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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香火社戏不断 如今街破摊乱

百年老街鲁祖庙将变传统风貌区
渝中区鲁祖庙传统风貌区保护规划草案正在进行公示，
将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花市、美食、老巷……位
于渝中区的鲁祖庙老街，在
市民心中极具老重庆市井味
道。当鲁祖庙花市淡出人们
视线时，不少人也曾担忧鲁
祖庙老街未来将何去何从。
上 游 新 闻·重 庆 晨 报 记
者从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获悉，渝中区鲁祖庙传统
风貌区保护规划草案正在官
方网站进行公示，未来将更
好地保护利用，成为鲁祖庙
传统风貌区，还原老重庆的
风味，成为重庆传统文化的
重要载体，规划草案将持续
公示到 1 月 23 日。

▲昨日，
渝中区鲁祖庙片区现状。
上游新闻记者 甘侠义 摄
◀渝中区鲁祖庙传统风貌区保
护规划草案效果图。

成为重庆传统文化的载体

渝中区鲁祖庙原址在民生路小学下面，街
区形成已经有上百年历史，距今已经有近108
年。不少老建筑建于上世纪20-70年代，是一
条市井老街区。
鲁祖庙街道的第一幢建筑便是三四十年代
的“世界书局”，是当时重庆最大的图书公司和
文化活动场所之一，是充满了市井文化和人间
烟火的古巷。以前，鲁祖庙的社戏和香火也是
热闹非凡，是重庆人生活和民俗的写照。
这条百年老街颇具历史年代感，小巷纵横、
建筑老旧，后来慢慢形成了花市，
这就是人们熟
知的鲁祖庙花市。市民在过节时，喜欢顺便来
买束花回家；不少年轻人在情人节这天会来订
花，
捧着红玫瑰送给自己心爱的人。
100多米的老街，拥有川流不息的人群、地
道美味的重庆美食、花香四溢的鲜花铺子，
充满
了市井气息。也许你还记得，这里有好吃的藕
汤、豆花，也有重庆小面花市碗杂，都是重庆人
喜欢的美食。鲁祖庙给重庆一代代人留下了不
少回忆，
是重庆生活的缩影，也是感受老重庆味
道的好去处。

如今的鲁祖庙老街，破旧的老房、随意的摊
点、坑洼的路面，
已经不适应发展，
将进行
“提档
升级”
。
鲁祖庙老街所处地段条件优越，毗邻解放
碑、较场口，
是轨道交通一、二号线经过的区域，
交通优势明显；街区周边商贸环境已经成熟，紧
邻核心解放碑商圈，30度街吧、日月光广场，以
及在建的重庆塔等地标建筑均近在咫尺。
未来，
鲁祖庙老街将成为传统风貌区，
是重
庆重要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它与十八梯、磁
器口、金刚碑、鱼洞历史文化街区、湖广会馆及
东水门历史文化街区、人民大礼堂传统风貌区
等共同组成了重庆传统文化的载体。
据介绍，规划区北至大同路、东至民生路、
西至石灰市，建设单位是重庆解放碑中央商务
区管理委员会，该项目保护规划草案已编制完
成，主要规划内容有三部分：总体设计、道路规
划、绿化布置；历史资源要素保护与利用，包括
空间格局、街巷肌理、建筑、景观环境等；
建筑风
貌意向规划。规划范围共六个地块，其中有一
个核心保护区地块。

不断学习，他从农民工成长为高级技师
交给任相福独立完成。
“黄师傅的实干精神对
我的影响最大。
”任相福说。
正是师傅的影响，
任相福不断的摸索和实
践，从一名年轻铆工成长为一名高级技师，成
为大家公认的技术能手。2010 年，任相福被
授 予“ 全 国 冶 金 建 设 行 业 技 术 能 手 ”称 号 。
2012 年，他又被评为第十一届“全国技术能
手”
和重庆市第三届
“优秀技能人才”
。

年过五十，仍不断
“充电”
虽然年过五十，可任相福依然利用业余时
间自学 CAD 制图技术，给自己不断
“充电”
。
重庆国际马戏城是继上海、广州之后，我
国第三个开工建设的高规格杂技表演场地，
其
外形酷似一枚卧着的“鸡蛋”。而正因为这样
任相福（左）正在和同事一起克难攻关。 鲜见的造型，它被称为难度最大、最为复杂的
“异形建筑”。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罗
由两个圆弧组成的重庆国际马戏城，每
薛梅）任相福是中冶建工集团钢构公司冷作
一根龙骨得在拥有不同弯度的同时，呈现不
工高级技师，是大家公认的技术能手，不管是
同的扭度，该建筑外形为复杂空间异形钢结
在 公 司 还 是 业 内 ，大 家 都 喜 欢 叫 他“ 任 大
构，整体造型奇特。
“ 马戏城是一个钢结构建
师”。的确，他就是明符其实的大师。2013
筑，所谓‘异形’，就是说没有一根龙骨是横平
年 11 月就创立了任相福冷作工技能大师工
竖直的，全部是异形，没有统一的标准。”任相
作室，2015 年 9 月晋升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
福说，马戏城项目对钢筋的弧度要求高，自己
作室。
在这行干了 30 多年，普通施工图看两三遍就
能弄懂。而国际马戏城的设计图，足足看了
专业不对口，
他仍爱岗敬业
一个多月，才摸出门道。为了加工这样的特
这一路，他从农民工到铆工学徒，再到初
殊结构，任相福和他的团队利用两台千吨级
级工、高级工、高级技师……靠着不断的努力
的液压顶，量身设计了两台顶弯装置和整体
与学习，
任相福已成为全国冷作工行业的佼佼
空间拼装胎架。
者。
同时，
该两项装置的设计和取得的成功获
1987 年，21 岁的任相福职高毕业后以农
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民合同工的身份进入中冶建工的前身十八冶，
在任相福 31 年的“铆工生涯”中，这只是
成为一名普通的铆工。然而，
任相福在职高期
他所攻克技术难题中的一小部分。仅任相福
间，学的是果树栽培。
“进中冶建工之前，我从
工作室成立以来，
就先后协同生产部门完成了
来没有接触过铆工。
”
大直径厚壁钢管冷弯成型技术和大截面扭曲
进入十八冶后，任相福师从黄信贵学习铆
钢箱加工技术等 22 项科技成果的攻关，解决
工技术。半年后，
黄信贵便将矿槽安装的工作
了 20 多项生产技术难题。

故事

▲

街区形成已有上百年历史

曾经香火兴旺 戏台夜夜有戏

根据记载，鲁祖庙建于1911辛亥之年，重
庆正处于开埠扩城的重要时期，重庆码头成为
通商口岸，一时间，商贾云集，店铺商号林立，
沿江码头一带土地稀罕逼仄，
人们开始大规模
向山顶悬崖寻求商业空间、栖息发展的立锥之
地。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各类人士聚集，
人们大兴土木、大肆扩城，
而在一个两江交汇，
山峦起伏的群山上建一座城市是何等不易。
一时期工伤事故频频，人心惶惶，地方政府也
时常是顾此失彼无所适从。
当时，工匠艺人众多，政府一时也管理不
过来，由此派生出各行业堂口公会组织，后由
木业公会发起出资在民生路旁建鲁班神庙一
座，神庙两旁各建一幢二层楼厢房，形成一个
天井坝子，在坝子前面同时建了一个戏台。
由于这座庙子完全来自民间自发兴建，
所
以，
它规模不大，
也不需养寺庙住持，庙里只是
供奉着鲁班先师和他的几个弟子。任由百姓
供奉祭祀，降灾祈福，自行打理。没想到庙门
一开，竟然真的让重庆从此顺风顺水，香火自

然也鼎盛起来。戏台也是天天唱，夜夜有戏，
是当时重庆主城老百姓最为喜欢的消遣娱乐
场所。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飞机轰炸重庆，近在
咫尺的解放碑，较场口一带经常被炸得面目全
非，而鲁祖庙附近的商铺住家却是安然无恙，
一次次灾难都没有波及到它。
这座庙香火一烧就烧了几十年，从未间
断。新中国建立，
百业待兴，学校资源稀缺，
渝
中区的几乎所有寺庙都成为各中小学校的所
在，鲁祖庙也不例外，这个庙里的小学就曾叫
做鲁祖庙小学校。
当时虽然把庙子改成了学校，
其实也只是
把旁边的耳房和厢房拿来做了教室和办公室，
中间正殿大堂还一直供奉着鲁班先师和他的
弟子们，
香火也一直持续不断地烧着。
鲁祖庙自改成学校之后，
鲁祖庙再也不复
存在，
只有庙名没有庙。这也是这座城市的人
都知道鲁祖庙，却不知道它到底在哪里的原
因。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蒋艳

好年货、好价格、好服务
苏宁易购
“三好”年货节上线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胡
科）日前，苏宁易购正式开启2019年货节。苏
宁易购总裁侯恩龙宣布，此次年货节聚焦“三
好”，通过“好年货、好价格、好服务”让消费者
过一个放心年。其中，
海外洋味、中华老字号、
苏福定制年货、春节膨胀红包、福气小镇等诸
多货品玩法、全新年味，将在苏宁年货节期间
一一亮相。
据悉，在1月8日、1月10日、1月11日安排

有三大主题日，此时购物很划算。针对春节吃
玩宅乐等场景，1月14日到1月28日还将推出
四大苏福周。此外，苏宁还将送出超1亿购物
补贴、3000万分期免息。
苏宁方面表示，年货节期间，苏宁服务不
放假、不涨价，包括物流运费、家政保洁、家电
维修等。只要在苏宁易购下单，最快半日即可
收到新鲜的生鲜产品，
方便又快捷。

我市目前最大的户外温度计亮相机场路，高达 11 米

昨日，一支巨型温度计出现在机场路
轨道 3 号线金渝站附近的重庆红酒博物馆
建筑外墙上，吸引了许多市民的眼球。据
悉，
这是我市目前最大的户外温度计。
上游新闻记者 杨新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