山宝福园（云岩区）、福

泽园（花溪区）、福安（乌当区）、

龙凤园（龙里县）。

即日起，有意愿的逝者家属，可

向贵阳市殡管所报名参加该项活

动， 咨询联系电话为 :0851———

86767714、13885051158、

13985036663。 （本报记者 曾秦）

据新华社电 贵州考古工作者

对瓮安县飞练湖明墓考古发掘过程

中，发现一具明代完整的彩绘漆棺，

为研究贵州明代墓葬葬俗和葬制提

供了丰富的资料。

记者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了解到，飞练湖明墓位于瓮安县银

盏镇飞练社区龙家扁营盘坡，共发

现墓葬三座。 墓室中发现一具彩绘

漆棺，棺上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

武、八卦、双凤朝阳、盆景花卉、仙鹤

等图案，绘制精美，为贵州明代考古

发现保存最好的漆棺。

该墓还出土一石制买地券，通

过墓券确定了墓主身份和墓葬年

代， 该墓修建于万历九年（1581

年），在墓主人头部发现有金花钗、

银簪、银下颌托、金耳环、银首镯等

文物，并发现少量人骨和牙齿。

贵州考古专家表示，从墓葬形制

和墓葬构筑的情况分析，三座墓葬应

该都建于明代，极有可能同属于一个

家庭， 或与草塘安抚司宋氏密切相

关。 三座墓葬的发现和发掘，出土了

贵州明代最为完整的彩绘漆棺，为研

究贵州明代墓葬葬俗和葬制提供了

丰富的资料，对瓮安历史、播州丧葬

制度及土司制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即日起，逝者家属可向贵阳市殡管所报名

通 知

人民大道（南段）道路工程项目（青云

路段 K4+940-K5+440） 红线范围内涉及我

单位青云路 257号的房屋需征收。 该处房屋

内存有我单位已故职工胡秀芳 （身份证号：

520102192505053028）的骨灰盒。 请其亲属

自登报之日起七天内与我单位联系，以便处

理善后事宜。 逾期不来处理，将作为无亲属

骨灰盒进行处置。

联系人：蒙新民 电话：13985509350

�������联系人：郑丽霞 电话：1388517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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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城市的公共艺术宛如没有围

墙的巨大博物馆，它把一个城市或

者特定区域的精神个性通过特定

的审美形式展示出来，变成了人们

日常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公共艺术

是一种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文化形

象。 好的公共艺术宛如一个 "诗眼

"， 可为城市或特定区域营造出贴

切、 鲜活和不可替代的精神氛围。

能否激赏户外的公共艺术，也是检

验人们审美水平的重要标尺。 如何

看国外都市的公共艺术，从中得到

启迪与借鉴，不仅需要一般理论的

导引与反思，同时也需要感性的接

触与领悟。 本讲座通过对西方各大

主要都市中大量公共艺术个案的

浏览与阐释，意在展示公共艺术在

丰富意蕴上的可能性空间以及创

造形式上的多样风采，带来了一场

视觉盛宴与文化大餐。

主 题： 博物馆系列讲座

（三）：无墙的博物馆 -- 国外公共

艺术掠影（上）

时 间：3月 16日（周六）09:

30--12:00

� � � � 主 题： 博物馆系列讲座

（四）：无墙的博物馆 -- 国外公共

艺术掠影（下）

时 间：3月 17日（周日）09:

30--12:00

����主讲人：丁宁，北京大学艺术

学院教授，博导；兼任中国美协理

事、 中国美协策展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国际双年展策划委员，教育部

美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上海美术学院特聘教授

等。 曾任中国美院美术史论系教

授、系主任。 曾获霍英东教育基金

会第五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研

究类)一等奖、希腊奥纳西斯基金

会最高研究基金、 德国 ZKM研究

基金、美国盖蒂研究基金、哈佛大

学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研究

资助、美国泰拉基金会（欧洲）客

座讲授项目、 首届 " 中国美术奖 o

理论评论奖 "、 北京大学十佳教师

称号，以及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

津贴等。 主要著作有：《接受之维》

《美术心理学》《绵延之维 -- 走

向艺术史哲学》 等， 主要译著有：

《传统与欲望 -- 从大卫到德拉克

罗瓦》《毕沙罗传 -- 光荣的深

处》《注视被忽视的事物 -- 静物

画四论》等。曾在英国、美国、韩国、

印度、爱尔兰、希腊、越南、加拿大、

挪威、德国、日本、法国、克罗地亚

以及香港、台湾等地讲学。

报名方式：

1.微信报名：用户需要在微信搜索

" 孔学堂 "， 或手动输入微信号：

gyconfucianism，添加并关注 " 孔

学堂 " 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

"讲座报名 "即可进入报名系统；

2.现场报名

3.电话报名：0851--83617687

4. 微信 报 名 后 台 咨 询 电 话 ：

0851--86699033

���� 报名时间：2019 年 3 月 12 日

--3 月 15 日 （上午:09:30-12:00��

下午:13:30-16:30）

温馨提示：讲座结束后，市民

可将自己听完讲座的感悟和对国

学的独到见解发送至孔学堂邮箱

（gykxt928@163.com）或贵州名博

(blog.gog.com.cn)， 优秀的文章

我们将在孔学堂官网和贵州名博

进行刊登，另外还可以加入贵阳孔

学堂国学公益讲座听众交流 QQ 群

进行讨论，群号为：159532784。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2019年 3月 11日

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公告

本报讯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 “行

走的课堂·主题周末课” 跟着聂老师

探访老贵阳活动， 本周五开始第十四

站。 将招募 20组小记者家庭，去探访

油榨街， 并了解贵阳解放前后的相关

故事。

油榨街，位于贵阳老城东南角，过

去是贵阳城的东出口， 几家简单的榨

油作坊，构成了这条小街的名称。在老

贵阳人记忆中最深刻的， 是这里有一

条长长的贞洁牌坊路。 附近一座大山

上，是出入贵阳城的关隘———图云关，

抗战期间， 红十字会在图云关设立医

院，医治抗战伤员；民国初年，贵州省

农科院的前身就建在油榨街旁。

1949 年 11 月 14 日深夜，解放贵

州的解放军五兵团一部从图云关下

来， 在农科院夜宿后， 第二天一路而

下，从纪念塔大南门进城，解放了贵阳

城。 20世纪 50年代，这里修建了当时

贵州最大的企业，贵阳钢铁厂，随后的

几年，永恒仪器仪表厂、贵州红星拖拉

机厂相继建成， 油榨街成为贵阳的一

处工业区。每天下午，贵钢大烟囱冒出

来的浓烟，弥漫整个城，直到三家工厂

停工或者搬迁， 油榨街的天空才恢复

明朗。 7 年前，油小线开通，新的机场

路穿过森林公园，改变了这里的格局。

随着地铁二号线的建设， 和新楼盘的

建设，油榨街将变得越来越好。

活动时间：2019 年 3 月 15 日；活

动地点： 油榨街贵钢大门口； 招募对

象：贵阳晚报小记者；招募人数：20�名

贵阳晚报小记者；报名方式：关注“贵

阳小记者”微信公众号（gywbxjz），在

后台回复“探访老贵阳 +姓名 +�学校

+ 年级 + 电话” 。 活动详情:详见“贵

阳小记者”微信公众号。

(本报记者 聂俊)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科普小知识

招募小记者

探访老贵阳

■新闻速递

人民大道南段后续方案完成

包括路面、交安、路灯、绿化、特殊桥梁夜景、管理用房、公厕等工程

6家公墓推免费生态节地葬

本报讯 “截至 11 日，人民大

道南段孔桩桩基、人工开挖、路基

土石方开挖等各类施工有序推

进。” 3月 11日，记者从贵阳城发集

团了解到， 人民大道南段道路工

程、桥梁工程、立交工程、地下通道

工程施工图已全部下发实施，各设

计单位已完成后续路面、 交安、路

灯、绿化、特殊桥梁夜景、管理用

房、公厕等后续工程方案设计。

据悉， 人民大道南段目前孔桩

桩基设计共计 292 根，累计完成 92

根。人工挖孔桩基共计 726米，累计

完成 440.67米；围护桩 44 根，累计

完成 17根；路基土石方开挖 106 万

立方米，累计完成 5.84万立方米。

具体到各控制性节点工程情况，

都司路下拉槽正进行人工探沟开挖

和围护桩、土石方施工前准备。 跨南

明河筑城广场大桥桩基根数总计 33

根,累计完成 17根；该桥一号、三号

拱座桩基施工正有序推进，4号墩桩

总计 114.9米，已完成 45.4米。承台

总计 13个，累计完成 3个。墩柱总计

14个，累计完成 2个。

瑞金南路下拉槽围护桩总计 44

根，累计完成 20根。土石方施工总计

为 13万余方，累计完成近 7000方。

跨南明河青云路大桥 2号墩桩基人

工挖孔桩完成 6根， 完成 2根桩基。

设计桩基共 40根，累计完成 16根。

解放路下拉槽方面， 已完成解

放路 106米中分带拆除、硬化及一期

交通导改中央隔离护栏安装。跨铁路

大桥方面， 火车站大桥孔桩共计 64

根，已完成 12根。 0号台基坑开挖设

计开挖深度 10.5米，已完成 3米。

目前，遵义中路土石方开挖设

计约 1.4万方，已完成近万方。遵义

中路抗滑桩设计 24 根， 已完成 9

根。 跨中环立交土石方开挖设计 92

万方，累计完成 5.72方。 承台共计

70 个，累计完成 1 个。 坡被动防网

共计 600米，已全部完成。

此外， 五眼桥桥梁桩基设计共

74根，累计完成 13根。 7 号墩人工

挖孔桩基共计约 44 米， 累计完成

33.6 米。 接花溪大道高架桥及匝

道，机械成孔桩基共计 81 根，累计

完成 28 根。 人工挖孔桩基共计约

361米，累计完成约 193米。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