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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重庆
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发布消息称，随着合
川钓鱼城范家堰遗址考古发掘接近尾
声，钓鱼城战时指挥中心也逐渐浮出水
面。

范家堰遗址揭秘抗蒙指挥中心

钓鱼城曾创造了守城抗战36年这
一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但“钓鱼
城之战”的指挥中心在哪，考古专家们回
答这个问题用了10余年，最终因范家堰
遗址的考古发现找到了答案。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袁东
山介绍，2004年，考古人员在奇胜门一
带发现了一条连通城墙内外的地道，这
是当年蒙军秘密挖掘的攻城地道。“奇胜
门区域并不利于攻城，考古人员认为蒙
军试图攻取的很可能是钓鱼城的指挥中
心，于是开始关注范家堰遗址。”

从2007年开始，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究院对范家堰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勘探，
发现了很多建筑遗迹，但当时对建筑性
质、规格都不太清楚。“2013年才正式开
始考古发掘，从目前出土的大规模建筑
遗迹可以判断，这是蒙宋战争时期合州
衙署的所在地，也是钓鱼城战时的指挥
中心。”袁东山说。

衙署主体建筑及园林景观
遗迹得到发掘

范家堰考古发掘面积近7800平方
米，揭露的遗址分为两部分，一是中轴线
上的衙署主体建筑，二是以大型蓄水池
为主的园林景观。重庆日报记者在考古
现场负责人王胜利的带领下走进考古工
地，沿着中轴线拾级而上，一路上条石堆
砌的围墙，部分已经坍塌，让人感受到历
史的沧桑。

“范家堰的合州衙署规制和南宋其
他地方完全不同，有着强烈的地域特

色。”袁东山介绍，范家堰中轴线上的主
体建筑从北至南分别是府门、办事机构、
正厅、后厅，中轴线上只有军政功能，不
见后寝部分的宴息之所。“我们推断是由
于受地势限制，不可能像平地上的府衙
一样把所有的规制建筑全部放在一起。”

在考古现场，左右对称分布的蓄水
池也吸引了重庆日报记者注意。水池的
出水口为镂空的莲花石雕，兼具实用性
和艺术性，水池的边沿还有麒麟高浮
雕。而在范家堰遗址的西侧，也分布着
大面积的水池。“从建筑布局和建造工艺
来看，这些水池兼备蓄水和景观两种功
能。”袁东山说，宋代很多州县都修建有衙
署园林，宋人称之为“郡圃”，合州衙署也
不例外，官圃园林还会定期向民众开放。

出土器物将全部在范家堰
遗址展示

王胜利介绍，范家堰遗址目前发现

清理宋元至明清时期房址、水池、石墙等
各类遗迹144处，出土器物标本1100余
件，出土小件器物100余件。重庆日报
记者在现场看到，出土器物琳琅满目，
包括瓷器、板瓦、铁器等。其中不少器
物已基本修复完成，还原了器物本来的
形状。

这些出土器物将来会向游客展示
吗？袁东山表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展示一定要服务于大众，范家堰遗址
附近将建设小型展厅，出土器物也将
全部在其中展示，有望明年对公众开
放。

钓鱼城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范家堰遗址保护展示工程
于2017年获得国家文物局立项批复，
目前该工程已完成方案设计，同时启
动了方案编制前的勘测工作。建成
后，将进一步提升钓鱼城遗址保护展
示水平。

历时10余年

考古专家确认钓鱼城战时指挥中心
本报见习记者 赵迎昭

著名艺术家罗中立首次面对公众畅谈退休生活：

走到哪里，画到哪里
本报记者 兰世秋

“用重庆话说，我就是一个‘耍娃’。”
“我刚开始当院长没多久，差点递交了辞职信。”
“退休以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回归生活。”
……
4月18日，还是身着黑色衬衫和黑框眼镜，前四

川美术学院院长、著名艺术家罗中立在自己的手稿
展现场——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罗中立美术馆侃
侃而谈。

作为重庆发布“对话大师”系列活动的首位嘉
宾，罗中立首次面对公众谈起了自己退休后的生活。

担任了17年川美院长的罗中立卸任后最爱干
的事情是什么？他对于扶持青年艺术家的成长有着
怎样的观点？他的艺术之路上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
故事？

当院长之初差点交辞职信
退休后最爱干的事是到山里去

“一干就是17年，成为川美任职时间最长的院
长，这是我自己怎么都没有想到的。”罗中立说，事实
上，刚刚当院长时，自己是在挣扎和纠结中度过的，

“用重庆话说，我就是一个‘耍娃’。上世纪80年代
从国外进修回来后，我就买了一辆摩托车，常常往山
里跑。出行对于搞艺术创作的人来说，就是一种充
电。”

罗中立坦言，当院长之前自己是普普通通的老
师，一心一意搞创作，不想分散自己的精力。因此，

“我刚开始当院长没多久，差点递交了辞职信。”还
好，他最终坚持了下来。

即便是在繁忙的工作中，罗中立也没有放弃自
己的艺术创作，乘坐飞机的时间、开会的间隙，他都
会画手稿，随手拿到什么就画在上面，他有的手稿甚
至是画在飞机上的呕吐袋上的。

“能够把自己的爱好和工作结合起来是最幸福、
最理想的事情。”罗中立说，当院长时，因为太忙了，
他就用琐碎的、缝隙的时间来画画，“艺术创作的状
态不能丢掉，就像学戏的人要天天吊嗓子，学体育的
人每天要活动一下筋骨一样，这个状态至关重要。”

2015年，罗中立退休。但他说，“在艺术创作
上，我没有退不退休的概念。”

去年底，他在罗中立美术馆举办了最大规模的
一次个人作品展——“正在发生——罗中立手稿展
（1963-2017）”。展览展出了他从1963年至今的
400余件珍贵手稿作品、部分创作作品以及近10年
来全新的实验性雕塑创作，勾勒出其半个世纪的艺
术轨迹。

接下来，他还将把手稿中的一部分完成。罗中
立说，很庆幸，退休之后，自己还保持着艺术创作的
状态，还在继续画画，“当我回到原来的时候，我希望

我的声音和图像还是那么清晰。”
出行，成为他退休之后的重点，仍然是走到哪里

画到哪里。2016年，他给自己安排了6次出国旅
游。“退休以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回归生活，没有公
务缠身，出门就是傻玩，没心没肺地大笑，日子过得
很随性。”

而大巴山仍是他出行最主要的目的地，活动的
前一天，他才刚刚从四川的平昌回来。“我从大学开
始就经常去大巴山，那里可以说是我艺术人生的开
始。我不爱抽烟喝酒，也不打麻将，最爱干的事情就
是到山里去。”

办学校如同打造酒窖
酒窖不好，好料也会被糟蹋

虽然已经年近七旬，但罗中立每次出现在众人
面前时都充满活力，这样的活力也感染着他身边的
人。那么，他是如何扶持青年艺术家的成长的？对
于办学，他又有着怎样的理念？

“重庆美术是有资源优势的，是属于‘国家队’，
甚至是有国际影响力的。”罗中立说，青年人就是未
来，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他一直很注重对青年艺术家的培养，1992年创
建的罗中立油画奖学金，就是用于鼓励全国艺术院
校研究生和本科优秀毕业生。

“我们当老师的都知道，遇到一个尖子生，是很
不容易的。可是，优秀的学生毕业离开川美，不得不
为生活奔波，面对现实，也许他的艺术激情就消解
了，这很可惜。”因此，在川美黄桷坪校区，他将废弃
的坦克仓库改建成一个公益的艺术空间——坦克
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提供给有才华的学生作为工
作室。

而在川美虎溪校区，他又一手打造了5万多平
方米的虎溪公社，拥有357个工作室的虎溪公社被
誉为“国内最大的画家村”。而这357个工作室有相
当一部分是留给青年艺术家使用的。

罗中立认为，工作室应该是艺术家的标配。当
年，川美的老院长叶毓山把空出来的学生宿舍拿出
来给罗中立和他的同学们做工作室，就是那小小的
几个平方米的工作室里，诞生了一批具有时代意义
的作品，走出了一批影响中国美术的艺术家，罗中立
的油画《父亲》就是在那里画出来的。

“建这些工作室，我是想要为那些有才华、有抱
负的年轻人扶上一程、送上一程。”罗中立说。

罗中立把办学比喻成打造酒窖。“其实学校只要
提供了好的空间和条件，学生们就会努力去做好的作
品。办学校如同打造酒窖，有了好的酒窖，就自然会
有好酒。如果酒窖没有打造好，好料也会被糟蹋，这
是我的一个体会，也是对年轻人的期望，希望他们坚

持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并努力去实现它。”罗中立说。

油画《父亲》
见证了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的过程

提到罗中立，自然不能不提他最具代表性的作
品——油画《父亲》。

罗中立笑称，其实1977年自己考川美时，是想
报考国画专业，因为他原来很喜欢连环画，画过《四
十二根导火绳》《水浒故事》《智取生辰纲》等，但由于
当时国画专业不招生，他只好报考了油画专业。“读
到二年级时，我还不死心，又去报考国画专业的研究
生，可惜古典文学科目没有及格，被刷下来了。”

后来，川美的老师还拿这件事和罗中立开玩笑，
说：“幸好你没有转学国画哦，不然我们就看不到油
画《父亲》了。”

“正在发生——罗中立手稿展（1963-2017）”进
行了《父亲》创作手稿迄今最完整的呈现，共展出了
20余件素描、色稿和相关素材。

在现场互动环节，一位川美大四学生提出，《父
亲》的其中一幅手稿《粒粒皆辛苦》在人物头像的位
置打上了方框，这对于《父亲》的诞生有何意义？

罗中立当即对这位学生表示了赞赏，他说：“这
个手稿是具有颠覆性的突破，因为之前的手稿都是
带着场景的，这幅手稿之后，确定了《父亲》人像的格
局。”

“《父亲》的第一幅手稿画的是公厕旁边守粪的
农民，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当年的农民，为了抢到
一点粪，就住在厕所里，有时候几个人一起抢，粪撒
在地上，他们就用手一点一点把粪捧回桶里去。”罗
中立说。

《父亲》是一件诞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作品，它
的诞生也伴随着争议，有支持的，有反对的。当年，
罗中立还收到全国各地不少美术爱好者给他写的
信，“这样的争议，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改革开放之
初思想解放的过程。”

罗中立称，他将在罗中立美术馆陈列一件6米
高的《父亲》的雕塑，“这件雕塑由川美的团队正在
做。以后，馆里将呈现《父亲》的所有手稿、雕塑，是
一个开放的空间，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父亲》诞生
的整个过程。”

说得兴起，罗中立还站起来，指着一幅幅《父亲》
的手稿现场进行讲解，“比如，《父亲》的这些色稿，你
们看差不多，我看却千差万别，红一点、黄一点，很细
微的差别，都经过了反反复复地琢磨和比较。”

“手稿如同日记，它是人生中的一个可视可见的
记录，多少事都忘记了，但你回过头来看这些手稿，
当时一些场景、人和事，种种信息都涌现出来。”罗中
立说。

▲4月18日，罗中立美术馆，罗中立接受媒体
采访。

◀4月18日，罗中立美术馆，《正在发生——罗
中立手稿展》展览上展出的部分作品。

本组图片由记者苏思摄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4月
17日，市教委发布消息，2018年我
市将继续实施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
定向培养计划。今年面向28个区
县定向培养592名学前教育公费师
范生，学生在修读年限内，均免缴学
费、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

据了解，我市学前教育公费师
范生定向培养计划纳入我市地方公

费师范生培养总计划，与农村小学
全科教师培养计划统筹安排。今年
公费师范生的培养学历为专科层
次，主要采取两类模式：一类是5年
学制，计划招生319人；一类是2年
学制，计划招生273人。

据悉，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毕业
后，优先并主要满足乡镇及师资薄
弱困难地区公办幼儿园招聘用人。

今年重庆定向培养
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592人

本报讯 （记者 张莎）4 月
19日，第六届重庆市“爱在公租房”
社区邻里节在大渡口区半岛逸景公
租房启幕。活动现场，一款由大渡
口区八桥镇开发的“德分宝”微信公
众号受到居民追捧。

记者在现场见到，只要用手机
扫描二维码，就能成为“德分宝”会
员。“之所以叫‘德分宝’，就是希望
能引导大家形成‘行德积分、惟善为
宝’的理念。”八桥镇有关负责人介
绍，登录“德分宝”微信公众号以后，
居民可上传自己或他人参与美德行
为的时间、地点、内容和佐证图片，

经后台工作人员核实后，就能获得
相应的“德分”。当“德分”累计达到
一定标准，可在网络商城换取相应
的物品。

据了解，居民获取“德分”的途
径很多，八桥镇设计了5大类70余
个项目。比如，为居民提供义诊、家
电维修等服务，得6分；义务献血一
次，得5分；为困难居民捐物，得3分；
乘坐公共交通给老人残疾人让座，
得3分；举报违章建筑，得10分……

昨日下午，“德分宝”推出不到
2个小时，已有40多位居民注册成
为会员。

“爱在公租房”社区邻里节走进大渡口

“德分宝”公众号受居民追捧

本报讯 （记者 蔡正奋）4月
19日，江北区在观音桥广场举行

“文明三自觉·管好手足口”践行推
广暨首届“克己奉公·匠心为城”城
市工匠评选活动。

来自江北区机关党员干部，出
租车和客车驾驶员、最美家庭、文明
单位等行业代表，道德模范、市民、
志愿者代表等近千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现场，代表们接力发出“文明三
自觉·管好手足口”倡议，并郑重签
名表态：自觉管好“手”，不乱扔垃
圾、不乱贴乱画、不损坏公物；自觉
管好“足”，排队不加塞、不乱穿马
路、不闯红灯；自觉管好“口”，不高
声喧哗、不随地吐痰、不争吵谩骂。

与此同时，活动现场还举行了
江北区首届“克己奉公·匠心为城”
城市工匠环卫序列评选技能决赛。
参赛的“城市工匠”环卫序列的工人，
现场进行了技能比拼。扎扫把、操
作环卫现代化小型机具，清理果皮
箱乱张贴、清除墙面乱喷涂……先
进的设备、娴熟的技能，让观众大开
眼界。

据江北区文明办负责人介绍，
他们已经通过“文明江北”微博微信
开展了“文明三自觉·管好手足口”
网传活动，邀请广大市民朋友参与
有奖问答互动小游戏，呼吁广大市
民朋友自觉管好手、足、口，不患文
明“手足口病”，争做文明好市民。

江北区举办首届城市工匠评选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张莎）4 月
19日，红樱桃“夏日心爱”活动在万
州区熊家中心小学举行，学校的留
守儿童、困境儿童获得了爱心单位
捐赠的爱心礼包等。

据了解，红樱桃义工协会根据季
节特点打造了“春日植爱、夏日心爱、
秋日俭爱、冬日针爱”这4个活动品
牌。在此次“夏日心爱”活动中，该协
会送达3万份爱心礼包，用于关爱帮
扶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的乡村学

校少年宫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三峡
都市报社的爱心读者家庭和红樱桃
义工协会的志愿者一道，来到熊家镇
红星村的樱桃园里，现场采摘红樱桃
并出资义买。红樱桃义工协会负责
人还现场开设“红樱桃讲堂”，向学校
女童普及青春期生理、心理知识。

据了解，目前该协会已在全市
10余个区县开展了600余场针对
女童生理、心理健康的“红樱桃讲
堂”，惠及了8万多名女童。

红樱桃“夏日心爱”活动走进万州

本报讯 （记者 韩毅）手游
《荒野行动》在朋友圈持续刷屏，刺
激的游戏情节获得玩家好评。4月
22日，仙女山将推出国内首个景区
线下游戏——仙女山行动，打造现
实版《荒野行动》。

仙女山景区拥有独具魅力的高
山草原、南国罕见的林海雪原、青幽
秀美的丛林碧野，是玩现实版《荒野
行动》游戏的绝佳场所。此次，景区

推出这一项目，依照仙女山独特地
理位置，设置了寻找装备卡、空投物
资点、轰炸区等，以及起伏公路、神
秘草屋、广阔草原、丛林花海等多个
打卡地，让玩家在实景中穿梭战斗，
确保拥有最震撼的游戏体验感。

据悉，此次活动邀请了3名知
名游戏女主播进行全程直播，比赛
结束后获胜者可获得武隆土特产等
奖品。

现实版《荒野行动》落户仙女山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任雪
萍）今年4月23日，是第23个世界
读书日。随着一年一度的读书日即
将来临，我市南岸区、沙坪坝区纷纷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
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
还复来……”4月19日，朗朗的读
书声回荡在南岸区文化艺术中心剧
场里——南岸区2018全民阅读活
动由此拉开了帷幕。

台上，来自珊瑚实验小学、南坪
实验小学的孩子们或诵读、或表演、
或歌唱，将一首首文学经典搬上了
舞台。台下，观众们沉浸其中。

今年，南岸区全民阅读活动将
放大招：一是在弹子石老街新开“大
众书局”，邀请文化界名人推荐书
籍；二是在公园、商圈里投放100个

“南书坊”24小时自助书吧，让图书
更好地共享起来，引导全民阅读。

沙坪坝区的读书活动也精彩纷
呈。重庆日报记者从沙坪坝区文化
委获悉，在“4·23”世界读书日前
后，该区将推出“全民阅读日”十大
系列活动，通过引导民众爱上阅读、
一起阅读，在全区形成良好的人文
阅读风尚。

据了解，在4月23日世界读书
日当天，沙坪坝区将在重庆图书馆
开展回归阅读——巴渝魂诵读盛典
暨沙坪坝区2018年全民阅读活动
启动仪式，让市民在诗词诵读中了
解巴渝文化。同一天，在土主镇小
学，一堂别开生面的甲骨文课也将
开讲。而从4月至10月，在南开小
学、滨江小学等还将举办“爱读书·
爱生活”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吟诵经
典。

活动期间，为方便老百姓阅
读，沙坪坝区第四家24小时城市
书房——凤天路店也将正式对外
开放。

为了鼓励市民阅读，沙坪坝区
还开展了“群众读书·政府买单”的
活动。今年内，读者在沙坪坝区书
城等地选购图书后，可凭购书票据
到沙坪坝区图书馆报销购书费用，
但阅读完购买的图书后需归还至书
城或沙区图书馆。此外，还将举办

“换书大集”活动，让好书、好刊流动
起来，盘活市民手中藏书，为阅读更
多图书提供平台。

沙坪坝区文化委还充分利用公
共文化资源，凝聚社会合力，在活动
期间开展形式多样的讲座。

“4·23”世界读书日来临

南岸沙坪坝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