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人酒桌上划拳
经常会提到“七星岗”，
而且在老重庆人心中，
走进位于七星岗的通远

门才叫“进城”。由于山坡地形因
素加上丰富的历史文化，七星岗
一带有很多沿用数百年的街巷
名。比如至圣宫、鼓楼巷、领事
巷、和平路、天官府……这些街巷
名今天听起来仍觉得来头不小，
让人充满好奇。

记者从渝中区七星岗街道获
悉，由该街道组织文史专家编写
的《街街巷巷七星岗》已正式与大
家见面。该书介绍了辖区内至今
沿用以及消失地名的来历、意义
和沿革情况，还有和地名相关的
历史建筑、历史故事、历史人物
等。不仅如此，记者在现场探访
中，发现七星岗的不少老巷如今
又添了新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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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岗的街街巷巷你知道多少？

它们的大名
都来头不小哟

七星岗不少街名有数百年历史

今天的七星岗街道辖区位于重庆至今保留下来的“九开
八闭”老城门之一——通远门城墙内外。通远门是十七门中
唯一一道陆路城门，经观音岩、纯阳洞、两路口、鹅岭、浮图关
等古道通往成都，几百年来商旅往来，热闹非凡。早在明代，
重庆城设有八坊二厢，其中就有通远坊，其大部分为现在七星
岗辖区。

该书相关编辑人员介绍，据考证，通远门城墙内的地名通
远门、金汤街、至圣宫、鼓楼巷、天官府等，在明清时就有了，至
今已有数百年历史。比如，通远门内的天官府，是明代重庆人
蹇义在此修建的府邸，因蹇义曾担任吏部尚书，所以蹇义府邸
取名天官府。

蹇义在明代历经六朝，其中五朝为重臣，其天官府按王府
规格建造，楼屋相连，三进院落，中堂有副御笔楹联：“祈天永
年天官府，与国休戚国老家”。蹇家后人也有不少当过大官，
所以重庆城还有不少蹇姓人家住宅，除天官府外，还有天官
街、蹇家桥、蹇家巷等。这样算起来，天官府至今已有五六百
年历史，在重庆街巷中也算“老大哥”。

放牛巷放过牛还有所神学院

“七星岗一些街巷名的故事一直被市民津津乐道。”七星
岗街道宣传统战委员刘晓东介绍，此次街道组织了十来位文
史专家，历时半年编写了《街街巷巷七星岗》，全面系统的介绍
了一些街巷地名的来历和故事，同时对七星岗一带消失的一
些地名进行了搜集和罗列。其目的就是讲好母城故事，让渝
中母城的街巷文化让更多人了解。

七星岗内的街巷名有很多特征，比如以自然地理实体命
名的安乐洞（街）、潘家沟（巷），或以自然景象命名的华一坡
（巷）、枇杷山（街）。此外，兴隆街、五福街代表了人们对美好
的向往，鼓楼巷和领事巷则因历史古迹命名，得名于抗战时期

的街巷包括捍卫路、胜利路、胜利新村等，甚至还有很多街巷与动物相
关。比如今天还在使用的放牛巷，这段不到300米的街巷蜿蜒曲折、僻
静优雅，颇具山城特色，现在还可以行车。但是在清末重庆开埠前，重
庆城人口并不多，这一带几乎是悬崖陡坡，在上面建房子相对困难，荒
地荒坡上就长满了草，所以就有人放牛，随着人口增多，这一带就建起
了房子，形成了街巷。放牛巷不仅与放牛有关，这条街巷还与教育有很
大渊源。据该书编辑人员李正权介绍，1944年，一位叫陈崇桂的人在
放牛巷50号创办了神学院，这是一所不受外国教会控制的大学，里面
的优秀学生还能送到国外深造。不仅如此，放牛巷曾经还有所放牛巷
小学，是重庆早年为数不多的“完小”。

此外，离放牛巷很近的火药局街就因火药局得名。清末时候，这里
是悬崖陡坡，加上建筑少，这里存放火药相对安全。而且这里离打枪坝
不远，打枪需要火药，也方便供给。渝中区下半城有个地名叫老鼓楼，
在七星岗通远门城墙上有个地名叫鼓楼巷，这也和曾经城墙上的鼓楼
有关。因为鼓楼，这里还形成了鼓楼街，实际就是一条顺城街。

打造新街景部分街巷再焕生机

至于七星岗的得名，记者从书中了解到，清代通远门外曾修石缸七
口，防北斗星座布设，作消防用，故名七星缸。另说清代此地建有一
座坎形符号的祭坛类建筑，用于祈雨求水，又敬北斗七星，所以名七
星鋼，也叫七星池，后渐次演变为七星岗。在今天的通远门城墙上，
七口水缸打造的北斗七星图案成了不少游客打卡的地方。

由于城市发展，七星岗街道很多街巷已经消失，地名也随之消失，
《街街巷巷七星岗》对一些消失的地名进行了收录。比如1929年，中区
干道修通后，又打开城墙，原来的街巷被占用，本来就短小的街巷更短
小了，大约在1940年，附近的几条街巷被合并，取名和平路。这一带消
失的街巷地名还有吴师爷巷、幺巷子、金鱼塘街，以及四德村、双龙巷、
石门坎、三八巷、上保节院、神仙洞街等。

刘晓东告诉记者，近年来通过社区“微整治”，不少传统街巷通过挖
掘文化资源，打造微景观，呈现出了新街景。比如，七星岗内的一条小
巷至圣宫，这和“大成至圣先师”有关，这一带曾建有祭祀孔子的至圣
宫，也因为至圣宫，周围住户逐渐增加，形成了街巷。如今虽然至圣宫
已消失，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巷入口处打造了至圣宫牌坊，巷内墙上介绍
了很多和老街巷、孔子有关的传统文化。

此外，天官府除了蹇义的大名，抗战时期郭沫若曾在天官府8号居住
过，在渝期间，郭沫若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孔雀胆》等历史话剧，天
官府8号见证了这段历史。如今，郭沫若旧居不仅修缮完成，在旧居附
近，一道文化墙成了这条街靓丽的新街景，文化墙上关于郭沫若与天官府
的历史渊源，还有郭沫若的一些作品，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浩 摄影报道

▲鼓楼巷

▲如今的至圣宫

▲至圣宫巷子

▼通远楼

▲鼓楼巷新景

▶七星岗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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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皆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宋章林与你单位工伤保险待遇争议一案，案
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250号。因无法直接或邮
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
书、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0年4月9日上午9
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
裁四庭216室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
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1月21日
重庆联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机关受理的谭荣全工伤认定申请。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受理决定书、限期举证通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
送达，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逾期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认定。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家之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杨吉国与你单位计时、计件工资争议一案，案
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322号。因无法直接或邮
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
书、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0年4月8日上午9
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
裁四庭216室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
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月21日

告示
由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重庆市

武隆望仙崖景区建设项目（一期）-茶文化博览中
心-茶产品销售商业街（综合管网及景观）工程 现
已竣工，凡涉及本项目所有债权债务关系的个人和
单位，于即日起15日内到我司办理账务结算手续，
逾期恕不办理。联系人：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工程部 高清明。联系电话：023-87809923。
公司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3号4-1。重庆兴
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21 日

重庆市巴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公告
重庆市仁杰汽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陈永红、王顺庆、黄治平、胡杰诉你单位劳动报
酬、二倍工资差额及经济补偿纠纷案（巴南劳人仲案字
〔2020〕第122-125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
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0年4月10
日下午14:30在本委仲裁庭（重庆市巴南区鱼洞下河路34
号四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次日起10日内，
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1月21日

遗失奉节县壹柒伍广告传媒有限
公 司 公 章 一 枚 ， 编 号
5002369805140、税务登记证副本
500236345873149、组织机构代
码证副本34587314-9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快忆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FNTX29）股东会
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至10万元整。
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重庆华旭物流有限渝公司渝BS2560 营运证 500110019602 遗失作废
重庆华旭物流有限渝公司渝BR0165 营运证 500110011668 遗失作废
重庆华旭物流有限渝公司渝BS6286 营运证 500110021169 遗失作废
重庆华旭物流有限渝公司渝BS0685 营运证 500110062143 遗失作废
重庆连庆物流有限渝公司渝AB975挂营运证500110057438遗失作废
重庆万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BL6902营运证号500110037865遗失作废
重庆市荣昌区东方红水库-白云溪河-清升河江河湖库水
系连通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重庆市荣昌区弘禹水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重
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重庆市荣昌区东方
红水库-白云溪河-清升河江河湖库水系连通工程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
信息已在网站 https://pan.baidu.com/s/1kJwPD5zx
tlSd6Ccw8EVKKw提取码：ss1w上发布，如需要了解该
项目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询。
建设单位：重庆市荣昌区弘禹水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何
老师925794042@qq.com，023-85265159
环评单位：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覃老师
498545845@qq.com，023-62668337
重庆市荣昌区弘禹水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0.1.20

王乾不慎遗失重庆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北碚分公
司已开具金额玖万壹仟叁佰玖拾陆元捌角物业保证金收
据，收据编号为2351551；重庆北碚万达广场置业有限公
司已开具金额壹拾叁万柒仟零玖拾伍元贰角履约保证金
收据，收据编号为2354038，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创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本机关受理的林自友工伤认定申请。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受理决定书、限期举
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逾期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认定。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债权债务完清公告
重庆市万州区昌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
大足区2017年度铁山三驱高升片区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三标段工程已竣工结算。凡与该
工程项目有经济活动的单位或个人限于2020
年1月 21日至 2020年 2月10日前双方完清
其债权债务, 逾期视为自动弃权，同时不再受
理和承担相应经济及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办公室58154389
向老师15823710979 陶老师 15320613776

重庆市万州区昌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1月21日

遗失顾耀星从业资格证500228199708104574声明作废。富进万盛分公司渝BJ7327营运
证500110021327遗失。傲博綦江分公司渝BN8537营运证500222037124遗失作废。重
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渝BR9181营运证遗失。 唐华国渝D65067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作废，重庆汰泓物流有限公司渝G28060渝GF0187道路运输证作废，涪陵区
金炬物流有限公司渝G27676道路运输证作废，涪陵区新妙运输公司渝G20829道路运输证
作废，重庆乙博物流有限公司渝D54253渝D62529道路运输证作废，重庆恒腾物流有限公
司渝G23022道路运输证作废，重庆犇鼎物流有限公司渝GG1656道路运输证作废，重庆新
东源物流有限公司渝D22915道路运输证作废，涪陵区勤畅物流有限公司渝D30371道路运
输证作废，重庆嘉特物流有限公司渝GF0081道路运输证作废，重庆佳亿物流有限公司渝
D83297道路运输证作废，重庆博运物流有限公司渝D62032渝G3992挂道路运输证作废。

公 告
重庆第六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与重庆锐鑫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于2013年7月5日签订了关于“渝高香洲三期工
程(32#、33#、35#及车库C区)”《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
合同》，鉴于该工程自2015年4月竣工后，重庆锐鑫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一直迟迟不来重庆六建公司办理该工程
的结算，因为时间拖延长达5年之久，故登报声明：该劳
务 分 包 工 程 的 结 算 款 8881975.00 元 ，已 付 款
8881975.00元，未付0.00元，另六建公司还垫付了重庆
锐鑫公司未开发票8881975.00元的税金成本和其他垫付
的塔吊款、水电费、包干费、整改人工材料赔付款等费用，重
庆第六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不欠重庆锐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任何款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重庆锐鑫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来重庆第六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办理结算手续，否则将
视同重庆锐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放弃自己的权利，所有结算
金额以重庆第六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金额为准。

特此登报声明。
重庆第六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月21日

●上海领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机动车统一发票注册登记联
一张发票代码131001820661发票号码00152372合计一份声明作废
●遗失九龙坡区白市驿镇半边街19号产权人王子云房
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编号九征（2018）梁滩河字菉102号

注销公告：经重庆沛力经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122103386）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
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
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月21日

●渝北区馨梦化妆品经营部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编号：5001122007520，声明作废
●徐晓阳(身份证号510302197109262049)医师资格证
书遗失，编号199851110510302710926204声明遗失
●遗失重庆原来是你酒吧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元世建材有限公司公章一枚
（印章编号5003834022033），声明作废。
●刘永洁、朱良军之子朱志辉在2013年9月21日
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13167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宝向臻建材有限公司印章备案
回执 ，编号 50038120190426024 声明作废
●遗失2014.7.10发九龙坡区中梁山善与杰日用品咨询服务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7602279468，声明作废
●遗失张厶文身份证50010819990203232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英锐航空旅游用品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壹枚（编号5001132026892）声明作废
●遗失肖霞保险执业证500109199212021922声明作废

●遗失殷召华身份证510222197001185432作废
●遗失李珊珊出生医学证明，编号C500999999作废
●遗失2018.4.11发刘启国执照副本92500109MA5XWBCD39作废
●遗失白宇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134736，声明作废
●重庆竑烈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光大银行重庆九龙园区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39540188000061048核准号J6530077574401声明作废
● 遗 失 重 庆 市 巴 南 区 海 角 花 木 种 植 场 公 章 壹 枚（编 号
5001132010753）、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32010754）声明作废
●遗失沙坪坝区俊腾机械厂财务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2018.1.9核发的重庆业之峰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563489305F声明作废
●遗失2019.1.18核发的个体户彭啟庸(北部新区皇蓉美容院)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000MA5XY9X57P声明作废
●遗失江北区金麦源酒店发票章，编号5001057004061声明作废
●遗失2017.2.22核发的个体户胡登祥(重庆市渝北区宏发卷闸门厂)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UC5JN1C声明作废
●鲁业林遗失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印章，
编号渝282121335223（00）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