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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家园·综合

男男子子痴痴迷迷纸纸品品收收藏藏二二十十载载
旧书、报纸、票证、字画等收藏品堆了三间车库

9月底之前
全市禁烧秸秆

本报聊城6月11日讯(记者
李军 ) 为确保今年夏秋两季农
作物收割期间的空气环境质量，
聊城印发《聊城市2014年秸秆禁
烧工作方案》，成立聊城市秸秆禁
烧工作领导小组，确保夏秋农作
物收割期间空气环境质量较上一
年度有明显改善，各县(市、区)秸
秆禁烧情况考核分数计入2014年
度生态环保工作目标责任书考核
得分。

此次秸秆禁烧，要求5月23日
至9月30日期间，在全市范围内实
行秸秆全面禁烧，秸秆焚烧隐患
得到彻底消除，力争全市在夏收
夏种至秋收秋种期间“不着一把
火，不焚烧一处秸秆”。从6月10日
起至9月15日，各县(市、区)、市属
开发区要在每日15点前向市领导
小组办公室报告秸秆禁烧工作情
况。

秸秆禁烧工作分三个阶段进
行，5月23日至6月5日组织发动阶
段，各县(市、区)环保、农业部门
和市属开发区要立即成立秸秆禁
烧工作组织，制定各项工作制度。

6月6日至9月15日全面禁烧
阶段，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
要组织有关单位各负其责，进入
实战状态，坚持24小时巡查，全力
投入到秸秆禁烧工作中去，防止
发生秸秆焚烧现象。

9月16日至9月30日总结验收
阶段，市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
组织有关单位，对各县(市、区)、
市属开发区秸秆禁烧工作进行总
结验收，根据日常督导检查发现
的着火点数量及各县(市、区)和
市属开发区落实秸秆禁烧措施情
况进行考核评分。

临清举办民间
私人收藏展览

本报聊城6月11日讯(记者
王传胜 通讯员 赵紫云 ) 14
日起，临清市博物馆将举办民间
私人收藏品展览，共展出私人收
藏品200余件。

本次展览由临清市文化局主
办，临清博物馆、临清市收藏家协
会承办，布展已于10日完成，14日
起免费向市民开放，此次展出预
计6月底结束。

本次展品主要是自汉代至民
国时期的陶瓷，其中汉陶尤为突
出，有汉陶大罐、汉陶方壶、汉陶
鸮壶等，器形饱满大方。据了解，
民间私人收藏进入国家博物馆展
出在我省尚无先例。

园林处开展
苗木枯枝清理

本报聊城6月11日讯(记者
张召旭 ) 记者从聊城市园林处
了解到，从5月底开始，园林处集
中开展针对各路段苗木枯枝、枯
苗清除，绿化带垃圾清理为主要
内容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综合整治开展以来，园林处
全体干部职工放弃节假日休息时
间，全部到一线工作。园林处出动
人工2300余人次，机械近400台，
主要对东昌路、花园路、光岳路、
昌润路、湖南路、建设路、陈口路、
卫育路、柳园路等路段绿化带进
行了综合整治。

截至目前，园林处共累计修
建苗木1240株、绿篱105500平方
米、清理垃圾885 .3方、除草48350
平方米、清理枯枝断肢155处、清
理死苗117棵。同时还安排绿化车
清晨和下午对苗木进行抗旱浇
灌，截至目前共浇水3万余吨。

收藏不易>> 宁可淋湿也要护好报纸

10日，走进李学坤家中，
各种报纸、字画、酒瓶装饰的
房间，显得别有一番情调，浓
浓的文化味儿扑面而来。“啥
文化味儿啊？家里来客人，都
说我家怪怪的。”李学坤说，这
些年他迷恋收藏，亲朋好友都
不理解，说他“不务正业”，是
个“疯子”。

每次家里有孩子来，他
都提心吊胆，生怕孩子弄坏
了他的瓶瓶罐罐，把字画也

挂的高高的。“一旦给弄坏
了，虽然嘴上说没事，但是真
心疼啊。”

李学坤收藏报纸，喜欢
在重大节点收藏号外、特刊，
老报纸有民国时期的大众日
报、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等。

2008年，齐鲁晚报出版
汶川大地震号外，提前得到
消息的李学坤，托在邮局工
作的朋友买100份，当时他在
高唐干工程，朋友说特刊太

少买不到了，情急之下，他放
下手头的活就回到聊城，多
方收集，最终仅找到七八份。
2010年，齐鲁晚报发行世博
会3D号外，李学坤专程跑到
济南，拉回了几百份。

有很多次，为了收集“有
价值”的报纸，李学坤跑遍城
区各个报摊。“赶上下雨天，
我就打着伞去收报纸，把报
纸藏进怀里，宁可自己淋湿，
也要保护好报纸。”李学坤说。

留存不易>> 互换可以，但舍不得卖

凡是纸质藏品，李学坤
均有涉猎，并且“中毒很深”。
在李学坤家的三个车库里，
堆满了这些年来他收藏的

“宝贝”，“没具体统计过，估
算得有个10多吨吧。”

这些年来，李学坤跑遍
了聊城、济南、北京等地的文
化市场。很多东西，可遇不可
求。一旦淘回来“宝贝”，李学
坤都要放在床头十来天，“有

时半夜起来看一看，别提心
里多美了。”他说，现在要是
谁家里有个老物件，先上网
查价格，其实很多东西挂在
网上，三五年也卖不出去，那
个价格靠不住。十年前买东
西花的钱数，现在后面得加
两个零，甚至更多。

搞收藏，也是一个以藏
会友的过程。李学坤结识了
全国各地的藏友，经常相约

一起外出“淘宝”，还经常互
换一些藏品。“互换可以，但
舍不得卖，跟割肉似的，一旦
卖了很快就会后悔。”有一
次，李学坤买到了1949年建
国当月的人民日报合订本，
花了800元，被一个藏友盯上
了，非要买走，他忍痛割爱，
卖了1200元。“现在想想很后
悔 ，花 多 少 钱 也 买 不 回 来
了。”

筹资更难>> 花光家底，经常借钱

李学坤头脑活泛，有超前
意识，这些年几乎什么都干
过：送煤球、给造纸厂运垃圾、
办涂料厂、开旅馆、搞快餐车、
干装修，现在又开始给工地送
砂石料。“总之，什么挣钱干什
么，而且都是在别人还没开始
干的时候，等很多人都涌入一
个行业，我就转行干其他的。”

挣来的钱，绝大多数都投

到收藏上了。为了收藏，这些
年到底花了多少钱，李学坤也
没有统计，十万八万的总是有
的。

很多时候，遇见好东西，
赶上了缺钱，李学坤就找朋友
借钱。也有让朋友帮忙买下一
些有价值的东西，就在他那放
着，等有钱了再买回来。

“起初家人很反对我搞这

些，但后来时间长了，也就不
反对了，反对也没有用，我就
喜欢这个东西，没办法。”李学
坤说，这些年，他没给家人创
造好的物质条件，对家人是有
愧疚的，也特别感激家人对他
的支持。

李学坤说，他想办个博物
馆，但目前来看希望渺茫，实
在不行就捐给国家。

纸品收藏，最大的问题就是
怕水怕火怕老鼠。李学坤的藏
品，一直堆放在三间车库里，虽
说是地上车库，但高出地面没多
少，每到夏天下大雨，李学坤都
提心吊胆，夜不能寐，一夜起来
好几次，到车库查看情况，生怕
车库进水，藏品泡汤。

最近这几年，外出搞收藏少
了，李学坤想集中精力，把这二
十来年的藏品整理好，让它们发
挥更大的价值，最好是政府能提
供个场所，办个博物馆，免费向
市民游客开放。李学坤甚至想好
了博物馆怎么布展：一楼展出一
些字画，搞个笔会啥的，二楼弄
成资料馆，供市民参观、查询。为
此，李学坤给有关部门递交过申
请，有关领导也做了批示，但至
今没有结果。

无独有偶，前不久笔者结识
了东昌府木版年画社社长徐秀
贞，她几十年如一日收藏木版年
画，为了储存，她专门拿出自家
的一套房子，家里满满当当全是
年画。她也想过办个小型博物
馆，把这些宝贝呈献给世人，辗
转找到有关部门递交了申请，但
至今没有下文。

在唯GDP论英雄的当下，李
学坤、徐秀贞们的这些东西，在
大多数人眼中，可能用处不大也
不值钱，更难以创造现实价值。
但是，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
力，现在很多地方不惜一切代价
搞旅游开发，大建快上搞仿古建
筑，缺少了文化底蕴，再华丽的
建筑，也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
躯壳，还不如利用好这些潜藏在
民间的“宝贝”。 (王传胜)

民间藏品

何处能安家

家住聊城开发区久
和社区的李学坤，二十
年前喜欢上了收藏，这
些年从文物市场淘来各
类票证、字画、烟标、旧
书报、连环画等，堆满了
三间车库。如今，收藏越
来越难，储存更是麻烦，
他梦想着能建一个博物
馆，给这些“宝贝”安个
家。

本报记者 王传胜

记者手记

其中一个车库里，堆放着约有八吨旧书，是他二十年来花费心血淘来的。 本报记者 王传胜 摄

公公路路上上晒晒棉棉籽籽皮皮致致车车毁毁人人亡亡
法院判晒棉者承担30%责任

本报聊城6月11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李利华

潘辉 张明河 任玉堂 ) 东
昌府区的张某驾驶一辆小型客
车在公路上行驶时，轧过在公
路上晾晒的棉籽皮，导致车辆
打滑失控翻入路边水沟。事故
造成张某死亡，张某家人在与
晾晒棉籽皮者李某协商无果后
诉至法院。

4月6日晚上7时半左右，张
某驾驶着自己的小型客车沿乡
村公路由北向南行驶，在行至
郑家镇后景屯路段时，没想到

轧上路上棉籽皮后打滑失控翻
入路西水沟后死亡。

事故发生后，交警队现场
测量张某所驾驶的小型客车侧
滑起点距路东边缘20厘米；侧
滑长度为3310厘米。但是并未
做出事故责任认定。交警队事
故科出具一份证明，张某车辆
侧滑印迹北侧有李某晾晒的
棉籽皮。

张某家人在处理完其后
事之后，多次找晾晒棉籽皮的
李某讨要说法，但是李某一直
很强硬，不予正面回答。无奈

之下，张某家人一纸诉状将李
某告上法庭。

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庭审
后认为，李某在公路上晾晒棉
籽皮，虽然违反交通安全法的
规定，但是在本次交通事故
中，受害人张某驾驶机动车疏
忽大意，措施不当是造成事故
发生的主因，其也未尽到注意
义务，因此在本次事故中，张
某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即
承担本次事故70%责任，李某
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即承
担本次事故30%责任。赔偿张

某的家人死亡赔偿金、丧葬
费、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小
客车车损、精神损害抚慰金共
计76522 .5元。

现在正值麦收时节，在马
路上晒麦子、粮食等物品极易
造成交通事故。如果造成交通
事故，晾晒者需要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提醒
广大的农民朋友，晾晒粮食一
定要选择合适的场地，千万不
要在公路上晾晒。另外，在马
路上晒麦子，还会对麦子造成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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