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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只有一个重
庆，而重庆只有一个南
岸！

两江交汇、山水相
依是她的颜值；战乱护
国宝、铁骨献中华，是
她的气质。在这里，一
低头，是浩浩荡荡的长
江；一望眼，是苍翠欲
滴的南山；一转身，是
广阳岛的油菜花金灿
灿……

光阴如白驹过隙，
大江奔流而去，却总有
一些人、一些事、一些
风景，会被定格、镌刻！

单霁翔对“不拆”鞠躬致敬

“故宫这1万多箱国宝，有3694箱曾在南滨
路上的安达森洋行里秘密存放。国宝南迁这段隐
秘的往事，因为事涉机密，就连附近的居民都不知
道。”南岸区文旅委主任雷旺说，直到两年多以前，
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来重庆，这段隐秘的
往事才被重新提起。

2016年10月26日下午，单霁翔专程来渝对
安达森洋行旧址进行踏勘。

安达森洋行位于南岸区“慈云寺-米市街-龙
门浩”市级历史文化街区内。当时慈云老街到处
是工地，许多要拆的房子都用红色喷漆划圈，写上
一个大大的“拆”字，可是在安达森洋行旧址的墙
上，相反地却写着两个字——“不拆”！

“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单霁翔要来，在墙上写‘不
拆’两个字，只是怕拆迁的工人搞错了，误拆了安达森
洋行。”时任南岸区文化委副主任雷旺回忆说，单霁翔
看到这“不拆”二字后，沉默良久，朝着这两个字弯腰
深深地鞠了一躬。单霁翔感慨万千地说：“走过这么
多地方，见过的‘拆’太多了，‘不拆’却寥寥无几！”

随后，单霁翔主动表示，期待能与南岸区合
作，将修复后的安达森洋行旧址作为故宫博物院
的一大文化基地。“故宫是来报恩的，战火纷飞的
年代，任何一箱文物被炸碎、摔坏，谁也不知道损
失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宝藏，重庆南岸区为中华文
物的传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用瑞典国旗助国宝躲过轰炸

1891年重庆开埠以后，一位来自瑞典的商人
安达森在重庆南岸海狮支路2号买地建房，开设
了安达森洋行，主要经营鬃毛、腊肉和百货。安达
森洋行一共有8栋建筑，其中有5栋是仓库。安
达森在修建时特别用心——仓库用条石作为基

础，地面上是泥土夯墙结构，墙体中间有一排圆孔
窗，洋行旁边还修建了缆车轨道，方便上下货，轨
道一直沿伸到江边……高大结实的仓库、方便运
输的轨道，这些都成为故宫国宝避难于安达森洋
行必要而充分的条件。

1938年5月，故宫文物秘密运达重庆后分三
处保藏。其中一处就是安达森洋行的4个仓库，
共存放3694箱文物宝藏。

“文物虽然藏好了，但是如何躲避日军的轰
炸，又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安达森利用他瑞典
商人的身份，当日军飞机盘旋在洋行上空时，就把
瑞典国旗升起来、平铺在空地上，日军看到中立国
国旗后就会避开。因此，故宫文物躲过了轰炸，在
安达森洋行安然无恙。”雷旺说，1939年4月，日
机的轰炸更加疯狂，为保证万无一失，国宝再次撤
离转移，安达森洋行的使命虽已完成，但故宫国宝
与重庆的缘分却并未结束。

1947年，漂泊多年的故宫国宝最终又辗转汇
集于重庆，从这里起运南京。几年前，故宫博物院
还依照国宝南迁的故事，自编自导了名为《海棠依
旧》的话剧。话剧名中的“海棠”，则取自南岸“海

棠溪”。这场跨越2万里、长达14年光阴的文物
迁徙，在重返故都时再次清点，几乎无一损毁、遗
失，堪称世界文物迁徙史上的奇迹，而安达森洋行
也因此成为我国文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修葺后将申报第八批“国保”

2018年，故宫学院(重庆)签约仪式在安达森
洋行旧址举行。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文物建筑，
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和紫禁书院将双双落户于
此。“来这里喝上一杯故宫咖啡将很快会实现！”雷
旺说，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导入最新的故宫文化业
态，新增各类场景体验馆，融入VR等先进科技的
数字展示及实体展示，把休闲商业与教育体验完
美衔接，在完整呈现故宫文化的前提下，打造互动
与交流并存的艺术化展示空间。

好消息不断：就在今年3月，重庆市政府公布
了“第三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安达森洋
行旧址名列其中。雷旺表示：“我们将努力让安达
森洋行成为‘国宝’级文物保护单位，第八批‘国
保’的申报工作正在进行中。”

指导制造的枪炮威力巨大

“周均时曾在德国柏林工大师从名教授娄耶
（Laue）专攻相对论，他还听过爱因斯坦的课，笔
记本上写得密密麻麻，成为全世界为数不多、最先
接受这项科学原理的学者，他也是当时把西方最
先进前沿科学知识引入中国西部的第一人。”周均
时的子女早已移民海外，有的已经去世，他的事迹
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在渝亲属曹庞沛却对周均时
的“了不起”非常熟悉。

“父亲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了一年的研究生
课程，之后转到德国柏林大学继续攻读，并以弹道
工程为题的博士毕业论文顺利取得物理与机械工
程专业的博士学位。父亲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非
常感兴趣，并赴波兰学习相对论、动力以及能源等
相关知识。”在周均时的小女儿周遂安的回忆录中，
对父亲的卓越学识深感骄傲。周均时在德国学习
期间，曾与朱德同吃同住过一段时间，朱德对周均
时非常信任，将随身财物全部交给周均时保管。

周均时回国后曾先后担任暨南大学高等物理
学与数学教授，中央大学数学教授，重庆大学第一
工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抗战期间，周均时临危
受命担任了同济大学校长，后来又担任吴淞商船
学院（上海海事大学前身）校长，并创办了蜀都中
学，后来这里成为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据点。

抗战期间，川军首领刘湘创办工业实验所（今
南岸区黄桷垭重庆市中药研究院），聘用周均时担任

所长，兼武器修理所技术指导。周均时运用所学的
兵器科技知识，在粗陋的条件下指导制造出来的枪
炮，尤其是研发的德式重型机枪，比汉阳兵工厂造的
还要优良，周均时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战斗在重庆 长眠于南山

抗战胜利后，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不满的周
均时利用重庆民革负责人的身份，在解放前夕提
出“保川拒蒋迎解放”的口号，公开开展进步活动，
并秘密进行策反工作，后因被告密入狱。

在周均时被捕前，家人、朋友都劝他到外地或
国外避避风头，周均时却不答应：“没有现在，何谈
将来？我要留下来，因为我的事业在重庆，我不能
走！”

周均时被捕后，国民党多名高官为他奔走、求
情，但都无果。“周均时的家人也想方设法营救他，

家人还与特务头子就‘赎金’私下达成了一致，特
务头子要周均时保证，只要他不再‘反动’，就放他
出来，却被周均时严词拒绝，加上时间太仓促等原
因，最终没有将周均时救出来，这是周家最大的遗
憾。”曹庞沛说。

1949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已在重庆近郊震响，敌人的大屠杀开始了。周均
时被敌特单独押出后英勇就义，铸就永垂不朽的

“川康民革五魂”之一。周均时牺牲后，家属决定
将他的遗体安葬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也就是现在
的南山凉风垭森林公园内。周均时的夫人去世
后，也葬在了他的身旁，永远与他在一起。

牺牲10年后 小女儿才知情

周均时长眠之地的南山，曾有他和家人居住
的乡间别墅。对这个住所，周均时的小女儿周遂
安一直念念不忘，她在回忆录中写道：“那里群山
耸立，周围青松环绕。房间外的风景一览无遗，越
过连绵数里的田地，可以看到很远很远，一直连到
天边。尤其是在春天和秋天，我喜欢站在阳台上
看农田的季节变化，还喜欢看美丽的月亮从天边
升起……”

周遂安与父亲感情甚笃，于1948年留学美
国。家里人为了让她安心学习，在周均时牺牲10
年之后，才向她透露父亲去世的消息。那一刻，悲
伤如潮水般涌来，直到2009年，81岁的周遂安回
渝祭奠父亲时，这种内疚和遗憾还挥之不去。

每年的清明节，周均时的墓前都会有人送上
鲜花。如果说真正的死亡是被人遗忘，这些鲜花
则证明：周均时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

张坤琨拍摄的照片其实有很多“爆款”，之
前刷屏的“绿韵重庆”，还有最近非常火的“海棠
溪轻轨魔幻照”，全都是他的作品。

虽然只有36岁，但张坤琨已坚持城市风光
摄影19年，是视觉中国500px签约摄影师、重
庆通用航空摄影专委会委员。“山水之城，美丽
之地是对南岸最好的诠释。”张坤琨说，住在南
岸的他对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有非常深的情
结，“希望能用更多更美的照片来表达我对南
岸、对重庆的热爱。”张坤琨说，照片不仅仅是给
人视觉上的震撼，更要把人文和历史底蕴通过
照片进行传递。

张坤琨重点推荐了几个特别适合拍照，而
且还能出大片的地点，还不快去打卡？

南山

推荐理由：南山是离主城最近的一座山，也
是摄影爱好者拍摄的最佳地点之一。南山上就
有一棵树、大金鹰、三块石等地方，非常适合拍
照片。

南山是比较传统的取景点，但也是最具代
表性的拍摄地，山的高度可以俯瞰整个渝中半
岛，从这里看过去，渝中半岛被长江环绕托起，
像一盆精致的盆景。这里既能体现重庆有山有
水的地形地貌，又能以绿色森林为前景，拍摄出
绿树掩映的城市，白天能拍到高楼林立的城市
发展宏图，晚上则能拍到万家灯火的烟火气。

南滨路

推荐理由：南滨路一路景色迷人，不管是以
南滨路建筑为背景，还是南滨路沿长江的地方，
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南滨路王家沱一带的江边上，每逢4月左
右的枯水季节，淹没在江水下的礁石露出水面，
长达数公里，这也是能拍出独特视觉照片的地
方。礁石是重庆这个大江大河城市的一种独特
标识，以此为前景拍摄大桥、城市和江水，都具有
非常强的冲击力。而王家沱这一带的礁石还有
一个特点：沿江的礁石一块块排列像龙鳞一般，
站在高处或用航拍可以看到龙形蜿蜒的礁石俯
卧在长江的波涛中。晚上月光反射在江面上，美
不胜收，这也是“龙门浩月”巴渝十二景之一。

南滨路上还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那就是
长嘉汇购物公园。这里正对长江、嘉陵江交汇
之处，渝中半岛的高楼、江北嘴以及南岸的繁华
都尽收眼底，也是欣赏重庆天际线的好位置。

长江索道

推荐理由：长江索道上新街站是个绝佳的拍
摄地，在这里拍照，可把长江索道作为前景，对面
就是渝中半岛，城市可虚可实：雨雾中城市若隐
若现，缆车过江，城市有一种朦胧美；天气晴好
时，缆车的背景则是高楼林立的城市，欣欣向荣，
不同的时间、季节、天气，都能拍出不同的照片。

刷爆朋友圈的重庆美颜照
这样出炉，快去打卡吧！

张坤琨是谁？你可能不认识他，但说到“行千里·致广大”重庆城市形象宣传的那组照片，你一定不陌生。这些照
片就出自张坤琨之手。

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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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
大禹治水几耙土堆成岛

广阳岛位于南岸区茶园新城区北侧，横
卧长江之中，坐落在明月山、铜锣山之间，是
长江上游第一大岛屿，也是重庆主城区现存
陆域面积最大、生态最良好、景观最突出的
江心岛。关于广阳岛的来历，这里还有一个
美丽的传说。

《重庆市南岸区志》记载，铁山坪和放牛
坪在远古时是连在一起的，长江流到这里被
山隔断，江水翻过山梁，奔腾直下，日久天长，
就把山脚下冲成一个大水凼。有一年，长江
上游发大水，水天相连，老百姓们只有逃到山
顶去避难。那时，大禹刚和涂山女成了亲，他
看到百姓被淹死那么多，就决心把江水治
好。新婚刚三天，他就告别了涂山女，抓起他
老汉留下的抓山神耙，匆匆赶到两座山坪。
左一耙，右一耙，把铁山坪和放牛坪之间的山
梁挖开了个缺口，那缺口就是现在的“铜锣
峡”。他挖的土甩在江水冲成的大水凼里，堆
成了一座岛，就是现在的广阳岛。

广阳岛也曾是巴人的一个主要聚居地，是
长江渔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1929年，国民革
命军曾在广阳岛修建飞机场，成为战时空军基
地。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广阳岛先后建
设有广阳坝农场、国家曲棍球训练基地和市体
育训练基地。

广阳岛:重庆生态岛 长江风景眼
春天是美好的季节，对于重庆主城的市民来说，踏春想去的地方，一定会有广阳岛！这里上千亩盛开的油菜花，

如同金色的海洋，在微风下掀起美丽的波浪。
人们喜欢广阳岛，除了油菜花，还因为这里少见钢筋水泥混凝土，两湾碧水，原生态的江岸线，任意生长的植物，

一切都像风一样自由……未来，广阳岛将如何打造，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今生
打造成“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

2月28日，我市在广阳岛现场召开深入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
庆提出的重要指示要求，坚定贯彻“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方针，提高政治站位、战略站
位，坚持规划先行、统筹推进，突出生态功能，
彰显文化内涵，精心打造长江风景眼、重庆生

态岛，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其实，早在2002年7月，南岸区政府就成

立了广阳岛管委会，负责广阳岛的招商、管理、
服务、协调等工作。多年来，南岸区先后投资
近30亿元实施了弹广（弹子石—广阳岛）公
路、广阳岛大桥、通江大道、港口大道、慈母山
隧道、峡江路、广阳岛防洪工程以及安置房、学
校卫生院等配套项目建设，为广阳岛综合开发
奠定了基础。

2010年，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投资集团公
司与南岸区联合开发广阳岛。截至目前，广阳
岛拥有防洪护岸综合整治工程长约11.33公
里，护岸生态绿化面积42.6公顷，城市道路长
约23.61公里，公园绿化面积约35.39公顷，市
政基础设施、绿化景观、防洪护岸工程已基本
完成，大型市政配套条件成熟。特别是广阳岛
上种植的油菜花，一到春天就成为重庆最美的
风景线之一。

“在岛上严管控、零开发，在周边做铺垫、
打基础，全面摸清山体、水系、物种、人文等本
底资源。”南岸区委书记郑向东说，对于广阳岛
如何打造，当前正按照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长
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发展定位和“长江生态
文明创新实验区”规划定位，大保护、微开发、
巧利用，突出岛内生态优先、岛外绿色发展，以
岛带湾、以湾护岛、岛湾一体。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正组织有关单
位编制以广阳岛为核心的“广阳岛长江生态文
明创新实验区”规划，待规划完成后，广阳岛及
周边区域将按照控规进行开发建设，一颗璀璨
夺目的“生态明珠”也将冉冉升起。

故事33国宝南迁避难地 原故宫掌门来鞠躬

“威力”巨大的弹道学家周均时

“1933年2月5日，夜。北平全城戒严，数十辆板车从神武门广场出发前往火车站，车上载的是由故宫博物院精选
的13427箱又64包文物……”

由于“九·一八”后战火逼近，故宫博物院的13427箱国宝不得不紧急迁出避难，这场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的国宝大
迁徙，因为南滨路上的安达森洋行而与南岸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果没有牺牲，他也许就是新中国的“火箭之父”“导弹之父”。这位曾听过爱因斯坦授课、专攻相对论，著有《弹道
学》《高等物理学》等著作的物理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教育家，担任过同济大学、重庆大学工学院等院校校长，而他最终
为之奋斗的却是革命真理，并为此献出了生命，倒在了“11·27”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中，享年57岁。他，就是周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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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均时和夫人董鸿书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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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阳岛。

南岸龙门浩老街国庆期间吸引大量游客前
来打卡参观。 郭旭 摄

南山最美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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