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2日， 对我来说是一个

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天，我与妈妈

来到了贵阳市的地标性建筑 ----

筑城广场,心里莫名地激动。 是因

为什么呢， 我可不是来参观旅游

的， 我们跟随小记者团来探访筑

城广场的历史秘密。

筑城广场位于贵阳老城区中

心，广场建筑风格恢弘大气，既有

中国传统的建筑， 也有西方建筑

风格。 位于筑城广场中央有一座

伟人像。他是谁呢？他就是我们最

敬爱的毛爷爷。 据带队的聂俊老

师介绍，伟人像高度 12.26 米，为

什么是 12.26 呢， 因为那是毛爷

爷的生日，雕像基座 7.1 米高，跟

党的生日吻合， 主席台占地面积

960米，跟咱们美丽中国国土面积

960万平方公立相呼应，旗杆高度

为 19.49 米， 寓意着咱们新中国

成立的日子， 那么多的数据都有

其代表的意义， 今天可真的涨知

识了。

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会知道

得这么详细， 其实是敬爱的聂老

师告诉我们的， 聂老师是一位知

识渊博的老师， 讲课一点都不枯

燥，很是有趣，经常在讲课当中跟

我们开玩笑， 我非常喜欢聂老师

的课。 我们所在的筑城广场其实

有过很多的名字，例如春雷广场、

人民广场， 其由来还有很多历史

故事。

一天的时间很短暂， 但是单

单一座毛爷爷雕像就包含那么多

的知识，让我们收获很多，当然还

有一些其他的建筑， 这里就不一

一讲了， 我想说， 今天我是一位

“小记者”了！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 “行走的课

堂·主题周末课” 跟着聂老师探访老

贵阳之第六站， 来到了筑城广场，15

名小记者跟聂老师一起， 探访筑城广

场的前世今生， 并了解了百年贵阳一

中的厚重历史。

活动当天， 下了几天雨的贵阳终

于放晴了， 筑城广场上多了许多休闲

娱乐的市民， 活动刚开始就吸引了众

多市民驻足围观。

在筑城广场毛主席像前， 聂老师

给大家讲述广场沧桑———春雷广场如

何建成， 然后展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的广场老照片。

聂老师告诉小记者们，80 年代，

北广场上建成的工人文化宫， 曾是市

民看电影、借书看书和跳舞的好去处；

1999 年，北广场整体改建，拆除工人

文化宫和旁边的新桥仓库， 变为以花

钟和金字塔为标志的大片草坪；2011

年底，广场再次改建，并改名为筑城广

场，老贵阳一中被全部拆除。

听完了广场的变迁， 其中一位小

记者说道：“筑城广场经历了这么多

次的变迁， 可是毛主席的雕像仍然屹

立在此， 已经成为广场上不可缺少的

一景啦。 ”

“南广场面积 16000 平方米。 塑

有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身穿军装、招

手致意的巨型雕像，像高 12.26 米，像

座 7.1 米，主席台面积 960 平方米，主

席台地面距广场基础地面的高度为

2.8 米，广场上的五星红旗升到 19.49

米。 这些数字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寓

意。 ” 聂老师接着向小记者介绍。

“连我们这种生活了三十多年的

老贵阳人都不知道这些意思呢， 今天

真是借小记者的光， 跟着聂老师学到

了不少知识。 ” 一位小记者家长在活

动现场如是说。

在看过筑城广场后， 聂老师又带

着小记者们看了老贵阳一中的旧址。

通过仅有的牌匾和老照片看百年名校

老贵阳一中的“前世” 。在场的家长中

也有一中的校友， 看到现已拆除的广

场， 回忆起自己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奋

斗的青葱岁月。

一位小记者的奶奶告诉这名小记

者：“以前你爸爸在这里上学的时候，

我每周都要来两三次，看看你爸爸。 ”

家长们的回忆鼓舞着在场的小记

者们， 纷纷表示要好好学习争取考入

这所百年名校。

探访老贵阳主题周末课仍在继

续， 我们将带着更多小记者家庭去我

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找寻更多“老贵

阳记忆” 。 李文雯 本报记者 聂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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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筑城广场 探访贵阳客厅

小

记者作品

11月 2日， 我们贵阳晚报小

记者在聂老师的带领下， 来到了

坐落在南明区遵义路的筑城广

场。 筑城广场是 1968年修建而成

的， 这个广场刚开始并不叫筑城

广场，刚开始是叫春雷广场，1979

年改名为人民广场，2011 年改名

为筑城广场。

广场最有标志性的建筑属广

场中央的毛主席雕像， 雕像的背

后是一栋鼓楼形状的民族博物

馆。 这座雕像高 12.26米，这代表

的是毛主席的生日； 雕像的基座

高 7.1 米高， 代表中国国产党成

立的日子；旗杆高度是 19.49 米，

这代表着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

日子。 主席台的面积有 960㎡，代

表我国的国土面积有 960 万平方

米。 我第一次知道这座雕像的数

字有这么多的意义， 真的是涨知

识了。

筑城广场的“筑” 字是贵阳

的简称， 广场从开始的春雷广场

到后来的人民广场， 再最后更名

为筑城广场， 说明贵阳发生着巨

大的变化，从七八十年代的落后，

再到今天的繁华， 表明着社会的

进步和贵阳城市的快速发展。 我

爱我的家乡，我爱贵阳。

一段时间的阴沉天气后，天

空中露出了太阳公公的笑脸。 星

期五下午， 我和其他贵阳晚报的

小记者们在聂老师的带领下，参

观了筑城广场， 探访贵阳的历史

变迁。

在广场毛主席像前， 聂老师

给大家讲述广场沧桑———春雷广

场如何建成， 然后展示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广场老照片。

广场上， 有一个栩栩如生的

毛主席雕像， 聂老师给我们介绍

了雕像的意义。 这座毛主席雕像

总高 12.26 米， 代表的是毛主席

的诞辰日；塑像像身的高度为 7.1

米，寓意中国共产党建党日；底座

高度 96.6米， 寓意我们祖国 960

万平方公里。 主席台前面墙上还

刻有毛泽东的手书诗词《满江红·

和郭沫若》。

从春雷广场到人民广场，到

今天的筑城广场， 经过了不断的

改建，筑城广场旧貌换新颜，变漂

亮了， 也见证了贵阳这座城市的

变化。 原来的贵阳都是砖瓦房，道

路狭窄，到现在的高楼林立，道路

宽敞，并且因为“爽爽的贵阳” ，

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咱们贵

阳旅游观光。

时间过得很快，探访结束了，

但我依然意犹未尽， 仍沉浸在寻

访历史的变迁中。 作为小记者，我

们要记录下这些宝贵的历史，并

且把它推广介绍， 让更多的人知

道贵阳，了解贵阳。 祝福咱们的贵

阳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强大。

广场变迁 见证历史

王子瑞 实验二小学宅吉校区二（7）班

看广场涨知识

蔡紫婷 苗苗实验学校四（6）班

扫描二维码， 加入贵阳晚报

小记者团，了解更多活动资讯

收获满满

郑雅新 实验二小四（5）班

11 月 2 日， 天气非常好，红

红的太阳照在人的身上暖暖的，

在阳光的照射下，我们来到了筑

城广场。 经过聂老师的讲解，我

知道了筑城广场之前还有两个

名字，一个叫春雷广场，一个叫

人民广场。

听聂老师说，1968 年刚修建

的时候叫春雷广场，那时候广场

周围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宽广

的马路，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安静。

后来改名人民广场，这个时候的

广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高楼大厦也从无到有。

站在伟大的毛主席像前，我

知道了毛主席像高 12.26 米，这

代表了主席的生日。 基座高 7.1

米，这代表了党的生日。平台 960

平米， 代表了国土的面积是 960

万平方公里。旗杆 19.49米，代表

了 1949新中国成立。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我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报效国

家， 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的进

步， 将我们的贵阳建设得更家美

好，把筑城广场修建得更加美丽。

筑城广场的变迁

谢才钦 实验二小二（2）班

11 月 2 日，我参加了贵阳晚报小记

者团的活动， 由贵阳晚报最有名的老记

者聂老师，带领 15个小记者探访贵阳筑

城广场。经过聂老师的介绍，让我们了解

到了筑城广场的历史与现在。

贵阳的筑城广场位于美丽的南明河

畔，建于 1967 年，被遵义路分隔为南北

两个广场。 这里最早叫“竹林寨” ，曾经

是清竹茂密，鸡犬之声相闻的农家居所。

抗日战争开始了， 由于战争的需要砍伐

许多青竹，从此“竹林寨” 在这个名字就

不存在了。

现在筑城广场最有名的要数毛主席

的雕像了。 看到“他”高高在上的样子，

非常的威武，多么壮观啊！毛主席的雕像

修建于 1970年， 至今已经有 48 年的历

史啦！毛主席的雕像有 12.26米，代表了

毛主席的生日，基座高 7.1米，是党的生

日，平台有 960㎡，表现的是中国土地的

总面积 960万平方公里， 平台到地面有

2.8 米高， 代表了从战争开始到解放有

28 年， 升旗仪式的旗杆有 19.49 米高，

是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

筑城广场曾经叫“春雷广场” ，这是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据人民日报的一篇

文章取的名字。1979年，广场改名为“人

民广场” ，2011 年根据贵阳简称又改名

为“筑城广场” 。

随着时间的变化， 筑城广场变得越

来越漂亮。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要把

我的故乡贵阳建设得更加美好！

走进筑城广场

雷芊羽

花果园苗苗实验小学三（13）班

我来走坊老贵阳， 一眼望去那里雄

伟、壮丽，蔚为壮观。

近看，毛主席塑像矗立在中央，好像

在向我们频频挥手。 雕像的每一个数字

都有它特殊的含义。

在筑城广场毛主席像前， 聂老师给

我们讲述广场的历史， 以前名叫春雷广

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建成的。聂老师还

给我们看了当时的广场照片。 那时候的

广场人很少，周边的建筑也不高，马路也

很狭窄。

聂老师说，后来，广场上建成了工人

文化宫，曾是市民看电影、借书看和跳舞

的好去处。 1999年，广场整体改建，拆除

工人文化宫和旁边的新桥仓库， 变为以

花钟和金字塔为标志的大片草坪；2011

年底广场再次改建，并改名为筑城广场，

旁边的贵阳一中也被全部拆除， 搬到了

观山湖区去了。

我们的城市贵阳，在建设的过程中，

拆除了很多建筑，这是发展所必须的，但

也希望留下一些有历史意义的东西，让

大家能记住历史。

聂老师还告诉我们， 现在的贵阳一

中，是贵阳最好的高中，要想进贵阳一中

读书，学习成绩必须非常好。我也想以后

读贵阳一中，我会加倍努力的。

探访筑城广场

洪可馨 苗苗实验学校四（8）班

小记者认真听聂老师讲解

趴在墙壁上记录

聂老师正在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