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5月6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彭传刚

美编：马晓迪 组版：刘燕

C03-C06

百百年年状状元元府府房房屋屋裂裂缝缝可可伸伸进进手手
产权单位已破产，维修需多方出资

5日，状元府所在街道历下区泉
城路街道办相关工作人员说，鞭指
巷9号院是企管房，去年状元府内出
现房屋破损情况时，已联系上济南
市第一印染厂到现场查看情况。但
由于该厂已经破产，由印染厂单独
维修不现实，所以协商由街道办、单
位和使用者3方共同出资维修。

“我们已经联系上了济南市第
一印染厂的留守人员，他们同意单
位出一部分钱，街道办也会拿出一
定资金补贴，使用者自己也要出一
部分。”该工作人员解释，目前状元
府内已经进行过房屋鉴定，做出了
维修预算，其中一处情况比较危急。
由于状元府是省文保单位，所以维
修还需要向济南市文物局报批，目
前还没有批复。

该工作人员说，因修缮人工费
用高，维修费用也不低，另外，裂缝
房屋在状元府最南侧，进出并不方
便，施工成本也增加不少。

此外，记者在鞭指巷9号院内看
到1张去年11月贴出的房屋拟征收
通知，此通知由济南市历下区明府
城项目指挥部发出。明府城项目指
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护城河以内
均为明府城片区，其中包括鞭指巷9

号和11号的省文保单位陈冕状元
府，前者为企管房，后者为省属公
房，中长期计划将院内住户迁出，在
原址对建筑进行原貌修复。

目前，明府城项目已完成初步
摸底，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
企管房和公房外迁和征收还无先
例，所以需要政府政策支持，现在仍
在研究中。

在寿康楼街（省政府西邻）附
近，有200多年历史的山东省现存规
模最大的清代戏楼题壁堂，在2013

年入选为山东省第四批省级文保单
位。2013年时，此处建筑也因破旧不
堪，墩柱下端腐蚀严重被报道。但5

日记者再次探访时，看到屋内戏楼
已修葺一新，彩绘精美颜色鲜艳。正
冲大门的2层戏台已经恢复了红色，
就连戏台后的木头上的5幅山水画
也已清晰可辨，正反皆有。

进入大厅的戏台顶也是整齐的
蓝色圆形彩绘，屋内的游廊墩柱也
已经漆成红色。整个戏台空旷颜色
鲜艳。记者了解到，此次修缮为政府
主导，建设单位是济南市考古研究
所。在题壁堂附近的府学文庙也是
由政府主导，完成了修复。

在曲水亭街东侧8号，是山东省
第四批文保单位路大荒故居。很多
人并不熟悉路大荒，路大荒是蒲松
龄研究大家，而这处建筑曾是他在
济南专心研究蒲学的见证，目前产
权是私人所有。从外观看，房屋保存
较好，这与房主出租后进行商业开
发不无关系。

现在一部分房间已出租，成为
一座老济南怀旧风格的酒吧。进入
房屋内，酒吧的木桌木凳、七八十年
代的老物件已经成了主角。

酒吧老板马克说，这家店去年5

月时开业，而此前自己通过联系路
家后人很顺利地就租下了房子，搬
进来后发现房子的排水很差，自己
花钱修了排水。其他的修缮都没有
再进行，怕损坏了房子。马克说，很
多人不知道路大荒是谁，但酒吧里
张贴了介绍他生平的文字。“不赚不
亏。”马克说，利用老建筑更需要的
还是一份热爱。

孙家公馆：

屋顶曾掉下土块

双忠祠街21号是双忠祠
街孙家公馆，建筑建于清末民
初，在2013年时成为了济南市
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4日下
午，记者进入孙家公馆看到，
宽敞的四合院内，北侧房屋屋
顶的红瓦外沿已松动。

西屋一家租户孙女士带
记者进入南半边屋内，屋子由
北往南总共3间。西南侧的一
间小房间，窗户内侧墙面脱
落，已露出砖土。屋顶西南角
已经出现缝隙，从屋里能看到
屋外的光。中间的房间屋顶都
用塑料袋遮挡，孙女士指着屋
顶西侧一块塑料板说，前几年
房顶突然掉下土块，砸到了床
上，床上一层全是土，只好自
己简单修补。

“雨天漏雨，很危险。”孙
女士说。现场正好有一位泉城
路街道办工作人员来送危房

鉴定，并解释孙女士所住的西
屋是D级危房，非常危险，需
要修缮。目前已做出规划，可
由街道办、产权单位、租户三
方共同承担费用。

孙女士说，自己一家人租
住在这里，房子的产权是济南
市挂面厂，但挂面厂早已破
产，现在连房租都没处交，日
常小修补都是自己找人然后
留好发票，现在如果再进行维
修她也不知道能怎么找产权
单位。泉城路街道办相关负责
人说，此处维修需联系国资委
进行。

芙蓉巷17号：

墙皮一直在脱落

在熙熙攘攘的芙蓉巷，很
多市民都循着各种美味而至。
而芙蓉巷17号小门往里，则是
2013年列为济南市第四批文物
保护单位的芙蓉巷17号传统民
居，这座民居是民国时期建筑，
但与美食相比少有人关注。门

口的摊贩不愿让游客进入，“里
面都是老人住，外人进去了不
安全。而且里面破得不行。”这
位摊贩谢绝了参观者。

记者进入该民居，不同于
状元府、孙家公馆那样的大气
磅礴，这处的四合院更小。木
头架着瓦片，青砖墙外还有一
层白墙。东屋、北屋已经锁门，
西屋住着一位老人。记者看
到，北屋墙面已经破损脱落，
在租户在门口搭起的塑料棚
上，还能看见墙体粉尘。“谁都
不敢继续住，他家都到孩子那
住了，已经很久都锁着门了。”
西屋照顾老人的一位女士说。

据这位女士介绍，自己租
住在这里已经很多年，向房管
部门交租，但自己也不知产权
归谁。遇到房子破损，只能自
己维修。街道办曾经给院子里
的厕所换过一个门。而租住的
房子则由自己粉刷了墙壁，防
盗门也是自己安起来的。“下
雨天就要漏雨了，啥时候能搬
走啊。”西屋的老人说。

文/片 本报记者 王皇

文保单位状元府

院内房屋现大裂缝
“状元府里的房子出现了

裂缝，房子一边倾斜，雨季快
来了，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
近日，租住在鞭指巷9号院的
王先生反映，自己所住的9号
院内房屋西侧一栋房子的裂
缝越来越严重。

鞭指巷9号院是济南现存
唯一的清朝第一百零五位状
元陈冕的状元府，2013年10月
份公布为山东省第四批文物
保护单位。近日，记者在现场
看到，王先生所说的裂缝房屋
在状元府最南侧，小屋坐南朝
北，西侧不远即是状元井。

屋子进门处的北墙东侧
的裂缝，从屋顶一直到距离地
面约一米处，裂缝有手指粗，
房子最东侧出现了向东倾斜
的趋势。该裂缝左侧还有一条
较细的裂缝，长约半米。

进入房屋看到，东墙与南
墙之间也出现了一条长裂缝，
从屋顶延伸，已至距地面约1
米处。透过这处裂缝，能看到
屋外的一丝阳光。南墙中间的
屋顶则凹陷了一块，由一个后
建的水泥柱支撑。王先生说，
这个支撑柱是他几年前花好
几百元立起来的。

“裂缝从2013年开始出
现，刚开始只在房子上半部
分，去年越来越严重，裂缝从
房顶一直向下延伸，而且缝隙
越来越大。”王先生说，目前该
房屋的租户因担心房子安全
而搬走，由自己租用堆放杂
物。王先生所住的房子就在该
房屋东邻，间隔约1米。

“要是房子塌了，首先就
会往我家厨房这边塌，我们平
常做饭都提心吊胆的。”王先
生说，为了防止裂缝房往左塌
向他的厨房，两年前他在裂缝
房屋的东侧屋顶立起了一个

三角铁架。记者看到，三角铁
架横在裂缝房和左侧另一座
房子的西墙上。“要是没有这
个架子撑着，这房子早塌了。
不过看样子也撑不了多久，裂
缝在不断加大。”

状元府内主要有两进院
落。记者发现，院内多座房屋
都出现了破损。状元府二进院
落西侧大屋子外沿，支撑房顶
的大木头已经出现了腐烂，房
顶的瓦片已破损。王先生说，
去年房屋顶部的瓦片不时往
下砸，自己多次联系也无人来
修，只好在屋顶搭起塑料棚救
急。

记者看到，原本高大古朴
的二进院落西边的大屋子上，
部分屋顶红瓦上压着砖头，屋
顶搭建了不少塑料板棚。透过
一处塑料棚，可看到屋顶的条
形木已塌落，一片狼藉。

产权单位已破产

租户自修成本太高
“去年，我看到这个屋顶实

在太危险了，多次反映又一直
没有人来修，我就准备自己修
一下。但文物部门的人说不让
随便修，如果修坏了房顶，后果
很严重，要我负责。”王先生说，
9号院的产权单位是济南第一
印染厂，父亲已经在此租住了
62年，大约10年前单位已破产，
房屋日常维修就落入空当。自
己并不想让房子继续破下去，
但维修只能尽量省成本。

《文物保护法》规定，使用
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的单位，
应当负责建筑物的保养和维
修。但记者了解到，目前9号院
的产权单位济南第一印染厂
在2004年进入政策性破产程
序，职工全部退出，企业关停。
2007年由法院裁定破产程序
终结。

“以前印染厂还整修过这
里，房子有问题都来修，但是
后来厂子破产了，就没有再修
过。”王先生说，现在状元府里

的租户都是原先济南第一印
染厂的职工，住在这里需要每
月向厂里交租金。房屋出现问
题，厂里就会派人来修。但从
2006年起，租户就没有再向单
位交过房租，也没有厂里的人
来维修。

王先生说，状元府屋顶的
瓦片原先是灰色的小瓦片，但
后来屋顶漏雨严重，厂里就统
一来修，更换成了红色大瓦片。
那时候这处建筑还没有成为文
保单位。从2013年成为省文保
单位后，相关部门来这里看过

很多次，但最终也没有修。
“去年有相关部门的人

来勘测过，听说要把这里的
租户全迁出去，但到现在也
没有动静。不管搬不搬，眼下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排 除 房 屋 危
险。”王先生说，院里已经有
人搬去其他地方住了，但自
己暂时无法外搬。裂缝房屋
已经做过危房鉴定，但鉴定
后的维修预算有6万元，虽然
政府会有一定的补助，但该
屋 的 租 户 并 不 想 再 花 钱 修
补，所以维修至今难进行。

位于鞭指巷9号院的省文保单位陈冕状元府已有百年历史。最近，该院内的租户反映，房屋因年久失
修，目前破损严重，9号院最南边的一栋小屋甚至出现了两条两米多长、手指粗的裂缝。因产权单位济南第
一印染厂已破产，虽有留守人员但资金困难，租户想维修不仅受制于费用，也担心修坏了犯法。

与鞭指巷9号院类似，
破损严重、使用人为租户
的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不
少。记者走访了其中的济
南市文保单位双忠祠街孙
家公馆、芙蓉巷17号院，发
现老建筑屋顶、外墙都已
经损坏严重。政府的支持、
合理的商业开发，或许能
改变老建筑面临的破损和
私搭乱建问题。

多多处处老老建建筑筑伤伤得得不不轻轻

延伸调查

相关链接

清代戏楼题壁堂

已经修葺一新

维修计划已上报

等待文物局批复

双忠祠街孙家公馆西屋一处窗户内墙脱落。

状元府最南侧房屋外墙裂缝超过2米长，可伸进手指。

泉城路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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