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城名片

河南府文庙
河南府文庙始建于金元时期，重

修于明嘉靖六年(1527)。依东南隅中
部台地而建，坐北朝南，布局严谨，层
次分明。其明清格局自南向北依次
为琉璃陶朔彩龙壁、棂星门、辟雍、泮
池、石桥、戟门、大成殿、后殿，共六进
院落，目前仅存戟门、大成殿、后殿,是
国内较少见的元代建筑之一，2006 年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根据规划设计将修辟
文庙广场，恢复河南府文庙原有建筑
群。以广场为核心，将河南府文庙及
周边的曹操点将台、妥灵宫等遗址巧妙
融合，构成古城内最重要的文化组团。

妥灵宫
妥灵宫毗邻河南府文庙，相传始

于汉代，系曹操为寄放关羽首级而
建，后成为寄放灵柩之处。历史上妥
灵宫多次被毁又多次重建，曾由山
门、义勇殿、拜殿、武安殿、配殿、廊房
等组成。清顺治、乾隆时期曾重修伽
蓝殿、拜殿、大殿、配殿及廊坊等建
筑，并有驻宫道士主持日常事务。民
国 时 这 里 曾 为“ 河 洛 日 报 ”社 所 在
地。现仅存一间卷棚和两通记载有
关历史的清代石碑，为洛阳市文物保
护单位。妥灵宫的修复将按原貌复
原山门、鼓楼、殿宇及廊坊等建筑，成
为展示关圣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鼓楼
鼓楼位于古城东大街，原建于府

前街福王府，亦称谯楼。明万历四十
二年(1615)建福王府时移建于现址。
清 顺 治 十 三 年 (1656) 及 乾 隆 十 年
(1745)曾两次大修鼓楼，乾隆年间东
门内大街改为鼓楼街。鼓楼券台上
原为两层木构建筑，因年久失修，于
1972 年拆除。2002 年，洛阳市政府为
保护老城明清风貌，重新修复了鼓
楼。鼓楼券台为大青砖砌成，拱券门
宽一丈五，高二丈，东面门上镶一石
匾“就日”，西面为“瞻云”，均为金代
中京留守亲书，现为洛阳市文物保护
单位。修缮后的鼓楼将与河南府文
庙、妥灵宫、玉虚观建筑群及遗址公
园等相连成片，形成以儒学思想、祭
祀文化、地方民俗展示为核心内容的
传统文化片区。

文峰塔
文峰塔始建于宋，毁于明末，清

初重建，为密檐砖石塔，四方形，高约
30 米，由塔基、塔身、塔刹(已毁)三部
分组成。一至八层向北各开一弧形
拱门，门上皆有题额；第九层则四面
各开一门。明清时塔下有湖泊和庙
宇，塔、湖、庙交相辉映，形成当时一
处著名的人文景观。目前仅存的文
峰塔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此次
保护整治将根据考古与历史资料，还
原文峰塔周边一湖、一庙景物，打造
整个古城的视线观景点。

河南府城隍庙
河南府城隍庙建于明初，占地

120 亩，原中轴线上的建筑自南向北
依次为：辕门、山门、南戏楼、六角石
柱亭、北戏楼、威灵殿、后殿(寝宫)。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洛阳都会有城
隍出巡之俗。现城隍庙仅存山门、南
戏楼、石柱亭、威灵殿，为河南省文物
保护单位。此次保护与整治主要修
复城隍庙南部，打造最具互动体验的
洛阳民俗博物馆，与民俗街一体联
动，定期举行主题民俗文化活动，成
为洛阳民俗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

地
位洛阳尚存的古代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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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千年帝都的“现实之城”
□洛阳观察记者 杨玉璞 本报通讯员 李江涛 白云飞

洛阳，一座充满魅力的帝都圣
城，5000 多年的文明史、4000 多年
的城市史、1500 多年的建都史，闪
耀华夏文明长河。在洛河沿岸东
西不足50公里的范围内，就分布着
二里头夏都遗址、偃师商城、东周
王城、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
五大都城遗址。

在五大都城遗址的中心地带，
保存着迄今尚存的古代城池——
洛阳老城。

历史沧桑，老城留下的一砖一
瓦都诉说着帝都的传奇。然而，由
于年久失修，历史光环笼罩下的洛
阳古城，已渐渐沦落为洛阳市面积
最大、人口最集中、基础设施最差
的棚户区，散落其中的几十处文物
古建岌岌可危，文保与民生困局亟
待破解。

如今，经过充分酝酿和科学规
划，洛阳古城整治与保护项目已经
启动，历经三年打磨的古城保护性
规划已经敲定，项目进入实质性实
施阶段。根据规划，保护与整治工
程将围绕“一环、两轴、三片、八节
点”的总体布局，打造独具河洛文
化特色的历史文化古城，最大限度
实现“民生改善与资源保护深度融
合，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共同繁
荣，文化福祉融入百姓家园”，让老
城居民真正享受古城保护与整治
带来的民生改善和地缘优势形成
的发展机遇。

核心提示

“一千年文明看北京，三千年文明看西安，五
千年文明看洛阳。”这是对中华文明史和洛阳历史
地位的最好概括。

洛阳老城，是金代在隋唐城遗址上兴建的，历
经元、明、清及民国至今。800 年的历史沧桑，城池
格局、街巷框架基本未变，是洛阳历史上存续时间
最长的城池。

历史的沉淀，给古城留下了丰厚的文化资
源。在洛阳古城主体的东、西南隅历史文化街区，
传统街巷依旧如初，城墙遗址仍可追寻，现存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个，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2 个。董公祠、妥灵宫、文峰
塔、河南府文庙、明清鼓楼等人文景点星罗棋布，
是游客探寻古都洛阳文化记忆的必到之处。

但由于古城区域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得到系统
的保护整治。见证了洛阳古城千年历史的众多文
物古迹和古宅大院，显得十分落魄，难以让人感受
到千年帝都的那份繁华与厚重。站在重建的丽景
门城楼上，放眼东望，只有西大街细长的青石板路
和街道两旁青砖灰瓦的店铺，勉强使人联想到洛
阳古城模糊的历史画面。古城在悄悄的没落，让
人深思保护与整治势在必行。

洛阳最大的“棚户区”
现
状

走进西大街 222 号，十几户人家沿着约１米
宽、十几米长的坑洼小巷居住，密不透风。有的房
子十分低矮，墙砖风化严重，直往下掉粉末；有的
屋顶瓦片残缺不全，铺着石棉瓦。居民们说，大风
天气，瓦片乱往下掉。不仅如此，上厕所还要走
200 多米远。

而西大街 222 号，竟是著名的河南府城隍庙
原址，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这里只剩下
一道门，曾经华美的古建筑已经荡然无存。

在古城东南隅、西南隅历史文化街区内，有
30%是公共房屋。由于缺乏整体规划与保护，数
十年来，古城区域内民居擅自改建、私搭乱建房屋
行为屡禁不止，“院中院”现象普遍存在，住户与住
户之间距离很近，采光和通风条件很差，屋内狭
小、阴暗潮湿。水、电管网老化，气、暖无法通达，
环卫设施滞后，低矮拥挤的民居与危房掺杂在一
起，加上没有消防设施和通道，诸多安全隐患危及
居民的人身安全。

据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里就没有进行过
科学、系统的基础设施改建。近些年，市区两级政
府虽陆续投入资金改造旱厕，完善照明配套，疏通
下水设施，但这种修修补补的整治改造已远远不
能满足居民日益提高的生活需求。然而，就是这
个基础设施极不完善的区域，人口密度却极大，１
平方公里内居住着２万多人。

与生活设施的缺失并存的是，大量文物被破

坏、侵蚀。古城骄傲地拥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河南府文庙和安国寺、河南府城隍庙、文峰塔等３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这些文物遗址要么被周
边杂乱无章的建筑掩盖，要么被占用、被侵蚀，杂
草丛生；９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大院多为居
民占用，大量新建、翻建的建筑分化着院落格局，
建筑形态已被破坏；几十处具有文物价值的明清
建筑，更是散落在破败的民居之中，有的已是残垣
断壁，危在旦夕。一名外地游客感叹：“老城街区
内的私家大院经年失修，就连最具代表性的文峰
塔，三面都被破旧建筑包围，连给文峰塔照个全身
照的地方都找不到。”

“这里的每一平方米土地上都有故事，曹操的
点将台，存放关公首级的妥灵宫，武则天做礼拜的
安国寺、狄仁杰办公的府邸……但这些被周围不
和谐的建筑淹没，还有的被占用、被侵蚀，几乎所
有现存的文物景点都是危房。”说起这些，原居住
在这里的张大爷感到遗憾。他说，一些居民从古
城搬迁之后，不少文物贩子前来偷砖揭瓦，文物损
毁日益严重。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古城留下
的文化遗迹将越来越少！

虽然在二十世纪 70 年代，老城在不破坏原街
道格局的基础上，将所有道路铺上水泥；2001 年，
又将东、西、南、北四条大街铺上青石板，重建丽景
门和鼓楼，但这种“补丁式”的修葺，并未真正改变
老城的破败景象。

老城旧有“九街十八巷七十二胡同”
之说，曾有很多历史名人典故和文物古
迹。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古城
的居民并未切实享受到身居古城的优越
性和地缘优势带来的发展机遇。这里宝
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被占用或闲置，如明
珠蒙垢，难以向世人展现其耀眼的光辉。

打造千年帝都的“现实之城”
规
划

“老城区是洛阳在多个历史时期城址叠加的区
域，是洛阳城市文化传承至今的核心载体，但现在
却成为市区面积最大、条件最差的棚户区，古城保
护与整治刻不容缓。”洛阳市老城区主要负责人说。

2010 年，以老城东南隅、西南隅历史文化街区
为主体的古城保护与整治项目被提上议事日程。
历经 3 年打磨，《洛阳市东西南隅历史文化街区（老
城片区）保护规划》和详细规划，获得国家级专家评
审和省住建厅评审通过。

根据规划，古城保护与整治项目占地面积 1360
亩，以“一环、两轴、三片、八节点”为总体布局，以明
清建筑风格为基调，打造集文化、旅游、商业、休闲
于一体的经济发展带，使其成为既具丰富历史文化
内涵，又具有现代气息和浓郁特色的城市新地标。

“一环”：即城墙遗址—城河文化公园。在清理
整治城墙遗址，恢复东、南城门，梳理城河景观的基
础上形成环城文化公园，使其成为展示宋金到明清
时期洛阳老城历史文化的地标。

“两轴”：即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形成的传统
文化轴与休闲商业文化轴，在强化传统商业文化功
能的同时突出老城自隋唐以来的历史文脉，形成开
放性的带状博物馆群。

“三片”：即以文庙—鼓楼—妥灵宫—玉虚观建

筑群及遗址公园为中心，形成以儒学思想、祭祀
文化、地方文艺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片区；以
城隍庙—西大街传统商业群落—公园巷民国建
筑群为中心，形成以民俗展示、商业文化和娱乐
休闲为主要功能的传统商业片区；以安国寺—察
院建筑群为中心，形成反映佛教及官学传统的文
化片区。

“八节点”：即丽景门民俗文化节点、西南角楼
—工业遗产节点、安国寺—南门公园节点、文峰塔
文化景观公园节点、柳林街民俗博物馆群节点、东
门历史公园节点、唐宣仁门遗址公园—十字街广场
节点、北宋衙署花园遗址公园节点。

古城历史文化街区是洛阳最重要的文化资源
之一，也是打造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文化示范区
的独特资源。

老城区主要负责人坦言，古城保护与整治项目
不走“大拆大建”和“拆旧建新”的老套路，将严格遵
循历史原真性原则，对古城进行全面细致的抢救性
保护，保持古街区风貌的完整性。同时，全面更新
基础设施，优化布局结构，使之成为既具有丰富历
史文化内涵，又有现代气息和浓郁特色的洛阳城
市地标，展现给市民和游客一座千年帝都的“现实
之城”。

一场改善民生的生动实践
核
心

古城保护与整治，重点在民生，核心在为民。
项目规划区 1360 亩范围内，涉及居民 9000 余

户 2 万多人。最大限度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新
中国成立以来，洛阳最大规模的古城保护与整治
工程的核心与关键。

洛阳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项目的规划、安置、
实施等各个环节，始终要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充分考虑群众利益，确保群众的合法利益最大化，
切实让群众享受到古城保护与整治带来的实惠。

如今，项目实施进入实质性阶段，老城区积极
探索“政府主导、企业运作、部门参与服务、居民支
持共享”的古城保护与整治机制，全力打造集文化
展示、文化创意、文化商业于一体的古都历史文化
示范区。

在群众最为关心的搬迁安置方面，老城区用
足用活政策上限，确保群众合法利益不受损失。
补偿安置方案办法公平、标准合理、立足于求实用
情、惠民优先。

“听说有搬迁规划的时候，我们就盼望着能早
点落实，然后置换房子或者用赔偿款买一套新房
都可以，让婆婆晚年也享享清福。”居住在西大街
的郭女士，今年 69 岁，平常要照顾年过九旬的婆

婆。她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充满期待。
为让群众吃透政策，工作人员利用流动宣传

车把相关信息传达到各家各户，并注册微信公共
平台，开通 QQ 群，随时和居民互动；积极帮助群众
解决各种顾虑和难题；丈量工作坚持用数字说话，
绝不含糊，不搞特殊。

考虑到居民对古城的深厚感情，老城区以安
置好群众为根本立足点，将全区最好的临河地段
作为古城保护与整治项目的安置用地，就近安置
被征迁居民。在配套设施上，安置社区内暖气、燃
气、地下停车场、幼儿园、社区服务中心等基础设
施一应俱全，周边交通十分便利。

古城是洛阳的传统商贸区，自古商贾云集，市
场繁荣。而今，随着保护与整治释放的“历史传承
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共同
繁荣，文化福祉融入百姓家园”的巨大红利，一个
文化厚重、民居和谐的“新古城”将破茧重生，继续
讲述这座帝都圣城的传奇故事……

西大街整治效果图

修复后的城隍庙外景效果图

修缮后的鼓楼效果图

文峰塔片区保护与整治效果图

修辟后的文庙广场片区效果图修辟后的文庙广场片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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