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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重重庆庆老老

从凯旋路下来，沿着解放东路走，在道
路里侧，围墙之内，紧邻一片蓝色塑钢棚的
小巷往里走100米左右，几间摇摇欲坠的老
房子便是巴县衙门旧址。如今这一片还叫
巴县衙门社区，蓝色塑钢棚下是前几年发现
的国家级文物——老鼓楼衙署遗址，发掘的
宋代高台建筑基址由几百年前的条石和砖
块垒成。渝中区文管所相关负责人介绍，那
座高台建筑基址曾是南宋抗蒙名将余玠的
帅府部分建筑，到明清时，上边有角楼，放置
当时的计时仪器。

要不是有人提醒，巴县衙门很容易就错
过了。几间老房子像风雨中拄杖行走的老
者，感觉风一吹就会倒，早已没有了当年的
气派与风光。旁边用脚手架撑起的砖木结
构民房之所以还在，就是为了支撑这几间老
房子。

不过老房子很讲就，四柱三开间，悬山
屋顶，小青瓦铺面，墙面抹灰，房屋两侧和背
面有封火山墙。房子的基石上还依稀可见
古人精心雕刻的花瓶、花卉浮雕。抬头间，
部分撑拱、挂落、雀替、驼峰等雕花木构件仍
保存完好，木质构件上仕女、武士、雕花、神
兽仍清晰可见，部分表面镏金还熠熠生辉。

屋內正堂装有贴金箔的照面雕花枋，有人
物、山水、花鸟等雕刻。“根据《重庆府志全图》推
测，这几间老房子可能为巴县衙门的衙神祠，供
祭祀所用。”该负责人表示，后来又作为巴县衙门
捕厅衙门的部分建筑。时光荏苒，这几间老房子
还曾做过邮电招待所、企业厂房和居民住房。

重庆老城重庆老城最后一座衙门最后一座衙门
旧址保护修缮方案已于近日完成
关于重庆老城门有

句民谚：太平门，老鼓
楼，时辰报准。在没有
标准钟表的古代，唯有
官府设立的钟鼓楼以铜
壶滴漏记时，以敲钟击
鼓的方式向全城报时。
位于今天渝中下半城解
放东路的太平门内就有
当年的老鼓楼遗址，背靠
金碧山（今人民公园所在
山梁），附近就是当年重
庆衙署的集中地，包括川
东道、重庆府、巴县三大
衙门就在这一带。此外，
这一带还有当年的县文
庙、县学以及白象街、四
方街等繁华之所。因此，
这里曾是重庆城的解放
碑，名副其实最热闹最
核心的地方。

历史就像树叶，曾
经一层一层覆盖的瓦
砾，如今又一层一层剥
开、清理。那道高大巍
峨的太平门在 2013 年
重见天日，发现时只剩
破损的门洞和残缺的城
墙。如今道署、府署已
不在，在解放东路一侧，
一座古代高台建筑基址
之后还留存了几间青瓦
铺面的老房子，那就是
残留的具有近300年历
史的巴县衙门旧址。

昨天，重庆晚报记
者从相关部门获悉，日
前，巴县衙门旧址保护修
缮方案已完成，将启动对
巴县衙门旧址的修缮工
作。这座重庆老城保留
的最后一座衙门，将以新
的面貌与我们见面。

▲青石与木柱已被岁月风化

巴县衙门旧址保
护修缮效果图

▲ 清 代
《重庆府
治全图》
中的巴县
衙门

云南文山20头春三七破壁超细粉，产地直销，宁愿一人买十回，不愿十人买一回。

1800目破壁超细粉正宗文山老三七
每瓶250g限时1元特卖

产地直销特供5000瓶！云南文山20头春三七，1800目破壁超细粉，每瓶250g，可以吃两个多月，每
人限购4瓶活动仅限一周，今日开售400-991-3577

中国云南文山是三七的原产地和主产地，全
世界有98%以上的优质三七都产自于文山。本次
销售三七粉的种植基地，总面积达2000 多亩，位
于文山海拔1500-1800米，北纬23.5°附近的狭窄
地带，生长环境均符合GAP中药材种植。产品原
料严格把关，符合相关标准。吃正宗云南春三七
破壁超细粉，享受健康幸福生活，自上市5年来以
优质的品质得到国内众多中老朋友的认可和青
睐，给他们带了健康和活力。

为响应全民健康发展计划，1瓶体验活动难以

满足众多经济条件不佳，但又想长期食用的中老
年朋友，为此文山通泰商贸有限公司特举办本次1
元特卖活动，回馈广大三七服用者，本活动仅限一
周具体细节如下:

1，活动仅针对年满50周岁的中老年朋友；2，
每人限领4瓶，不得重复申购；3，一年量为5瓶，不
零售，5瓶仅收取1瓶的费用，4，不收快递费，免费
送到家；5，活动截止日期1月16号。

订购热线400-991-3577
广告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
者 何 浩/文 李 野/图
效果图由渝中区提供

卢先生这几天要离开了，因为施
工单位马上要进场，自己就要开始交
接工作了。巴县衙门怎么修缮？按照
修缮方案，是在查阅相关历史资料的
基础上，以原建筑形式、原建筑材料、
原建筑工艺为修缮原则，进行巴县衙
门旧址文物的修缮工作。

“比如，对于台基，按原形制、同材
质的青石，补配踏步石。所用石料看
面纹饰必须原构建相一致，用白灰浆
垒砌并灌溉，外用油灰勾缝。”相关负
责人介绍，当木柱有不同程度的腐朽
而需要修整、加固时，也有严格的剔补
和墩接方法，“古建筑修缮，每一步都
很考究。”

巴县衙门遗址属于渝中区区级文
物保护单位，前临国家级文保单位
——老鼓楼衙署遗址，后接国家级文
保单位——国民政府外交部旧址，再
靠后即是重庆第一座城市公园——渝
中区人民公园，目前正在改造升级，预
计春节前开园。

重庆晚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人民公园
改造现场与国民政府外交部旧址连接的
南侧入口目前正在改造升级之中，加强了
与下半城的联系。按照渝中区历史文化
街区规划方案，未来老鼓楼遗址一带将打
造老鼓楼遗址公园，同时与人民公园有效
衔接，形成城市文化通廊和景观通廊。

这座县衙究竟多大？在此守了好几年
的看门人卢先生激动地用手给重庆晚报记
者比划，当年巷子左右两边都是巴县衙门的
地盘，包括旁边在建的学校。“你进来的巷子
就是当年巴县衙门的中轴线所在。”

在清代张云轩绘制的《重庆府治全图》
上，我们可以一窥当年巴县衙门的全貌。
当时的巴县衙门建在川东道和重庆府衙门
之间，虽然是基层衙门，却修有常规的大
堂、二堂、三堂，同时还外修了一道仪门，用
以发布告示，增加官府威严。在平面布局
上，20多间房围成3个四合院，形成了巴县
衙门的大堂、二堂、三堂。

其中大堂3间，中间的大房子足有200平
方米，是县太爷审案的地方；二堂同样是3间，是
县太爷处理外事的地方；有两列厢房与二堂相
连的是三堂，是县太爷的生活起居之所。据有
关资料显示，当时知县王尔鉴重修时由于过于
豪华，最后被罢免下课。对于这段历史的真伪
我们无从考证，但是，论建筑规模，巴县衙门堪
称当时最牛衙门。

几间老房子
曾是衙门衙神祠

最牛衙门
3个院落20多间房

老鼓楼公园
与人民公园形成通廊1 2 3

▲巴县衙门仅剩的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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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第20180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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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号码
24 15 22 03 20 19 27

特别号码
26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8004期

4445675467.4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800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4 09 22 28 30+01 10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4注
1注
56注
14注
662注
162注

每注奖金
9787367元
5872420元
186520元
111912元
6152元
3691元

应派奖金合计
39149468元
5872420元
10445120元
1566768元
4072624元
597942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800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4 7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800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4 7 8 5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800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3 3 0 0 0 3 0 0 3 3 1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800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3 3 0 0 0 3 0 0 3 3 1 1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