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放映机在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还比较常见，那时候很多

人家里还买不起电视机，当村里

面放电影时，男女老少基本上都

会放下手头的事情，聚在一起来

看电影这个新奇玩意。

据张馆长介绍，这个电影放映

机原来是一个北京藏家的。3年前，

当他知道贵州也有人在收藏近现

代的老物件，而这个放映机是由凯

里市无线电厂生产的， 便觉得它

放在贵州收藏家手里会更有价

值， 于是就把这个电影放映机无

偿赠给了张馆长。 今年春节前，当

他知道张馆长在贵阳市开办展览

馆，又把他收藏到的二三十盘电影

片盘赠送给了张馆长，其中有关于

焦裕禄、雷锋的许多红色影片。

张馆长说，在当时，长春等电

影制片厂都是用铝或者铁来制作

电影盘夹，贵州因经济发展滞后的

原因，是全国少有的用木板制作电

影盘夹的地方。

如今，这个老式电影放映机通

电后还可以正常工作。张馆长打算

今年在小区里放映几部红色影片，

希望感兴趣的市民前去观看。

“大哥大”是上世纪九十年代

诞生的第一代通讯工具。它粗大笨

重的“体格”以及动辄上万元的价

格，成为一代人的生活记忆，也成

为当时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由于

地方经济发展的差距，当时也只有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发达城市

才会见到它的踪影。

1996 年，从贵州铜仁来到深

圳已有四五年的张晓明， 看到身

边有人通过“大哥大” 随时通话，

独在异乡的他会格外想念家乡的

亲人，对“大哥大” 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 但当时他一个月工资只有

300 元，一部“大哥大” 却要上万

元，通话费用 1 分钟 1 块钱，高昂

的价格让他望而却步。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大哥

大”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几

年后，张晓明在潮汕老板家中再次

见到“大哥大” 时，便以 300 元的

价格购得了被认为已没用的 “废

品” 。 之后，他继续收集着“大哥

大”的更新换代产品，总计收集了

三四十部。 “这些物件，展现了我

国通讯工具的发展过程，也是国家

发展的轨迹。 ”张晓明馆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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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坟公告

清镇煤电铝一体化基地基础设施（王庄高山安

置地）项目属于清镇市重点项目，该项目位于清镇市

王庄乡高山村，现对该项目红线范围内土地（林地）

依法进行征收。因此，该项目红线内（小地名：岩洞门

口） 所有坟墓， 要求在 2019 年 3 月 22 日前进行搬

迁， 迁坟补助标准按照清府发 〔2017〕22 号文件执

行。 逾期不迁的，将按无主坟进行处理。 请红线区内

坟主及时与工作人员联系。

联系人：

黄 勇：13984031206（高山村支书）

陈圣龙：13618572319（高山村主任）

罗文晋：18685134107（王庄乡经发办负责人）

罗 斌：15885033829（王庄政府工作人员）

清镇市王庄布依族苗族乡人民政府

2019年 3月 8日

迁坟公告

贵州清镇千亿级煤电铝一体化产业基地场平项目

属于清镇市重点项目，该项目位于清镇市卫城镇兴明村

和王庄乡王庄村，现对该项目红线范围内土地（林地）

依法进行征收。因此，该项目红线内（卫城镇兴明村小地

名歪头坡、薄刀山、马家弯、沙破破、小尖山等区域；王庄

乡王庄村小地名歪头坡、张家丫口、青岗坡、尖山、小尖

山、小丫口、长槽等区域）所有坟墓，要求在 2019 年 3 月

22 日前进行搬迁， 迁坟补助标准按照清府发〔2017〕22

号文件执行。逾期不迁的，将按无主坟进行处理。请红线

区内坟主及时与工作人员联系。

王庄乡联系人：

蒲 定：18984390311（王庄村主任）

罗文晋：18685134107（王庄政府经发办负责人）

罗 斌：15885033829（王庄政府工作人员）

卫城镇联系人：

潘 敏：15285518294（兴明村支书）

刘道航：18984112929（卫城镇政府经发办负责人）

熊燕军：18786621832（卫城镇政府工作人员）

清镇市王庄布依族苗族乡人民政府

清镇市卫城镇人民政府

2019年 3月 8日

关于贵阳市 2014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乌当区第二批次项目

使用林地征求意见公示

贵阳市 2014 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农用地

转用和土地征收乌当区第二批次项目，于

2016 年 9 月 21 日取得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复

《省人民政府关于贵阳市 2014 年度保障性安

居工程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乌当区第二批

次实施方案的批复》（黔府用地函〔2016〕443

号）。 因项目红线范围内涉及林地，项目业主

贵阳泉丰城投土地开发有限公司向我局申请

办理使用林地手续，根据《省林业厅关于做好

贵阳市环城林带范围内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

核审批社会参与工作的通知》（〔2016〕 黔林

资通 594 号）、《贵阳市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 < 建设项目使用贵阳市环城林带林

地社会公示和听证实施办法 （暂行）> 的通

知》（筑生态文明委通〔2016〕367 号）文件要

求，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项目总投资规模 7000 万元,

位于乌当区高新社区阿栗村，根据乌当区人民

政府 《乌当区人民政府关于明确贵阳市 2014

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

乌当区第二批次用地一级开发实施主体的批

复》（乌府通字〔2018〕30 号），该项目建设规

模及内容为平整土地 22.9486公顷， 平整后土

地用于挂牌出让解决乌当区居住用地、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项目涉及林地面积 6.3644

公顷，散生木蓄积 37立方米。

二、 使用林地情况及使用林地后的占一

补一措施：项目红线范围内涉及贵阳市第二环

城林带林地 6.3644 公顷 （其中保留林地面积

0.5027�公顷），地类属乔木林地面积 0.5027 公

顷；属特殊灌木林地面积 5.0938 公顷；属一般

灌木林地 0.7679 公顷。 林地保护等级为 3 级

保护林地面积 5.5965 公顷；4 级保护林地面积

0.7679公顷。项目业主贵阳泉丰城投土地开发

有限公司拟在乌当区百宜镇、新场镇、下坝镇

集体非林地上补充相同面积的土地，按照有关

林业技术标准规定的密度种植乔木树种，保证

林地数量和森林面积不减少。

三、征求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征求意

见的范围为社会公众及该项目利害关系人；征

求意见的主要事项为该项目使用林地及采伐

林木相关事宜。

四、 公示起止时间：2019 年 3 月 6 日至

2019年 3月 12日（5个工作日）。

根据相关规定，我局拟对该项目使用林地

审核上报，相关单位和个人对该项目使用林地

及采伐林木事宜有异议或意见，请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下午 17:00 点前通过信函、传真、电子

邮件向我局书面反映，反映人需提供身份证复

印件及联系方式，我局将认真核实，及时处理，

如无异议， 我局将根据该公示内容予以上报，

逾期不受理。

（联系人：凌秀萍；传真电话：86841140；邮

箱：1172815317@qq.com；单位地址：乌当生态

文明建设局）

乌当区生态文明建设局

2019年 3月 5日

本报讯 晶体管收音机、老式电话

机、打字机、大哥大、存折粮票……在

贵阳市花果园，有一家名叫“老深圳·

旧时光” 的民间博物馆，通过一个个

旧物件， 直观展现了我国近一百年来

人民生活的发展变迁。

进入馆内，一个个老物件映入眼帘，

留声机里播放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邓丽

君的歌曲，充满了古朴厚重的时代气息。

这个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民

间博物馆， 由张晓明于去年 3 月份建

立。 据悉，从 1995年收藏第一个老物

件“大哥大” 开始，他已收集了 5000

多件老物件。

如今，在张馆长的努力下，不少人

慕名而来感受旧时光。据悉，建馆一年

来， 已有三家集团准备与他开展文旅

项目的合作。 贵州省文旅部门也在时

刻关注着展馆的经营状况， 帮助展馆

进行宣传并给予政策支持。 张馆长也

受邀参加 2019 年第九届建川博物馆

近现代收藏交流会， 继续为我国近现

代老物件的收藏贡献智慧。

对于未来的发展规划， 张馆长表

示， 他计划在两三年内建设一个合法

化、体系化的民间博物馆，选址大概在

贵阳市、 遵义市或息烽县；3 至 5 年

内，将其发展为一个红色文化产业；后

期推动展览进校园、进民间，发挥民间

博物馆的文化与教育价值。 同时他也

会继续收集有价值以及更具文化意义

的老物件。 （本报记者 申旭旺）

晶体管收音机、老式电话机、打字机、大哥大……

这家展馆 收藏5000余件老物件

在一些山区，交通不便

利，村民看病不方便，乡村赤

脚医生常挎着医疗急救包，

行走在一个个山村之间。 不

过，现在的赤脚医生少了，医

疗急救包也已作了简化，东

西少了很多，也轻了不少。

张馆长收藏的医疗急

救箱主要出现在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重达 20斤，里面

有医生的工作手册，包括上

下两层。 上层主要是纱布、

针管、三角巾急救包以及印

章等医用物品，下层是各种

装有药剂的药瓶。

据张馆长介绍，这个

急救箱是他 5 年前从毕

节市一位已经退休的赤

脚医生那里得到的。老人

觉得，把药箱放在收藏家

手里更有价值，便低价卖

给了他。

张馆长希望通过这个

医疗急救箱向大家呈现当

时乡村就医看病的情况，对

比不同时期的医疗水平，展

示我国在医疗方面取得的

巨大进步。 ■申旭旺

砖头厚的大哥大

赤脚医生的急救箱

计算机的出现推动了许多

办公软件的出现，也使打字越来

越方便， 极大方便了人们的办

公。 但在计算机还未“飞入寻常

百姓家” 之前，大部分人用的都

是机械式的打字机———它也有

现在计算机键盘上的数字键、字

母键和空格键等键位， 不同的

是，它是通过一个个齿轮的转动

来实现文字输出的。

据张馆长介绍，这个老式打字

机是个进口货， 在国内并不多见，

是他在 2015年去香港“淘宝” 的

过程中， 在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收

藏家那里见到的。 当时他一下子

就喜欢上了这个打字机， 便希望

这个收藏家能卖给他。 可能是老

人经常护理的缘故,这个打字机机

械零部件保存非常完整、 按键仍

能正常操作， 他与这位老收藏家

沟通了将近一年，都未能如愿。 但

在最后， 老人家被张馆长的诚意

打动， 终于同意把打字机卖给他，

价钱上也让他看着给就行。

如今， 这个打字机按键仍很

灵活，只要连接上相关设备，它依

然还能起到打字的作用。

机械式的打字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夜晚运行在

铁轨上的火车会车时或者遇到突发

情况时，是通过什么灯具指挥呢？ 答

案就是铁路灯塔信号灯。

在展馆内，一个铁路灯塔的

信号灯格外醒目：外形就像现在

装有电瓶的手提电瓶手电，规格

较大。 但它凭借 3节一号电池却

可以显示出红、黄、绿三种不同

的颜色，在当时的铁路交通指挥

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张晓明馆长介绍，这个信

号灯原是他去年 10 月份从都匀

市一位退休的铁路工人手中拿

到的。 这位退休铁路工人是通

过媒体的报道， 知道张晓明馆

长在贵阳开了这样一家老物件

展览馆， 专门收藏近几十年的

老物件后， 他觉得把这个早已

不用的信号灯放到张馆长这里

会发挥更大的价值， 于是就把

信号灯无偿赠给他。

张馆长表示：“虽然这种信号

灯已被更高级的自动化工具所代

替，但通过它却能展示出我国交通

指挥从人工走向自动化的发展历

程，意义重大。 ”

铁路灯塔信号灯 贵州电影放映机

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