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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钟楼台基修缮预计明年6月完成
上报的钟楼重修方案参考了本报提供的老照片，大明湖畔有望再现“金钟鸣处蛙声静”

新式大招 人脸识别抓拍骑车人逆行、闯红灯
济南交警支队公示最新增加的7套抓拍设备

□首席记者 吴永功

生活日报11月2日讯 针对饱
受诟病的电动车逆行、闯红灯现象，
济南再出招。记者从交警部门获悉，
为了约束和规范非机动车骑车人安
全文明出行，交警部门首次尝试在
二环东路与华龙路路口安装2套非
机动车逆行抓拍人脸识别设备。随
着创城以来查处力度加大，眼下济
南电动车闯红灯乱象有了很大改
观，但骑车逆行依然常见。

11月1日下午5点多，济南交警
支队通过济南市公安局官方网站公
示最新增加的7套抓拍设备。与以往
设备主要是规范机动车行驶秩序不
同，此次主要是为了规范行人、非机
动车。这7套抓拍设备分别位于历下
区、历城区和高新区。

历下区的抓拍设备有4套，均
位于转山西路沿线，其中3套设备
功能为抓拍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
灯，均位于转山西路与旅游路路

口。此类设备最初是在去年济南
创城期间，安装使用于经十路舜
耕路口，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
会被24小时抓拍人脸识别。

尤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
次在历城区的二环东路华龙路路
口，新设了2套新式抓拍设备，此
类设备的抓拍对象是逆行的非机

动车。这个路口的问题是大家频
频吐槽的电动车、自行车逆行，也
是市区交通事故的多发地段。抓
拍系统一旦抓拍锁定违法骑车
人，将立即人脸识别。这2套设备
都位于二环东路的东侧辅道，一
套在路口以南，一套在路口以北。
在二环东路辅道上安装非机动车

逆行抓拍，这在济南尚属首次。安
装此类自动抓拍之后，对于规范
电动车、自行车逆行问题，将会起
到十分积极的示范作用。

此外，在转山西路银座花园
小区东门路口新增机动车不礼让
行人抓拍点，在经十东路与舜华
路东230米还分布有一个公交车

道专拍点位。目前济南对于公交
车道借道的规则是，普通公交车
道除了工作日早晚高峰(早7点到
9点，晚5点到7点)之外，其余时间
其他车辆可以借道；BRT车道任
何时候不允许借道；护城河沿线
的公交车道，节假日期间早9点到
晚7点不得借道。

序号 辖区 点位名称 设备类型 车道 方向

1 历下 旅游路与转山西路路
口西北角

行 人 及 非 机
动车闯红灯 东西向

2 历下 旅游路与转山西路路
口东北角

行 人 及 非 机
动车闯红灯 东西向

3 历下 旅游路与转山西路路
口东南角

行 人 及 非 机
动车闯红灯 南北向

4 历城 二环东路与华龙路路
口北口东辅道

非 机 动 车 逆
行抓拍

1 北向南

5 历城 二环东路与华龙路路
口南口东辅道

非 机 动 车 逆
行抓拍

1 北向南

6 历下 转山西路银座花园小
区东门路口 礼让行人 2 北向南

7 高新 经十东路与舜华路东
230米 公交车道 1 东向西

新增违法抓拍点位公示表

目前安放在晏公台的明昌古钟。 记者 郭学军 摄

清末时的钟楼照片。 雍坚供图

涉涉及及电电动动车车事事故故占占市市区区事事故故量量七七成成多多。。 首首席席记记者者 吴吴永永功功 摄摄

□记者 郭学军

位于济南大明湖风景区南侧
的古代钟楼台基遗址日前开始修
缮。历史上，在钟楼撞钟祈福是大
明湖的一景，如果以后再复建钟
楼，将可再现历史景观，为喜欢寻
古探幽的游客增添一个新去处。

遗址修缮预计明年6月完工

古人计时报时，要靠撞钟击
鼓，钟楼和鼓楼就是专司该职的
建筑，“晨钟暮鼓”的说法也来源
于此。位于济南县西巷街和大明
湖路交界处丁字路口北侧的明代
钟楼台基遗址，就是明清时期的
钟楼所在地。

2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
整个钟楼台基遗址已经被搭建起
的施工挡板围了起来，原来生长
在台基顶部的树木已被清除。据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艾楠
介绍，现在进行的维修，是对钟楼
台基遗址的修缮和加固，预计明
年6月完成维修。对于钟楼的重
修，也已经制定出了重修方案，并
上报山东省文物局审批。如果获
得批复，将会按照计划和方案重
修钟楼。钟楼建好后,就可再现老
济南人熟悉的钟楼撞钟祈福的景
观。

本报曾征集过钟楼老照片

其实，关于钟楼台基遗址，记
者有所了解，它是济南市少有的
明代建筑遗址，当选2007年公布
的第三批市级文保单位，目前已
经列入省级文保单位。2008年10
月，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
员就对钟楼台基遗址进行过清
理，发现了柱础、碑座和阶梯等文
物。这处遗址作为老城区一处重
要的历史景点，具有独特的历史
价值与文物价值。

早在2012年6月，大明湖景区
就有钟楼台基遗址将要恢复重建
明代钟楼的说法,并对台基遗址
进行了保护性修葺。当时的明湖
文化工作室主任任正就曾表示,

恢复重建钟楼方案重要的一条,
就是在现存台基遗址基础之上
重建明代钟楼。为尽可能接近历
史原貌,当时大明湖景区还和生
活日报合作,向市民征集有关钟
楼的老照片及相关线索，以便于
修复时最大限度接近历史风貌。
据艾楠介绍，上报的钟楼重修方
案，就参考了生活日报记者、文
史专家雍坚提供的钟楼老照片。

先有明昌钟后有钟楼寺

说起这处钟楼,就不得不说
一说被视为“齐鲁第一钟”的明
昌钟。北宋末年，金兵侵犯京师
开封，济南一刘姓僧人为报效国
家，率数千民众勤王。刘和尚的
义举为郡民所敬重，本邑民众遂
于金代明昌年间集资冶铁，铸万
斤巨钟，以志景仰。当时，钟楼建
在城内开元寺，大钟铸成后，便
安放在这座名刹中,后来才移到
钟楼上。

据记载,明初，山东按察司占据
城东部的济南府署为衙，济南府署
只得另寻治所。明洪武二年(1369
年),济南守官陈修到任,为节省民
力,就把济南府治设在开元寺内。开
元寺也随之迁到佛慧山半山。当
时，铁钟处在府治左侧,附近百姓不
堪钟声的侵扰，请求济南知府陈修
移走大钟。起初，陈修以耗费人工
财力为由，没有答应。谁知，百姓一
直请求搬迁。无奈，陈修只好答应。
明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陈修召
集章丘、邹平两地的200多名工匠,
在康和尚院旧地筑台建楼。一个多
月后建成,就将大铁钟移到了现在
的钟楼台基遗址所在位置。原来的
几间旧殿后经修缮,又移来佛像,改
名镇安院,再后来改叫钟楼寺。

据了解，钟楼下面的台座有
三级，正方形，高约4米多，边长
约20米，夯土而成，外以青砖包
砌。以前台基上的楼阁，飞檐耸
脊，南面阁顶处有“悠然见南山”
横匾。后来，钟楼寺改作湖南书
院、至道书院。再到后来，书院又
易作提学道衙署。到了清代康熙
年间，又升道为院，称提督学院。

在此期间，大钟一直担负报时的
任务。

明昌钟现存大明湖北晏公台

已经有800多年历史的明昌
古钟,是济南历史的重要见证实
物。钟体高约2 . 4米,口径约1 . 8
米,厚约0 . 13米,重约8000公斤。
钟身铸有八卦图案,顶有龙形钟
钮，铸造浑厚精致,造型壮观。

据了解，新中国成立前，钟
楼已坍塌，台基当中扣着一口大
铁钟，许多住在附近的孩子爬上
台基玩耍。后来，大钟被挪到南
丰祠明昌钟亭内。

上世纪九十年代，明昌古钟
再次迁徙，越过大明湖，被安放
在湖北岸的晏公台上。徐北文先
生为之撰《明昌钟亭记》，并书联
曰：“金钟鸣处蛙声静；璧月升时
客梦清。”现在，许多游客简直把
这口古钟当成了“圣物”。记者在
现场看到，古钟下面的围栏上，
挂满了写有祝福语的红牌牌，寄
托自己的心愿。

钟楼是否重修要等批复

关于钟楼的重修，记者在采访
中发现，一些关心济南文化遗产保
护的市民希望重修钟楼，并让古钟
能够早日物归原位，回到它原来所
在的钟楼台基之上。但也有市民认
为，保持现在的钟楼遗址风貌也不
错，不需要重建钟楼。

对此，济南市文物局局长于
茸介绍说，钟楼寺遗址已经列入
省级文保单位，目前的钟楼台基
修复，是严格按照省文物局组织
专家论证后批准的方案进行的。
修复中将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
施工，能保留的构件尽量保留，
能加固的地方尽量原样加固，不
重新修建，只对一些破损严重的
青砖进行修补，并将台基顶部的
杂草树丛清理掉。至于钟楼的重
修问题，已经制定重修方案上
报，但社会上确实存在不同的看
法，最终修不修，要等省文物局
的批复。这次修复前的钟楼台基。资料片 记者 郭学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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