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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 1版冤县乡两级人大要把参加野大行动冶情
况作为考量代表履职的重要内容袁 要加大对扶
贫工作的监督力度袁 尤其要加强对扶贫资金使
用和项目建设方面的有效监督遥

姚玉祥对盱眙县人大代表 野千百万扶贫济
困大行动冶进行了工作部署袁他强调袁一要提高
认识袁 切实增强思想自觉遥 全县各级人大代表
要深刻认识开展扶贫攻坚的重大意义袁 主动融
入到全县扶贫攻坚的大局中去袁 增强开展扶贫
攻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曰 二要争扶实做袁 力求

帮扶群众脱贫遥 要争做扶贫实事的宣传员尧联
络员袁争做贫困群体的支撑者尧搀扶者袁争做贫
困农户的知心人尧代言人曰三要精心组织袁确保
活动顺利开展遥 要坚持党的领导尧统筹兼顾尧实
事求是三项原则袁 加强组织领导袁 强化保障服
务袁抓好舆论宣传遥

会上袁现场举行了帮扶项目落地对接仪式遥
三名省尧 市人大代表和两名乡镇分管领导作了
交流发言遥

记者 李建勋

我县部署盱眙县人大代表野千百万扶贫济困大行动冶工作

渊上接 1版冤把盱眙中学作为优质生源地袁并针
对盱眙企业创新发展的需求袁推动企业家素质
能力的提升遥梁三元表示袁南京是高校之城尧人
才之都袁 此次活动是盱眙窑南京高校院所的第
一站袁今后盱眙将走进更多的院校袁不断扩大
交流的领域尧结出更多合作的硕果遥

陈章龙说袁南京财经大学是江苏省人民政
府和国家粮食局共建的一所学校袁 是一所有
60 年办学历史的高校袁 是江苏省唯一一所综
合性院校遥 南京财经大学现在的优势学科主要
是应用经济尧工商管理和粮食流通储藏袁近年
来该校培养了大批粮食领域高素质的人才遥

陈章龙表示袁近年来盱眙以野一高双强冶为
统揽袁以创新驱动尧产业融合尧生态引领尧城乡
统筹和民生共享五大战略为核心袁 在产业招
商尧统筹城乡尧发展动力尧民生福祉尧社会建设
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遥 盱眙已经成为淮
安南部发展的重要城市和南京都市圈北部的

融合城市袁为江苏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遥 相
信盱眙窑南京高校院所行活动的开展必将推动
高校院所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对接袁促进
高校研究尧人才培养尧社会服务使命高质量的
完成袁推进野两聚一高冶目标的实现尧推动地方
经济社会的发展遥

活动中袁鞠兴荣与朱海波共同签署叶南京
财经大学要要要盱眙人民政府合作框架协议曳袁
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与我县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袁南京财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和盱
眙太粮米业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遥 姜洪洋尧
高为淼共同为张洪程院士工作站揭牌遥 院士专
家尧市直和省直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发言遥

南京大学尧东南大学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尧
南京理工大学尧 河海大学等 15 南京所知名高
校院所专家学者以及黄花塘镇尧 商务局等 13
个乡镇部门主要负责人袁 江淮磁业等 30 家企
业负责人参加活动遥 记者 刘栋梅

野盱眙窑南京高校院所行要要要南财篇冶活动在宁举行 4 月 20 日袁盱城镇街道办结合野三进三帮冶活
动袁分 15 个组对金源花苑小区展开入户大调查袁调
查结果显示袁金源花苑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暂不具
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条件袁特此补充公告遥 已报
名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以到果园社区退取保证金遥

金源花苑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
2017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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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三进三帮冶活动开展
以来袁 仇集镇坚持发展导
向尧问题导向尧民生导向袁扎
实开展大走访活动袁帮助企
业和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遥

进企业野十个一口清冶袁
帮创新转型

该镇组织领导班子成
员和专职帮办深入到各自
挂包企业袁认真了解企业生
产经营走势及生产要素等
情况袁做到对企业家个人基
本情况尧 主要产品层次尧生
产工艺尧经营状况尧上下游
企业尧行业龙头尧销售渠道尧
存在问题尧 向上争取政策尧
研发投入十个方面一口说
得清袁针对企业实际情况帮
助企业抢抓发展机遇袁聚力
创新袁转型升级袁做大做强遥
党委书记何勇在德众不锈
钢冷轧车间调研时袁发现高
压用电还没有到位袁主动到
县供电公司协调袁一周内解
决了企业用电问题遥 镇长徐
乃军在中再生调研时袁企业
反映减免税收政策没有兑
现到位袁主动与国税部门对
接袁帮助中再生协调减免税
收 500 多万元遥

进社区野三亮三比冶袁帮
和谐共治

该镇针对镇情民情比
较复杂袁信访稳定工作比较
复杂的实际情况袁动员党员
干部立足本职岗位袁开展亮
身份尧亮服务承诺尧亮履职
业绩袁比群众知晓率尧认可
度和满意度 野三亮三比冶矛
盾大调处活动遥 镇人大主席
殷宏祥在龙山村走访时袁发
现村民时某与温氏集团存
在土地权属纠纷袁多次召集
双方当事人进行调处袁并组
织相关单位负责人进行会
办袁最终圆满解决村民时某
的土地确权问题遥 凤山村村
组干部在信访维稳工作中袁
落实陪访机制袁全力化解信
访难题袁村书记张飞燕多次
陪同夏某到镇矛调中心协

调解决信访问题曰2 次陪同
陈某进京袁1 次陪同陈某到
上海咨询上海户口问题曰多
次陪同赵某到县直相关部
门咨询土地承包相关法律
法规袁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
困难袁以人性化关怀使其心
结得以打开袁 达到息访罢
诉遥

进农村野三提三知冶袁帮
富民强村

该镇结合精准扶贫尧村
庄环境整治尧矛盾纠纷大排
查等工作袁组织党员干部逐
家逐户对全镇 7156 户进行
全覆盖大走访袁做到对所挂
钩的村创业大户尧 党员户尧
困难户尧病灾户尧信访户等
七类户做到提户知人尧提人
知事尧提事知情遥 通过调研
论证袁该镇大胆进行产业结
构调整袁充分发挥各村的地
理和经济优势袁 压粮扩经尧
压粮扩药袁进行产业结构调
整袁发展野一村一品冶壮大集
体经济袁今年全镇将流转土
地 10000 亩袁 着力培育象山
葛藤种植尧 明山野马追种
植尧霖治瓜蒌种植尧长港何
首乌金银花种植等中药材
基地建设袁壮大村集体经济
收入袁带动农民增收遥 针对
群众增收难袁 以及牛乡实
际袁创新举办了盱眙首届仇
集牛肉节袁 不但扬了名袁提
高仇集知名度袁 而且富了
民袁牛肉节 2 天牛肉销售营
业额 60 多万元袁下一步袁该
镇将进一步放大牛肉节品
牌效应袁把牛肉节打造成为
文化节尧旅游节尧创收节尧富
民节遥 目前袁该镇对走访过
程中征集到 54 件急需解决
的问题袁 逐一制定解决方
案袁 落实责任主体进行交
办袁限期办结袁确保大走访
活动取得实效袁让群体有获
得感和幸福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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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袁 五墩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搬家
队伍为该区域被征收地块邮电新村尿毒症患者宋申
勇搬家袁既解决了该户的实际困难袁又为拆迁项目的
顺利推进打下基础遥

据悉袁由于宋申勇身患尿毒症多年袁老伴年老体
弱多病袁身体不好袁孩子又不靠身边袁老人正为搬家
事焦心犯愁遥社区通过对该地块前期入户走访尧摸底
排查尧 采集信息时发现该情况袁 考虑到老人身患重
病袁近期又要去医院治疗袁为了不影响他安心治病袁
又不耽误拆迁进度袁 社区党员志愿者组成了搬家队
伍袁替该户顺利完成了搬迁工作遥

该社区主任说院野从拆迁户的实际困难出发袁最
大限度解决拆迁户在搬迁中遇到的困难袁 这也是我
们将全县开展党员干部野三进三帮 3310冶活动落实
到实处的一种表现袁而被征收户能舍小家顾大家袁支
持当地发展袁顺利签订房屋征收合同袁我们更应该考
虑他们的实际困难袁特别是老弱病残家庭尧五保户尧
低保户等困难家庭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袁真正为他们
提供零距离的服务遥 冶 通讯员 万泉芳

本报讯 为做好 2016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
作袁帮助纳税人掌握企业所得税新政袁提高汇缴申报水
平袁县国税局开展所得税汇缴培训遥

该局一是充分做好准备袁挑选业务骨干担任授课人
员袁并认真备课袁对新政策进行逐条整理尧归纳袁结合实
际工作准备了培训材料曰二是突出重点内容袁重点讲解
了小微企业尧高新技术企业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与纳
税人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袁最大限度切实
维护了纳税人的权益曰三是注重实际操作袁针对电子税
务局的变化袁详细解释和示范了汇缴申报流程袁并将省
局下发的企业所得税热点问题解答通知到位遥 此外袁培
训还专门设立现场互动环节袁纳税人踊跃参与袁授课老
师对纳税人提出的问题逐条解答袁切实解决纳税人遇到
的各类难题遥 通讯员 骆剑林

县国税局开展所得税汇缴培训

五墩社区
组织党员志愿者为民办实事

本报讯 近日袁为进一步强化纺织品加工企业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工作袁坚决防范行业安全事故的发生袁县安监
局专项检查组对县区内纺织品加工企业进行安全检查遥

检查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的规定袁通过
现场检查袁查阅资料袁询问了解袁仔细检查了每个企业的
作业现场和重点环节袁着重检查了企业生仓库尧生产车
间等重点场所尧设施遥 此次检查该局共发现隐患 11 条袁
对企业发现的问题袁能整改则立即整改袁不能立即整改袁
责令其限期整改遥 通过本次检查袁该局进一步落实了纺
织品加工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和规范了企业的安全生产
工作遥 通讯员 侯政德

县安监局
开展纺织品加工企业安全检查

本报讯 近期袁县海事处开展野两转两树冶主题教育
活动袁从思想和行动上解决干部职工野庸尧懒尧散尧慢尧浮冶
等问题袁树立正气袁提升海事队伍综合实力袁积极打造人
民满意海事队伍遥

转变作风遥 该处克服工作作风中存在的精神懈怠尧
缺乏激情尧标准不高尧作风不实尧效率低下等问题袁形成
并保持求真尧求实尧求严尧求优尧求效的优良作风袁以作风
的大转变促进海事大发展遥

转变行风遥该处治理队伍中存在的不作为尧乱作为尧
执法不公尧以罚代管尧只罚不管等群众反映强烈的不良
风气袁 切实增强海事人员的法治意识和执法为民观念袁
着力提升海事执法能力和水平袁完善制度机制袁促海事
执法为民尧服务群众的自觉行为蔚然成风遥

树立正气遥 该处解决队伍建设中正气不够彰显尧不
按规矩办事尧干事畏首畏尾等的问题袁建立良好的工作
氛围尧融洽的工作关系袁树立注重学习尧务实重干尧勤政
廉政的良好风气袁形成敢于担当袁奋发有为袁能办实事的
作风尧行风遥

树立形象遥 该处牢固肩负起保障水上交通安全袁保
护水环境清洁袁保护船员整体权益袁维护人民利益的使
命袁建设人民满意的海事队伍袁塑造团结尧上进尧干事尧清
廉的海事队伍形象袁培树勤劳尧宽厚尧守信尧文明的海事
人形象遥 通讯员 邹芹 徐玲

县海事处野两转两树冶加强队伍建设

本报讯 为做好留守儿童关爱工作袁 古桑街道
以源头预防和综合治理为重点袁以完善制度为主线袁
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在全面覆盖尧规范运行尧提升实效
上下功夫袁使街道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有步骤尧见
实效遥

加强领导袁形成合力遥街道按照野属地管理袁分级
负责冶的原则袁制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袁细化职责分
工袁明确进度要求袁落实保障措施袁要求各相关单位
要带着感情为留守儿童解难事尧办实事尧做好事袁真
正构建起野党政领导尧民政牵头尧部门联动冶的工作机
制袁形成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强大合力遥

突出重点袁落实责任遥 街道进一步强化家庭尧政
府尧社会三方的共同责任和作用袁加强对农村留守儿
童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法制宣传尧监护监督和指导袁
督促其履行监护责任袁提高监护能力;建立农村留守
儿童信息台账袁实施动态管理尧精准施策袁随时掌握
辖区内留守儿童监护照料等情况, 为相关部门和社
会力量参与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提供支持遥

强化宣传袁氛围浓厚遥街道充分利用网络尧微信尧
公示栏和宣传标语等形式袁 广泛宣传做好关爱保护
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要意义尧 目标要求和相关法
律法规袁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关爱保护工作遥

通讯员 张春华 张平

古桑街道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本报讯 近期袁夜市龙虾尧露天烧烤尧各种水果
摊伴随着广告灯箱袁 在经久不绝的叫卖声中随意摆
放在店铺前尧道路边袁妨碍交通尧环境污染尧噪音扰民
的问题随之衍生遥日前袁县城管局综合执法大队加班
加点开始对全城区夜市流动摊点和占道烧制龙虾摊
点进行集中整治遥

据带队负责人介绍袁 执法大队市容中队分成三
个组对占道经营的摊点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遥 针对
拒不改正的经营户袁开始逐街逐户清理遥 同时袁根据
区域和路段实际情况袁 将采取定点整治和机动巡查
相结合的管理办法袁以进一步巩固前期取得的成效袁
以防野回潮冶遥

截至目前袁 该局已查处
各类夜市摊点 52 个袁并责令
其限期整改到位遥

通讯员 马伟
记者 朱晓星

县城管局整治夜市摊点

本报讯 今年以来袁 盱城街道不断创新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方法袁持续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袁取
得显著成效袁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指数不断攀升遥

夯实组织领导基础袁强化管理网络建设遥街道重
点加强街道与社区综治平台建设袁 力推综治法治规
范化尧合理化发展袁全面加强街道政法组织及社区网
格化管理袁合理划分网格袁配齐配强网格员袁调整充
实社区综治法治工作体系袁 各社区成立综治司法办
公室尧便民服务中心及调解中心袁整合资源袁实行一
站式服务袁真正实现了踏进一扇门袁事情全办成遥 街
道综治办还定期检查各社区综治信息平台数据维护
及信息上报情况袁确保平台数据鲜活遥

加强社会治安整治袁优化治安防控资源遥街道以
派出所为主袁街道综治办尧司法所尧各社区认真排查
治安混乱地区袁重点整治治安隐患遥并主动与县公安
局对接袁抓好技防建设袁对老旧小区和巷道监控设施
进行排查袁建设现代化防控体系遥

抓好矛盾纠纷调处袁稳妥维护社会稳定遥街道挂
包社区领导到第一线了解民意袁靠前处理矛盾袁合理
合法解决矛盾袁并明确专人负责袁真正做到小事不出
村袁大事不出街道袁开创社会治安新局面遥

通讯员 董礼波

盱城街道
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现因报社事业发展需要袁 盱眙县现代信
息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叶盱眙日报曳排版人
员 2 名院

一尧岗位职责院报纸的排版设计工作遥
二尧任职要求院
1尧有报纸尧杂志的排版设计工作经验曰
2尧有一定的平面设计功底和审美能力曰
3尧熟练使用飞腾尧photoshop 等软件曰
4尧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良好的团队合

作精神曰
5尧35 岁以下袁身体健康曰
6尧可以上夜班遥
三尧工资待遇院
实习期三个月结束后袁 依据实习人员

表现袁 对合格人员与县现代信息中心签订
聘用合同袁 享受报社同类员工待遇并缴纳
五险一金遥

有意应聘者袁请于 5 月 10 日前将简历
发送到 jsxyrb@163.com遥 我们会通过电话
和电子邮件通知初审合格人员参加考试遥

盱眙县现代信息中心
2017年 4月 25日

《盱眙日报》招聘排版人员启事

关于金源花苑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选聘
物业服务企业的补充公告

盱城城北袁当地人称野老北头冶遥 野老冶是指历史悠久曰野北头冶是特指
的一定区域遥 野老北头冶在盱眙人心目中就是一座古老的城袁一幅饱经沧
桑的画袁一部满腹经纶的诗书袁随着对盱城历史的研读袁深深地感到野老
北头冶 是一道记录着精神和物质奇迹的老城袁 承载着灿烂而厚重的文
化袁是盱眙历史文化之魂袁是盱眙人的根遥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尧记忆尧
感恩野老北头冶袁本人对野老北头冶做了一点考略袁形成一文袁以期引起更
多的人对野老北头冶的尊敬和崇拜遥

野老北头冶的野老城冶源于何时钥

盱眙是中国历史上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遥 盱眙春秋时名野善道冶袁属
吴国袁曾是诸侯会盟的地方遥 战国时袁越灭吴袁盱眙属于越国曰后楚国东
侵广地至泗上袁盱眙为楚邑遥 秦王政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渊公元前 223~
前 221 年冤期间盱眙建县袁至今已有 2200 多年的历史遥

建县设治袁设治筑城袁秦时置县的盱眙县县治在哪里呢钥 清光绪叶盱
眙县志曳载院野秦置县袁治设圣人山尧甘泉山一带故城遗址袁城周六里袁中
间有古河道渊古禹王河冤通准遥 冶同治叶盱眙县志曳载院野渊县治冤东北二十里
小儿城袁刘尧项共立怀王孙心于此袁与汉王城尧霸王城三城相联袁或云即
汉县治也遥 冶荀德麟和张恩钤先生的叶盱眙故城考曳均已考明院野甘泉山下
的霸王城是盱眙故城遗址遥 冶主要依据院淤叶舆地纪胜曳院野废臧质城袁又名
古盱眙城袁在郡北二十里遥 叶寰宇记曳院西近淮水遥 冶因为南宋时袁盱眙曾设
招信军或盱眙军袁泗州治也曾设于盱眙袁故称野郡冶袁治于今盱眙县城遥 郡
北二十里袁正当圣山湖附近遥 于同治叶盱眙县志曳院野渊县治冤东北二十里小
儿城袁刘尧项共立怀王孙心于此袁与汉王城尧霸王城三城相联袁或云即汉
县治也冶三城地望也在圣山湖附近遥 盂据盱眙县文博人员在圣人山尧甘
泉山一带考察袁发现山麓确有几座古城遗址遥 其中甘泉山西北麓的霸王
城遗址袁一部分被淮水淹没袁目前能见到的遗址面积约十万平方米袁遗
址中心高出四周平地 1 米多遥 文化层厚度 80 厘米~150 厘米袁有大量秦
汉特征的断砖碎瓦遥 查叶史记曳楚怀王建都盱眙仅三个月袁项羽在这停留
时间更短遥 临时驻军袁不可能建筑如此规模的城池袁说它是野霸王城冶袁只
能说明楚霸王项羽曾在这个县城屯过兵遥 所谓野霸王城冶袁无疑是古盱眙
县县城遥

明万历盱眙县城图
盱城野老北头冶的老城最早是什么时候建造钥 野老北头冶老城最早建

于何时钥 有两种说法院第一种是野东晋迁治建城冶说遥 复旦大学地理研究
所编纂 1986 年出版的叶中国历史地名词典曳在野盱眙县冶条目下载院野西
汉以盱台县改名袁治所在今江苏省盱眙县东北盱眙山侧袁东汉复名盱台
县袁西晋改为盱眙县袁东晋义熙中移治今盱眙县东北都梁山东北麓袁唐
武德八年渊公元 625 年冤又移治今盱眙县遥 冶在野盱眙郡冶条目下又载院野东
晋义熙七年渊公元 411 年冤置袁治所在盱眙县渊今江苏省盱眙县东北冤袁隋
开皇初郡废遥 冶持东晋迁治说者们认为袁东晋义熙七年置盱眙郡时袁盱眙
县撤废袁郡治就已迁至今县城范围内了袁具体地点在都梁山麓袁而都梁
山在今盱城镇境内遥 也就是说东晋时期袁盱眙已徏治今盱城镇了遥 第二
种是野隋建都梁城冶说遥 持该说者认为袁在今盱城镇范围内构筑的城堡袁
最早的要推都梁城遥 叶读史方舆纪要曳院野都梁故城袁隋建遥 冶其建筑时间与
都梁宫同时袁即隋炀帝大业元年渊公元 605 年冤遥 叶太平寰宇记曳引录旧史
料云院野都梁宫袁周回二里袁在县西南十六里袁大业元年隋炀帝立名袁宫在
都梁袁东据林麓袁西枕长淮袁南望岩峰袁北瞰城廓遥 冶同书野都梁山冶条云院
野都梁山在县西南十六里冶袁都梁山为今盱城镇周围诸山的总称袁今盱眙
第一山旧称都梁第一山袁位于都梁山的中部遥 之所以在都梁山筑城池袁
修行宫袁 主要是因为大运河凿成之后袁 都梁山直对淮河左岸的通济渠
口遥 今盱眙城就成为水陆交通要冲遥 叶太平寰宇记曳载院野唐武德四年袁以
其当地水陆要冲袁遂立为西楚州袁辖盱眙一县遥 八年袁废州袁县属楚州袁建
中二年末属渊泗州冤遥 冶在古都梁城立西楚州袁是因野其地当水陆要冲冶袁差
使频繁遥立州置县于此袁便于遣差派役等遥持此说的人也认为袁盱眙县治
当于此间由霸王城迁至盱城镇范围内遥

不管是东晋迁治建城袁 还是隋筑都梁城袁 距今均超过一千四百余
年袁故野老北头冶是名副其实的老城袁更是名副其实的野千年古城冶遥 野老
城冶是个什么样子呢钥 据明万历叶盱眙县志曳野盱眙山城冶条目下载院中都
志云袁今县治三面沿山袁北阻淮水袁古称城小而坚遥 旧有六门袁东曰陈门袁
西曰玻璃门袁南曰南门袁北曰水门袁东北曰慈氏门袁西南曰宝积门遥 今具
废袁遗址存遥 宋史嘉定十一年修盱眙军城袁国朝洪武末尚嘗修其城袁置镇
淮卫遥 旧志云院山城东尧西尧南三面临山袁北临淮水袁永乐初年始废遥 盖筑
自秦袁阻山带河袁在南宋尤为吭咽袁五门具同遥 郡志院惟北门曰淮汴尚在遥
郡志云院盱城在县境极北袁盱山之麓袁淮水之阴袁正与州城对直袁南宋为
边方雄镇袁当宿重兵袁非六朝城小而坚之遥 旧仰攻实难遥 嘉定十一年修袁
永平间废遥 创大河卫于淮安下流袁以控扼漕运袁相传列军盱眙山阳之途
人搏一甓传递而去袁今惟遗址及水门尚在遥 前志皆曰院庆先门今又称为
山口门袁又谓大南门遥 有哈蜊霸由县治西行南折而出袁今呼为十字街者
谓之小南门袁其余皆无迹可考袁然城基石最为坚固袁近岁修泗州袁謢城隄
起取殆尽遥 即今城基亦难辨也遥

野老北头冶的老县衙

盱眙老城之迁徙袁实际上亦是县衙之迁徙遥 明万历叶盱眙县志曳在
野县治冶条目下载院旧在慈氏山麓遥 宋延佑申庚迁筑于东岳行祠之右遥 元
秦定四年袁县尹李景道迁第一山临淮府旧基址袁地势雄胜袁天历元年迁
建袁元末废于兵遥 国初知县林庭兰仍然旧基开设袁洪武十八年知县史惟
一重修正厅袁十二年知县李天昇修葺遥 清光绪叶盱眙县志曳载院知县署在
第一山之阳袁原临淮府遗址袁天历元年盱眙尹李景道建遥 顺治康熙间袁知
县李时茂重修之袁建府楼袁鼓楼遥 乾隆初知县叶本尧郭起元先后复修之袁
咸丰九年毁于兵遥 光绪二年知县方瑞兰重修噎噎计有瓦屋六十三间袁鼓
楼库楼各一袁草房一百零八间遥 综上所述袁盱眙县衙袁在今盱城镇内袁曾
多次迁徙袁或在山上袁或在山麓袁多次被毁渊废冤袁亦多次修葺袁元代以后袁
一直到民国 26 年渊公元 1937 年冤袁一直在山上宣化街遥 民国 27 年渊公元

1938 年冤1 月袁日军侵犯盱眙实行屠城袁宣化街毁兵火袁县衙迁至山下大
关渊今老船塘对面冤袁建国后袁中共盱眙县委设在文庙袁县人民政府在城
北社仓渊今供电局冤袁1958 年袁县人民委员会迁至大关袁1976 年袁县党政
领导机关同时迁至淮河东路 37 号渊现盱城街道办事处冤袁2006 年县党政
机关迁至十里营 9000要11 号渊县行政服务中心冤遥

清康熙盱眙县治图
盱眙野老县衙冶的形制遥 据 1962 年叶盱眙县志曳载院县署的方向院坐北

朝南袁面对野清风山冶渊俗称照面山冤袁前面低袁后面高袁地势高爽袁建筑雄
伟袁最前是照壁袁壁的两旁各有一扇门遥 面临街道袁前进就是头门渊又称
甕门冤袁门头上有野熏风南来冶石刻横匾袁门上又建鼓楼袁楼是两层袁檐下
正中高悬一块红底金字野盱眙县冶三个字的竖匾袁金光闪烁袁一进厢门就
看见门前两旁有高达五丈以上的旗杆一对袁头门里面是一条通道渊院中
宽平的路冤袁上了台袁就是二门遥 它一平排是三个门袁中间一个门上悬白
底黑字野仪门冶两个字的竖匾一块遥 渊据说袁过去凡是知县到任袁走到这个
门前要在门外跪拜行礼袁是代表拜朝廷的意思遥 冤两边的是出入口袁二门
外台塔下的东首是土地祠袁光绪末年改建野习艺善堂遥 冶从二门向后望
去袁中间宏伟高大的一座瓦屋袁就是县官的大堂逢到三尧八告期袁县官就
在这里坐堂问案遥 中间是暖阁渊大堂中间设案的阁冤袁阁上头是红底金字
野诚求堂冶横匾一块遥 阁里设公案尧公座尧桌帷尧椅披等遥 暖阁下左肩捲檐
下设大鼓一个袁这是依照古制击鼓喊冤而设的曰右旁设钱尧粮柜遥 大堂前
的两旁边的草屋是吏尧户尧礼尧兵尧刑尧工六屋和条尧粮尧架阁三库及承发
房的公务人员办公的地方遥 紧靠大堂的西首是保护县署的小队房袁再往
前走袁大堂与二门的中间袁竖一块石碑袁叫做野戒石冶袁上面刻着野尔俸尔
禄袁民膏民脂袁下民易虐袁上天难欺冶四句话遥 这是警戒县官遵守法纪袁不
要贪污的意思袁上建一亭袁盖的片儿瓦袁也很壮丽袁亭的两边都是矮墙草
屋曰东边是野壮尧快尧巨冶三班差役的值班房曰西门向里袁是关押犯人的班
房袁再向前向西袁是关押犯人的大牢袁由这个门前向后走袁就是野典史
暑冶袁门头上悬着白底黑字野捕厅冶两个字的竖匾袁大堂后进是二堂袁县官
也常在这里处理民刑案件遥 二堂面前的两旁是野前曹冶尧野后稿冶袁左旁石
阶而上袁到另一个院落袁向南的里屋是大花厅袁对面是小花厅袁是县官接
见宾客和议事的地方曰右旁是野签押冶房和署内各部门的野幕友冶办公和
住宿的地方遥由二堂屏门向后袁又是一个宅院袁就是县官住家的地方遥大
花厅旧墙外是库楼袁楼中存查文档案袁由这里向后走为野皇姑庙冶袁垣墙
外边接上野凤坡岭冶遥

野老北头冶的街尧市尧巷尧坊

野老北头冶的街尧市尧巷尧坊袁历经多年袁有去有留袁从明万历叶盱眙县
志曳尧清康熙叶盱眙县志曳尧清乾隆叶盱眙县志曳尧清光绪叶盱眙县志稿曳这四
本志书中均有记载遥

清光绪盱眙县城街市图
野街冶有院大街院在县署北山下坡渊俗称喜鹊嘴冤到上铺头渊后名洋码

头冤抵淮河边曰南街院在县署西南袁从宝积桥渊后叫洒金桥冤顺着河边到圣
庙前曰十字街院在县署西南袁从小南门到上龟山渊就是龙山寺后山冤到山
上街口中曰前街院在县署西北袁从水门口南折到河边曰后街院在县署西
北袁从江西馆西南到中丞坊曰石佛街院从县署西北石阶下到中丞坊与
后街接连曰土街院在县署西南袁从南门外下坡折朝西南袁从南门外到
南街曰山上街院在县署东南袁从东门抵十字街头曰山下街院在县署西
北袁从马神庙接黄牌街曰上码头院在县署西北袁从鱼市口抵达淮河边曰
下码头渊俗称御码头冤院在县署西北袁从旧观音阁到北湾到淮河边渊旧
时关楼也设在此处冤遥 在清光绪叶盱眙县志稿曳中袁又增加了几条街袁
它们是院井头街院在县署东北袁从山下街到山口门下曰机心街院在县署
北袁井头街下曰沿河街院在县署西北袁上接后街袁下接前街曰顺河街院在
县署西袁从圣庙前向北到沿河街曰黄家牌街院在县署西北袁从江西会
馆向东北折遥 东官路院在县署东北袁雾涧东坡曰西官路院在县署东北袁
雾涧西坡遥

野市冶有院鱼市院在县署西北山下南市口曰草市院在县署北山下鱼
市口南曰菜市院在县署北旧在务巷口渊大街下冤曰米市院在旧观音阁东曰
果市院渊旧称五圣庙巷冤在县署东北关帝庙巷口渊现井头街上冤曰市口院
包括大街尧后街尧南街尧彭家巷尧对宝巷渊驴市头冤遥

野巷冶有院仓巷院在县署西北袁从东岳观前斜往东北曰谈家巷院在圣
庙北袁石佛街南曰胡家巷院在圣庙南曰对宝巷院在胡家巷南曰彭家巷院在
对宝巷南曰杨家巷院渊又名瑞家巷冤在县署东井头街后曰粉巷院在县署西北
担钩坡下遥

野坊冶袁明万历叶盱眙县志曳中载的盱眙老坊有院宣化坊尧知乐坊尧安淮
坊尧敷文坊尧怀德坊尧来安坊尧仁寿坊尧富民坊尧翠屏坊尧安达坊尧迎思坊尧
安远坊遥 清康熙叶盱眙县志曳记载院城内旧制是十二个坊袁后为四大坊袁旧
八坊早废遥 野四大坊冶为宣化坊尧知乐坊尧安淮坊和义民坊遥 宣化坊院在县
署前山上袁包括东尧西尧南各街曰知乐坊院在县署北山上袁包括黄家牌尧南
市口尧前街半节袁后街半节曰安淮坊院在县署东北袁山口门袁包括院泉水井尧
陡山湾袁拖板桥等处曰义民坊院在县署西南袁包括从后街南半节经过顺河
街袁一直到土街所有的街巷遥

野老北头冶的街尧市尧巷尧坊袁从明万历渊公元 1573耀620 年冤袁到现在已
有 400 余年袁400 多年的风雨沧桑袁朝代更叠袁特别是这些老街尧市尧巷尧
坊的划分和命名均与县署关系密切袁随着县署的废尧修以及兵毁袁所有
这些老字号的名称一直保留至今袁 或者至今在盱城老北头还能找到踪
影的有院宣化街尧山门街尧十字街尧小街渊今宣化社区冤曰井头街尧黄牌街尧
丰登街尧前街尧后街以及喜鹊嘴尧瑞家巷尧石佛巷等渊今城北社区冤袁兴隆
街尧沿河街尧顺河街尧土街尧胡家巷尧对宝巷等渊今城中社区冤遥

野老北头冶的桥梁和渡口

桥梁院明万历袁清康熙尧清乾隆尧清光绪叶盱眙县志曳均有记载有院丰
登桥院在县署西北雾涧口袁明朝知县吴万全建遥 旧浮桥院在县署北五里
渊在洋码头下冤遥 清乾隆叶盱眙县志曳载院浮桥跨淮与泗水驿相对袁有台基
十八层袁后因淮涨为沙土所没遥 弘治十八年巡抚张敷华欲重建袁因连年
灾未果遥 以船济渡袁累遭沈溺袁万历中袁巡抚唐世济复倡建浮桥遥 顺治年
间袁巡抚上官铉重修后废遥 三星桥院在雾涧中袁清康熙十四年造遥 雍正元
年邑人谢廷栋重建遥 安乐桥渊俗名火星庙桥冤院乾隆八年土民公建袁因半
属安淮坊半属知乐坊更名遥 道光二十八年邑人汪根敬重建袁里人为立碑
曰野小汪公堤冶遥 安淮桥院在县署北袁水通淮河渊早废冤遥 宝升桥院在宝积山
下袁旧名上霸桥袁乾隆间邑人唐大纲尧李贯等修渊早废冤遥 宝积桥院在县署
东北山下鱼市口袁据乾隆志载院桥跨西湖袁贯穿城河遥 以宝积山水通桥下
故名袁知县乔杞造渊早废冤遥 望金桥院在县署北山下袁桥下可行船渊早废冤遥
哈蜊坝桥院在县署南袁明朝知县吴万全捐建袁道光中邑人汪云任重修遥 拖
板桥院在县署东北遥 乾隆志载院野桥在下码头袁水竭则置板桥于上袁水涨则
撤去袁后更为石桥遥桥下可行舟袁宝积桥湖水至此入淮遥康熙二年知县李
时茂填塞遥 里人公议改修石堤袁 今称拖板桥街袁 乃居民繁盛之市 渊早
废冤冶遥 翟家桥院在县署东陡山湾袁其下有涓渊活冤流通陈家河遥 洒金桥院在
宝积山西南渊早废冤遥

渡口院小河口渡院在县署北袁浮桥废后添设遥沟口渡院在五圣庙西遥 水
门口渡院在县署北袁浮桥废后添设遥 下码头渡院在县署北袁光绪八年建立袁
第二年春季建了三只大船院一驻盱眙河下袁一驻老子山袁一驻蒋家霸袁负
责水面救生工作遥

野老北头冶的坛庙尧宫祠

社稷坛院在县署西南山脚下袁火星庙前渊即山上十字街冤遥 风尧雷尧雨尧
云尧山尧川尧坛院在县署西南山脚下袁均是明洪武三年知县林庭兰建遥 厉
坛院在县署西北山下袁也是明洪武三年知县林庭兰建遥 先农坛院在县署东
门外一里八仙台旁袁是雍正四年知县程杭建遥 都梁城隍庙院在县署东街袁
光绪七年知县方瑞兰重建遥 泗州城隍庙院在县署南十字街外袁野龙山寺冶
的左边遥 关帝庙院在县署南东琵琶井前遥 龙王庙渊有四冤院一在斗山袁一在
淮河边沿袁一在县署西南官庄山袁一在县署东南东庙山遥 县野文昌宫冶院在
县署南袁龙山寺与泗州城隍庙的中间渊早废冤遥 泗州野文昌宫冶院在县城东
北二山下遥 火星庙渊有两冤院一在县署南山下袁一在城内彭家巷遥 马神庙院
在山上宣化坊渊早废冤遥 八腊庙院在县署东袁琵琶井前遥 刘猛将军庙院在县
署东袁半边山脚下遥 大王庙渊有两冤院一在凤坡岭前袁一在对宝巷五塔寺
旁遥土地祠院在县署内仪门外袁清朝末年袁改建野习艺善堂冶遥蒋忠烈渊名佳
征冤祠院在县署后面宫路下袁后改为昭忠祠遥 黄公祠院在知乐坊袁祀奉明的
教谕黄昌遥 冯恭节公祠院在县署东北安淮坊袁祀奉明朝的本县人冯应京遥
楚姑祠院在县署后袁祀楚义帝女遥 双贞祠院在县署东北袁陡山湾袁新河口
渊就是象山北山脚下冤袁祀何家二烈女渊长女名春景袁少女名进喜冤袁明朝
隆庆四年建遥

野老北头冶的雾涧

据明万历叶盱眙县志曳载院野在县东城隍庙西绕站路坂而出涧口则丰
登桥也袁俗称涧沟遥 云院一壑湾环袁二阻之区袁两山掩映袁怪石青林中戏清
泉五七处袁居民皆饮此水袁但峡谷树本鲜少袁不能点缀幽奇袁使有茂林修
竹袁幽亭铺叙其中袁则不减于兰亭金谷之趣矣袁中有一坝坚固如虹袁盖筑
此以杀骤潦恐損民居者遥 冶

清乾隆叶盱眙县志曳载院在县东城隍庙西绕站路坂而出涧口则丰登
桥也遥 俗称涧沟遥 云院一壑湾环袁两山掩映袁左有关帝行宫袁右有净土禅
林袁中福慧寺清泉五七处遥 居民皆饮此水袁又有三星桥锁水口袁但峡谷树
本鲜少袁不能点缀幽奇袁使有茂林修竹野馆幽亭袁则不减会稽兰亭之趣
也袁中有一坝袁坚亘如虹袁盖筑此以杀骤潦恐損民居者遥 冶

通过实地考察袁雾涧处在东官路和西官路之间袁清光绪叶盱眙县志
稿曳载院野东官路雾涧东坡袁西官路雾涧西坡遥 冶行走在涧底袁有野一壑湾
环袁两山掩映冶的感觉袁福慧泉的清泉在涓涓流淌袁居民们乃用该泉遥 涧
口原丰登桥旧址的一面墙上镶着一块石碑上刻野丰登桥冶三个大字袁碑
的右上方刻有野道光丙午年春三月冶袁碑的左下方落款野居民铺户重建遥 冶
石碑两侧的青条石上刻写着野民安物阜尧源远流长遥 冶

野老北头冶的野第一山冶

叶帝乡纪略曳载院野第一山袁以众山环列袁而此山独高故名袁邑人陈道
谓袁宋自京师至汴口并无山袁惟隔淮有此故名遥 米芾诗且是东南第一山
是也袁县脉皆自南来北向袁惟此山西含所以独为县治遥 冶

明万历叶盱眙县志曳载院第一山今县治座山遥 厅东壁下有石碑袁米芾
书野第一山冶三个大字袁或曰众山环列而此山独高故云遥 陈南山遥 谓宋自
京师至汴口并无山袁惟隔淮有此山故名遥 则邑治群山总名第一袁亦通此
十景之一也遥

清乾隆叶盱眙县志曳载院野第一山袁又曰南山袁县治之山遥 治而东壁有
石刻米芾书野第一山冶三个大字袁明末废于兵火袁闽中有米书野第一山冶三
字袁姿格遵逸袁知县郭起元自闽摹来刻于玻璃泉上遥 冶

清光绪叶盱眙县志稿曳载院自此山迤东至斗山袁宋以前皆曰南山袁以
在淮水南也遥 宋苕溪渔隐丛话院北之地平夷袁自京师至汴口并无山袁惟隔
淮方有南山袁米元章名为其山为第一山遥 有诗云院野京洛风尘千里还袁船
头出汴翠屏间袁莫论衡霍撞星斗袁且是东南第一山遥 冶
第一山左拥翠屏峰袁右览凤坡岭袁背倚清风山袁面向长淮水遥 风景秀丽袁
气势巍峨袁层岩叠嶂袁清幽素雅遥登高眺望袁海阔天空袁目穷千里遥 自汉代
以来袁历代都有人在这里筑亭建堂袁作为修身养德尧读书施教的场所遥 盱
城古十景中就有野第一山怀古冶尧野玻璃泉浸月冶尧野会景亭陈迹冶尧野瑞岩观
清晓冶尧野杏花园春昼冶等五景汇聚在此袁真可谓风光无限袁锦绣天成遥 历
代文人墨客慕名而至袁题诗作文袁勒石留名袁这就积淀下第一山深厚的
文化底蕴遥 表现为院一是传播文化教育的古建筑遗址多曰二是第一山摩
崖碑刻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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