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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西南大区时期的建设成就和历史文化遗存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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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总结了重庆在西南大区时期的重要历史节点,以及在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经济、城
市发展等多个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全面梳理了相关的不可移动物质文化遗存,归纳分析了遗存的主题
类型、地理分布、保存级别等,深入提炼了遗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重庆西南大区建设的突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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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lics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of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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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nodes of Chongqing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as well
as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in politics, military, society, culture, economy, urban development and other
aspects, and comprehensively sorts out the relevant immovable material and cultural relics. It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thematic type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preservation level of the remains, etc., and deeply refine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the remains and the outstanding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uthwestern region of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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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标志着重庆

[3]
约运动、
“三反”
“五反”运动； 实行民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决定在

开始走向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

主改革,完成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工作,

全国实行大区一级的行政区划建制,先

7月27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

以及土地、婚姻与司法改革运动,整顿了

后建立了华北、西北、东北、华东、中

员会议在重庆举行,标志着西南军政委

码头秩序,召开了建筑工人公审大会,推

南、西南六大行政区。重庆因其特殊的

员会和西南大区正式成立。1954年11、12

行了工厂生产改革,完成了城市工厂的民

历史地位和良好的城市基础,成为了西

月,西南行政委员会、中共中央西南局相

[4]
主改革运动；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稳

南大行政区(简称“西南大区”)党政军

继撤销,西南大区即行结束。

首脑机关的驻地,以及当时西南地区的

[2]

重庆在西南大区时期的建设成就主

定了市场,平定了物价,规范了金融秩序,
恢复和发展了工商业,使财政税收和农业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惟一的中央直

要包括：整顿社会秩序,完成了剿匪肃特、

[5]
生产获得了恢复和发展； 加强基础设施

辖市,短短五年时间里在社会、经济、文

反革命镇压,对反动党团分子、反动军官、

建设,拟定了“九二”火灾区重建计划、

化等各方面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留

地主恶霸、土匪、反动会首实施了逮捕、

大坪新市区规划和“大分散、小集中梅花

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极大地增强

登记、劝退,对蒋军官兵、旧政府人员、

点式”的城市布局规划方案,成渝铁路、

了重庆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难民、散兵游勇进行了收容、资遣和录用,

两九公路、两杨公路、江北公路、人和公

1 重庆西南大区时期建设的辉
煌成就

对游民乞丐予以了收容、编队管理、教育、

路和渝中区北区干路、中区干线、捍卫支

赡养、遣送回籍,掀起了三次禁烟肃毒运

路等相继建成通车,两路口、临江门、储

1949年11月1日,“西南战役”打响。

动；巩固新生政权,开展了整风、整党运

奇门、龙门浩等缆车陆续落成,公共汽车、

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

动,加强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响应爱国

轮运等纷纷运营,市政、卫生等设施建设

正式成立,驻地重庆。11月30日,重庆解

运动,展开了一场群众性、大规模的抗美

[6]
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发展文化教育事

[1]
放。 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

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开展了爱国增产节

业,促进了我市中小学校、社会和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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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重庆市域(中心城区除外)西南大区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分布图

育事业的发展,开展了改造旧有文化艺

工业建筑及附属物类遗存有48处,军事

从保护级别来看：不可移动文物91

术、筹组各行业协会、整风文艺界、发

建筑及设施类遗存有9处,名人墓、烈士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市

动群众宣传教育等文化事业,创办了系

墓及纪念设施类遗存有38处。

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区县级文物保护

列文化机构,建设了大田湾体育场、人民

从遗存所属行政辖区来看：中心城

单位23处(其中含历史建筑2处)、文物点

大礼堂、劳动人民文化宫等一批市级大

区有111处,其中渝中区25处、南岸区7

52处(其中含历史建筑3处)；历史建筑31

型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处、北碚区12处、九龙坡区21处、江北

处,其中第一批20处、第二批3处、第三

2 重庆西南大区时期的历史文
化遗存调查

区9处、沙坪坝区16处、大渡口区10处、

批8处；市级传统风貌区1个；无保护身

巴南区8处、渝北区3处；区县(自治县)

份的遗存53处。

2.1历史文化遗存的现状情况

有64处,其中万州区7处、武隆区1处、长

重庆现存的西南大区时期历史文化

寿区8处、万盛经开区3处、綦江区10处、

物质遗存丰富、类型多样。这些遗存由

忠县1处、江津区2处、黔江区3处、铜梁

于建设时间距今仅70余年,且为全市人

遗存共有176处。

总体来说,重庆在西南大区时期的

从遗存类型来看：文化教育建筑及

区5处、垫江县1处、奉节县4处、璧山区

民共同努力建设而成,从设计-施工-装

附属物类遗存有39处,重要历史事件和

1处、大足区1处、丰都县2处、涪陵区3

修等都处于当时的领先水平,故保存情

重要机构旧址类遗存有13处,医疗卫生

处、合川区5处、南川区1处、荣昌区2

况基本较好,大部分都使用至今。

建筑类遗存有5处,水利设施及附属物类

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4处；重庆市

2.2历史文化遗存的价值评估

遗存有9处,交通道路设施类遗存有15处,

域1处,即成渝铁路。

2.2.1历史价值。作为西南大区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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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重庆中心城区西南大区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分布图

治、经济、文化中心,重庆的建设目标、

场由贺龙亲自主持修建,是新中国第一

工业总产值占当时整个西南地区的三分

建设方向、建设标准等直接代表着整个

个甲级体育场,其内还建成了中国第一

之二的辉煌成绩,也为当今重庆具有全

[7]

西南,所以重庆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遗

座跳伞塔； 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在

存大多都体现了强烈的国家意志,反应

落成时,邓小平亲自为其题写了宫名。

[8]

国重工业城市的重要地位贡献了巨大的
力量。

了国家的新发展思路和新文化内涵,也

2.2.2科学价值。西南大区时期,重

记载了重庆当时的最高建设成就和人民

庆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大至整

的建筑遗存以大型公共建筑为典型代表,

集体记忆。例如：西南大区时期,在中苏

个城市的规划布局和功能定位,小至一

其大多是在延续抗战时期形成的“中西

交好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全面引进了苏

栋建筑的设计施工,都呈现出明显的科

合璧”折中主义风格基调上,更加注重在

联的教育模式和办学体系。重庆当时作

学性、时代性和先进性,奠定了重庆现今

平面布局、立面构图上强调中轴对称、

为这一苏联模式的重要实践城市之一,

的城市格局和传统风貌基础。
例如：1951

均衡和韵律,空间尺度宏大壮阔,建筑形

开办了数量众多、体系完善的高等学府、

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在《陪都十年计划》

象瑰丽绚烂,不仅改变了重庆城市旧有

专科学校、职工学校、子弟学校和中小

基础上,提出了“大分散、小集中、梅花

的落后面貌,形成了影响城市形态的城

学校,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输

点状”和“向西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

市副轴线,为重庆晕染了热烈的新中国、

送了大量的、全面的、各层次的人才,

重庆的城市建设开始由自发性、随意性

新生活氛围,也对当时重庆国民经济的

不仅为重庆打下了坚实的教育根基,也

向规划性、合理性方向转变。在这一思

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这

使重庆在当时全国教育界占据了举足轻

路下,重庆以城市道路引导城市拓展,在

些建筑遗存多以砖石结构和钢混大跨度

重的地位。现存的重庆大学、西南大学、

原有城市路网的基础上,完成了十多条

结构为主,屋顶形式多采用歇山重檐、歇

重庆师范大学等均为西南大区时期开办

城市道路的改造和完善,逐渐形成了沙

山攒尖、拱顶、平顶,建筑装饰通常采用

并延续下来的,它们是重庆西南大区建

磁片区(沙坪坝-磁器口)、大杨石片区

中式的栏杆、斗拱、花格窗与西式的拱

设成就的典型例证,并且至今仍是重庆

(大坪-杨家坪-石桥铺)等适度规模的分

卷、柱头相结合的方式,体现出了较高的

教育水平的最高代表。另外,被称为重庆

散片区。这些城市片区至今仍是重庆城

艺术价值。例如,位于渝中区的重庆市人

市三大标志性建筑的重庆市人民大礼

市功能的重要承载区,而铁路、道路等遗

民大礼堂,是中国传统民族形式建筑与

堂、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大田湾体

存至今也仍发挥着城市主干道的作用,

西方建筑的大跨度空间结构巧妙结合的

育场,均建成于西南大区时期,它们至今

并构成了现今重庆城市路网结构的原初

杰作,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座具有独特

仍是重庆举行大规模活动的重要场地之

框架。同时,重庆以工业化为城市建设先

建筑风格的华丽民族建筑,并已载入英

一。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脱胎于北京天坛

导,依托抗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完善的工

国皇家建筑学会出版的《比较建筑史》,

的皇穹宇,有祷祝“国泰民安”之意,是

业体系和众多的工矿企业,并结合苏联

[9]
蜚声中外。 1955年印度文化代表团访

当时重庆的第一建设项目；大田湾体育

援建中国“156项工程”的契机,取得了

渝时,参观了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并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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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政权接管[D].四川:四川大学,2005.

国后建议并推动印度仿照其建筑形式,

湾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三大公共建

建成了印度国家大剧院。山城宽银幕电

筑和成渝铁路的落成,个个堪称典范,大

[4]重庆水陆码头的整治与城乡物资

影院(已消失)建成时便可容纳1600人观

大提升了人民建设新重庆、开始新生活

交流——以西南军政委员会时期为研究对

看,是当时国内少见的具备放映70mm电

的信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出色领导

象[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3(06):34-38.

影条件的电影院,整个建筑前面五拱,后

力和决断力,不仅为重庆由新民主主义

[5]建国初期西南军政委员会经济

面三拱,不仅具有民族特色,也很好地利

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创造了条件,也为现

建 设 举 措 研 究 [D]. 四 川 : 电 子 科 技 大

用了山地地形,在国外被誉为建筑结构

今的重庆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学,2017.

[10]

纪念碑。

3.4奋斗之精神

3 重庆西南大区时期建设的突
出意义

在经历抗日战争时期敌国的狂轰滥

[6] 解 放 初 期 重 庆 交 通 发 展 研 究
(1949-1953)[J].明日风尚,2017(2):384-385.

炸,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盘踞和溃

[7] 大 田 湾 体 育 场 [DB/OL]. 百 度 百

3.1战役之杰出

逃时的蓄意破坏后,事实上解放初期的

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

西南是国民党在大陆上最后挣扎所

重庆,政治思想、生产生活和城市功能都

%A7%E7%94%B0%E6%B9%BE%E4%BD%93%E8

依托的一个区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

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面对持续经历长

%82%B2%E5%9C%BA/1189012?fr=aladdin.

后一个解放的行政区,解放大西南对于

达12年磨难后才得以喘息的重庆,在中

统一大陆、解放全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西

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直接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

南战役”历史时间短、解放区域大,是中

指导下,重庆各界人民团结一心,舍小我

/%E9%87%8D%E5%BA%86%E5%B8%82%E5%8

国战争史上歼敌最多的作战,其杰出的

为大我,克服种种困难,致力于重庆建设,

A%B3%E5%8A%A8%E4%BA%BA%E6%B0%91%

战略部署和作战能力,是解放战争的里

特别是在剿匪反特、统一战线、文化教

E6%96%87%E5%8C%96%E5%AE%AB/195136

程碑和经典战例之一,彻底粉碎了蒋介

育等方面工作成绩突出,使重庆得以从

2?fromtitle=%E9%87%8D%E5%BA%86%E5

石集团企图盘踞西南地区、伺机卷土重

战争所带来的萎靡和伤痛中快速走出

%8A%B3%E5%8A%A8%E4%BA%BA%E6%B0%9

来的意图。

来、赶上去,体现了重庆人民自古以来坚

1%E6%96%87%E5%8C%96%E5%AE%AB&from

3.2初心之见证

韧顽强、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大人文

id=16268323&fr=aladdin.

重庆是以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

精神。

[8]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DB/OL].

[9]重庆市人民大礼堂[DB/OL].百度

政委员会为核心的各一级组织机构驻地,

4 结语

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9%

是众多西南全区性重要会议召开地,是

重庆作为西南大区的首府,在当时

87%8D%E5%BA%86%E5%B8%82%E4%BA%BA

当时西南地区惟一的中央直辖市。各级

政治地位高,责任使命重大,与当今重庆

%E6%B0%91%E5%A4%A7%E7%A4%BC%E5%A

领导在相较于其他五大行政区来说解放

肩负“两点”
“两地”
“两高”和发挥“三

0%82/3269671?fromtitle=%E9%87%8D%E

最晚的“落后”情况下,注意根据西南的

个作用”的历史使命有相似之处。中共

5%BA%86%E4%BA%BA%E6%B0%91%E5%A4%

具体情况采取适宜的步骤、方法,不断纠

中央西南局提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

A7%E7%A4%BC%E5%A0%82&fromid=10246

正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就毛泽东主席提

重庆”,也与当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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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城保护利用研究与规划实践。

3.3建设之典范
西南大区时期,围绕建设“人民的生
产的新重庆”,重庆在制度、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市政等多方面大力开展建
设工作,其进展之迅速,工作之彻底,成
效之显著,影响之深远,毫不逊色于其他
五大行政区。特别是人民大礼堂、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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