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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宾阳大道与观山西路交叉东南侧项目建

设需要， 位于观山湖区金源社区上麦村 1、2、5

组（化烤山、支青队、宇虹万花城旁）范围内的

坟墓需要迁移。 请上述范围内坟墓的坟主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前尽快到我单位办理有关迁

坟手续，并将坟墓迁移，逾期施工单位将按无主

坟处理，我中心不再另行补偿。

联系人：罗泽荣

联系电话：18798837298�

�����联系地址：观山湖区金源社区上麦村村委会

迁坟公告

贵阳市观山湖区征收安置中心

二 0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遵义海龙

屯考古工作站获悉： 研究者通过梳

理过往资料并实地调查、探测后，确

认了环绕在海龙屯上的 18 处宋代

哨台遗址。 该成果进一步证实，海龙

屯在宋代已具有一定规模， 明末的

防御重心有所转移。

文献资料说，南宋末期，为抵御

蒙军，播州“土司” 经朝廷允许后，

在城外的龙岩山（即今海龙屯）“置

一城以为播州根本” 。 由此可见，在

南宋末期，当时被称为“龙岩新城”

的海龙屯，实际上是一个国防工程。

南宋时期的“龙岩新城” 究竟

有多大？ 大致布局如何？ 因后期记

载、研究不多，人们认识有限。

以贵州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副

馆长李飞博士为主的考古研究团

队， 在整理和研究近年海龙屯考古

发掘资料时，通过仔细梳理，发现了

更多有关南宋时期海龙屯的信息。

其中就包括早先的研究者称， 屯上

有宋代“敌楼”的说法。“敌楼” ，是

指古代城墙上的层楼，也叫谯楼，供

守城瞭望传令、存放军械、遮风避雨

之处，用于加强城墙防御性能。

根据该信息，李飞、韩文华等人在

海龙屯上开展了实地调查， 在南北城

垣内侧 18个地点采集到南宋瓦砾，而

瓦砾的发现表明该处曾有建筑。

经仔细勘察， 海龙屯的南北城

垣均为南宋遗迹。 李飞、韩文华等人

吊着小树下到悬崖一侧调查， 或小

面积掘土探测， 找到大多数尚存的

宋代城墙， 并在个别城墙砖石上发

现了“十九” 、“四渡水” 等文字。

考古研究人员在城墙边上，找

到了被称为“敌楼” 的设施遗址。 目

前发现的这类遗存共 18 处，它们中

部分早年资料有记录， 部分则为新

的发现。 从修建地点看，它们大多建

在城内地面上，而不是在城墙上，还

有个别建于城墙以外。

无一例外，这些“敌楼” 都建

于屯周山脊外凸处、 地势高敞处

或冲沟附近，形若天然“马面” 。

李飞描述说，这些分布点，居高敞

处者一则便于向远眺望， 一则便

于左右呼应；居冲沟旁者，则便于

向下查看敌情。 因此，采用比较中

性的“哨台” 的称呼。

据介绍，18处哨台中，仅 1 处修

建在城墙以外， 即有名的 “绣花

楼” 。 民间传说，“绣花楼” ，是播州

末代土司杨应龙之女绣花之处，她

在此与山崖下的男子对歌诉衷肠。

“现在确认，‘绣花楼’非绣花之处，

而是一处重要的哨台遗址， 且始建

于南宋，明代继续沿用。” 李飞说，因

为“绣花楼” 是 18 个地点中唯一既

有南宋瓦砾， 又见明代砖瓦砾的地

点。 由此可判定，在明末整修海龙屯

时，依然被末代土司看重，其余则在

明代已废弃不用， 表明海龙屯后期

的防御重心转向东西两侧。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黔华）

建于屯周山脊外凸处,其中一处延用至明代末期，或为当时的“国防工程”

本报讯 10 月 17 日，双龙航空港经

济区小碧乡组织全乡机关干部、华夏骨

科医院党支部、水坝村党支部和黄泥甫

村党支部，到麻江县坝芒乡瓮址村开展

送健康、送科技、送温暖活动。

小碧乡自 5 月份与麻江县坝芒乡

结对以来，乡党政主要领导带队前去

调研 12 次， 走访慰问建档立卡困难

群众累计 100 余户， 现场帮助困难群

众解决问题 8 件，发放资金和物资折

合 40000 余元；投入资金 1443240 元，

帮助坝芒乡解决产业道路建设 3500

余米，农灌沟渠 3700 米，太阳能路灯

安装 50 盏， 为 18 户困难群众购买蜂

箱 90 箱 ， 为瓮址村购买生态鱼料

59400 斤；为 4 户困难户购买鸡苗 400

只，投入资金 50000 元，设置公益性岗

位 5 个，投入资金 100000 元，帮助瓮

址村修建养蜂产业路 800 余米。 同时

发动全乡党员干部群众募捐 83058

元，解决了坝芒乡困难学子在生活和

学习上存在的困难。

此次送健康、送科技、送温暖活动，

小碧乡购买电视 17 台， 保暖卫衣 140

件，冬褥 130 床，被套 130 床，学生暖手

宝 34 个，分成 4 个组入户走访慰问，做

到对坝芒乡建档立卡困难户全覆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送健康、送科技、送温暖……

本报讯 10 月 20 日凌晨，家住

贵阳市相宝新村的徐先生一家正

准备睡觉时， 厨房里突然传出响

声，以为家中进贼的徐先生前去查

看发现，原来是一只成年猫头鹰闯

入了家中。

当日凌晨 2 时 23 分，云岩公安

分局巡逻（特警）大队二网格接到

指令后，当班民警吴云赶到了现场。

据徐先生讲述， 当日凌晨 2 时

20分许，他正准备睡觉时，突然听见

厨房有响动。 当他打开厨房时发现，

原来是一只猫头鹰误闯进来， 将锅

碗瓢盆等碰翻发出了响声。

因担心猫头鹰飞入室内时受

伤，徐先生和老伴抓住猫头鹰检查，

手臂不慎被猫头鹰的爪子划伤。

徐先生说， 他家房屋后有多棵

大树， 而厨房的推拉窗户有一个缝

隙， 估计猫头鹰是通过房后的大树

飞进来的。 因知道猫头鹰是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 他希望民警将猫头鹰

带走放生。

时值凌晨， 民警无法联系到保

护站人员到场， 于是将猫头鹰安全

带回， 交给辖区普陀派出所暂时收

养， 待野生动物管理站工作人员到

场后，再将猫头鹰带走放生。

昨日， 贵阳市野生动物管理

站的工作人员将猫头鹰领走，待

观察猫头鹰的身体状况后将做放

生处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呆萌猫头鹰 夜闯居民家

小碧乡结对帮扶坝芒乡

本报讯 昨日， 一辆货车在通过

解放路高架桥下时，因超高，造成车

辆被卡在桥下，一侧悬空。

据南明交警四中队黄警官介

绍，昨日 14 时许，他巡逻至解放路

往兴关路匝道时， 发现一辆轻型货

车与解放路高架桥桥体发生碰撞，

造成货车一侧腾空被卡在桥下，整

个车已经倾斜 45度。

货车司机称，是因对桥下调头点

的高度估计错误，才导致车辆被困。

为防止货车突然侧翻， 交警将

危险区域用锥桶隔离， 并在现场对

交通进行疏导。 考虑到救援该车有

一定难度， 他请求指挥中心调来了

两辆排障车， 一辆贴住货车作为支

撑，另一辆车对货车进行牵引，货车

这才安全脱困。 （李强）

本报讯 册亨县高洛新区,一男

子出门忘带钥匙， 返家时试图从楼

顶翻下至六楼家中， 中途却因体力

不支，困在 6楼窗台边。

10 月 20 日 19 时许，册亨县公

安局高洛新区警务室值班民警接

到县局指挥中心的指令后，立即赶

赴事发现场， 发现该男子被困在 6

楼楼顶窗台边，进退两难，稍有不

慎即有可能坠楼。民警见状，立即稳

定其情绪，并找来救援安全绳，邀来

周围居民，合力将他解救下。

（潘虎 黄锦勇 吴如雄）

货车“估高”不足

“尴尬”被卡桥下

海龙屯确认18处南宋哨台遗址

海龙屯地貌雄姿

一处宋代城墙

出土的宋瓦片

沿城墙修

建的步道

货车被卡现场

民警带走猫头鹰

这个“蜘蛛侠”

受困六楼窗台边

欲从高楼翻窗回家

男子困在六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