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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它们历
经时间的风雨，终会回荡着历史
的心音。

古人营造龙门石窟，何尝不
是这样；

今人增色龙门石窟，何尝不
是这样！

龙门管委会明确提出：一定
要按照未来的世界遗产标准，建
设好龙门景区内每一个项目！
要让每一座建筑都要和龙门融
合在一起，成为经典之作！

张锦秋对龙门景区西北服
务区的规划，可谓完美；同样也
出了一道难题：如何将她在心中
和图纸上的设计理念和设计风
格，原汁原味表现出来？

为此，龙门管委会提出，要树
立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工作责
任，成立了重大项目建设部，明确
分工和具体责任人、时间节点，集
中精力，拿出攻坚克难的韧劲，以
钉钉子精神加快推进项目进度。

以西北服务区项目为例。
龙门管委会建设局和设计、施
工、监理等单位密切配合，以打
造精品的使命感推进项目建设。

张锦秋大师虽然年逾古稀、
行动不便，但密切关注该项目进
展情况。在项目现场的设计人
员，每周都要向她当面汇报两次
进展情况。

在她的设计理念中，生态林
区以自然式片植、丛植为主，选取
树姿自然、形体高大的树种，以塑
造自然舒畅的郊野园林氛围。所
以，树木的选择就成为关键。

为原汁原味地重建一座盛
唐时期的皇家风格园林，所有树
木是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来的，每
一株的大小、造型等都有严格的
要求标准。

尤其是那些节点位置上的
古树，在当地运回来之前，工作
人员会把每一株树拍成照片，张
锦秋大师看过同意之后才会运
到龙门，而且每一棵树木的位
置、与相邻树木的距离，都与当
初的设计精确吻合，最终由张锦
秋大师审定。

又如，规划中提出，景观节
点设计古拙生趣，充满郊野园林
风情，诗词歌赋充实林间又不失
野趣。

以大石门南侧园林景观——
听松节点为例。这里有几块巨
石，四周为挺拔苍翠的松树。石
上刻有“听松”二字，乃集帖而
成，“听”摘自《大字阴符经》，

“松”摘自《伊阙佛龛碑》，这两个
字的原作者是初唐书法四大家
之一的褚遂良。

为让此节点实现设计意境，
仅石头的摆放位置和角度，先后
就调整了七次，最终与周边树木
有机吻合，360 度观看各有不同
的风景。游客在此，近观松涛阵
阵，远听伊水潺潺，涤尘世之污
浊，发思古之幽情。

在设计中，大石门的斜面墙
就是唐代建筑明显的特征，墙体
斜率和唐代城墙完全一样。为
达到这一效果，施工、监理等人
员反复推敲、打磨，最终实现与
设计图完全吻合。

又如大石门南侧的青石板
路，其他地方一般采用 1米长度；
为体现皇家园林风范，龙门管委
会建设局特委托厂家加工 2米长
的青石，虽然难度极大，但最终
铺上去，大气威严的效果立现。

为尊重规划设计理念，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龙门管委会充分
尊重设计人员意见，严格按规划
蓝图实施，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不
干扰就是最大的支持”的理念。

经过努力，龙门园区项目建
设稳步推进。去年 8月开工的大
石门项目、去年 10月开工的大石
门南侧绿化景观项目和沿河码头
等项目，基本建成；去年 9月开工
的地下停车场和售票中心项目，
预计到今年7月主体完工；龙门石
窟文物保护中心项目基本完工，正
在进行配套设施安装；园区交通环
线已通过专家委员会评审……

今年，龙门园区将进一步加
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扎实做好
规划建设，拟实施项目包括：园
区污水系统排放，园区北区给
水、雨水排放，景区票务、门禁等
智慧旅游系统升级项目，沿河码
头亮化，北部商业街、魁星楼广
场、游客服务中心、歌舞酒楼、古
镇门楼和龙门镇史馆等。

这些项目全部建成后，可以
有效提升景区服务功能，减少对
龙门石窟文物本体的破坏，能够
满足游客在景区“吃、住、行、游、
购、娱”的旅游需要。

龙门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
金字招牌，龙门人同样有着期待
发展的强烈愿望和做好发展的
坚定决心。

龙门管委会负责人表示，龙
门石窟作为洛阳历史文化资源
的官窑集中地和展示地，当前正
在按照洛阳市委、市政府部署，
抢抓机遇、找准定位、科学谋划，
通过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实现产
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助推龙门跨
越提升新征程，努力成为洛阳文
化旅游升级版的样板和标杆！

一个全新的龙门，欢迎您!

春到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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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门作为龙门景区新入口主体建成

项目建设助推龙门跨越提升新征程
新常态下，龙门景区完善旅游产业链条，实现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 杨玉璞 李松战

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霏霏
春雨抵挡不住中外游客参观龙门石
窟的步伐。在第33届中国洛阳牡丹
文化节开幕之际，龙门石窟世界文
化遗产管理委员会精心筹备，喜迎
八方宾客。据统计，清明小长假期
间，景区共接待游客16.5万人次。

此前参观过龙门石窟的细心
游客，会发现景区一些地段正悄然

“变脸”：
——在售票中心至检票处路

程中，原本相对单调的一片草坪，
被一处错落有致的生态林所代替，

大、中、小乔木，灌木，地被混合种
植；树姿自然、形体高大的松树，国
槐等多种树种，塑造自然舒畅的郊
野园林氛围。

——绿色掩映下，一座三拱石
门的仿唐建筑刚刚完工，目前作为
游客通道使用，它被称做大石门，
整体用青石建成，造型古朴典雅。
未来，大石门将取代现有龙门桥作
为景区新入口，同时具备检票、讲
解接待、咨询服务等功能。

——生态林东侧的伊河之畔，
两 处 游 船 观 光 码 头 建 设 步 入 尾

声。北部码头为毛石砌筑码头，古
朴野趣；南部码头为木质浮动码
头，生态环保又别有趣味；两码头
间由木质浮桥和石板小路相连。

龙门管委会建设局负责人介
绍，这些项目仅仅是景区西北服务
区建设的一个缩影。

新常态下，龙门景区通过进一
步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以全新面貌
示人，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和产业
链条、满足游客新需求，助推龙门跨
越提升新征程，为“洛阳的名片、世
界的龙门”这一全新品牌形象添彩！

以新项目为支撑塑造新品牌形象
龙门石窟在河南乃至在全国文

化旅游界的地位，毋庸置疑。这座
中国石刻艺术宝库，延续时间长，跨
越朝代多，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
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
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
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还是首
批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和全国
文明风景旅游区，每年吸引众多中
外游客慕名拜访。

2014 年，景区共接待游客 31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2%。今年春
节期间，龙门景区创新春节文化旅
游载体，推出了以“美丽龙门·迎春
纳福”为主题的春节文化旅游系列
宣传活动，7 天共接待游客 15.6 万
人次，达到历史新高。

虽然成绩骄人，但是，龙门管
委 会 决 策 者 始 终 保 持 着 清 醒 头
脑。这是基于对外部宏观发展环
境的准确把握和科学认知，那就
是：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必

然会对龙门景区今后发展带来全
新的机遇和挑战！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做好
2015年经济工作，最重要的是把思
想认识统一到中央作出的我国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
断上来，把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
态、引领新常态这个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作
为核心要求。

洛阳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则提
出，围绕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
区副中心城市目标，深化进一步扩
大开放招商等三项举措，突出抓好
产业升级等七大重点，强化组织保
障等六个保障，走好新常态下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

龙门石窟因独特的历史艺术
价值和世界文化遗产品牌价值，天
然担负起彰显洛阳城市特色、提升
城市品牌形象的现实责任，也是洛
阳打造文化示范区的主要载体，更
是河南实现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的重要依托。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去年下

半年以来，龙门管委会经过科学分
析，意识到在新常态下文化旅游发
展条件已然变化，站在龙门石窟发
展的时代坐标上，亟须改变过去的
惯性思维，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对新常态的认识和判断上
来，增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自觉
性，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
效益为中心，大力推进龙门园区结
构战略性调整。

为此，龙门园区抢抓文化旅游
的大好机遇，提出了以打造“洛阳
文化示范区的窗口和名片、中原文
化的标志和符号”为总目标，规划
绘制龙门文化旅游发展战略蓝图，
努力实现园区两大转变：从观光为
主向观光与休闲度假融合发展、从
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发展。

蓝图已绘就，项目为载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注

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市场和消费
心理分析等，并将这些工作列入新
常态下经济工作的重点。

结合龙门实际，龙门管委会提
出，要主动适应个性化、多样化消
费趋势，通过丰富旅游形态、拉长
旅游产业链条，在做好文物保护的
前提下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
实现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也是破解
龙门当前发展难题的现实需要。
在今年龙门园区工作安排会议上，
园区负责人提出要正视突出的问
题，其中之一就是景区基础设施和
配套服务设施不完善，主要表现
在：水电气暖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虽然近年新建、提升了一些
基础设施，但与游客的需求相比还
有很大差距，高峰时期停车难、买
票难等问题仍很突出；旅游产业链
条尚未形成，景区周边缺少“吃住
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很难留住
游客，游客在龙门来去匆匆，基本

上没有门票之外的二次消费。
显然，长期以来龙门景区功能

不完善，导致其应有的综合效益难
以发挥，导致游客在景区基本上以
观光行为为主，形成了以“门票经
济”为支撑的局面。

去年年底，龙门管委会广泛征
求各方意见，确定了“洛阳的名片、
世界的龙门”为品牌定位，动态谋划
做好项目建设、旅游宣传等工作，主
动适应市场需要、满足游客需要。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
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好的品牌定位
更需要具象化的产品支持。仅靠
形象概念，而不是可供体验的产品
想象空间，难以促使游客进行旅游
行动，并产生旅游消费的，最终还
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产品上。

如何将内优产品和外树形象
有机结合？于是，担负完善旅游产
业链条、增强游客满意度等多项重
任的项目建设，自然就被提上龙门
景区的重要议事日程。

作为“洛阳的名片、世界的龙
门”，龙门石窟一举一动在业内备
受关注。

此前，龙门景区邀请了国内著
名景观规划设计专家、上海同济大
学刘滨谊教授，为龙门制定发展战
略规划。依据《龙门风景名胜区总
体规划》和《龙门石窟区规划》两个
上位规划，以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为前提，以风景旅游产业为
导向，制定了整体的风景·旅游·城
乡发展近远期规划。

眼下，龙门园区正在实施的西
北服务区建设项目，在园区所有在
建项目中属于重中之重。

这是一个位置显要的项目：位
于龙门大道终端至景区大门的中轴
线上，是游客首先接触到的景区组
成部分，为整个景区的第一印象；

这是一个功能多样的项目：自
东向西，分为生态林片区、龙门古
镇片区和西山防护林片区三个部
分，兼顾售票、检票、讲解、停车、游
客服务、商业街等多项功能。

显然，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和规
划难度不言而喻。为此，早在 2011
年，龙门管委会就邀请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总
建筑师张锦秋女士，亲自设计西北
服务区项目。

张锦秋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
系，为中国建筑泰斗梁思成先生的
弟子。多年来，她的设计思想始终
坚持探索建筑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其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并注
重将规划、建筑、园林融为一体。

她所设计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唐
芙蓉园、法门寺工程等，都是业内
大名鼎鼎的建筑，也是不少人必去
的旅游景点。

张锦秋被誉为国内隋唐建筑
设计的泰斗。为了龙门这一项目，
年过七旬的她多次从西安来到龙
门，实地查看并提出建设思路。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龙门
项目一位设计师透露，张锦秋大师
设计的纯园林景观，此前仅有大名
鼎鼎的大唐芙蓉园，龙门西北服务
区项目是她第二件此类作品，这有
可能是她的封山之作。由此，在设
计过程中，她可谓倾注了毕生设计
的精华理念，将龙门项目打造为又
一经典之作。

为此，张锦秋大师的设计团队
先后走访了多处与龙门风格有相
似之处的景区，如十三陵、明孝陵、
中山陵等，通过它们与龙门的差异
之处寻找龙门独有的特质。

那么，在张锦秋大师心目中，
包括龙门新入口在内的西北服务
区项目，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龙门石窟是一处皇家祈
福发愿之所、历代皇室贵族发愿造
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室集中全国
力量营造而成，体现着皇家意志和
风范，所以西北服务区项目也要体
现隋唐皇室风格；

——龙门石窟开凿于龙门山
西山与东山上，东西山两岸对峙，
山体郁郁葱葱，伊河水从中穿流而
过，远望如天然门阙，所处地理环
境本身就是一处绝佳的自然景观；

——龙门石窟位于隋唐洛阳城
中轴线上。洛阳隋唐都城的中轴线
上有著名的七天建筑，即，天阙、天
街、天门、天津桥、天枢、应天门、天
堂，天阙（伊阙）为龙门石窟所在地，
即为中轴线最南端。从现实情况来
看，从市区沿龙门大道南行，穿越的
是现代城市空间；在进入龙门石窟
景区之前，可以经过一处风景园林
作为现代与传统的过渡。

“西北服务区既具有综合服务
的功能，同时又是景区的重要标志
与重要的景—城过渡空间，担负着
对外展示与入口导向的功能。”这是
张锦秋对西北服务区的规划定位。

“这里将是龙门景区新的门户
区，通俗地讲就是脸面。”龙门管委
会建设局一位负责人说。

在张锦秋大师的蓝图中，西北
服务区的塑造将实现三大功能：一
是成为龙门景区整体生态与环境
的有机组成；二是前瞻性地预计景
区旅游服务设施的需求，科学合理
规划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三是推
动景区与古镇文化融合发展，从文
化景观、文化设施、文化活动等多
方面将龙门古镇文化融入服务区
建设，体现区域多样化的文化生命
力和延伸力。

鉴于该项目位于龙门石窟核
心区北入口和龙门大道南端之间，
是城市空间和自然风景区之间的
过渡，也是洛阳历史轴线上起着承
前启后作用的一段，所以张锦秋大
师提出，在设计定位上要遵从大的
轴线，将此处作为进入龙门石窟核

心区的序章，既要突出该段的仪式
性，又要体现出龙门石窟的精神以
及洛阳历史文化的纵深感。

具体而言，西北服务区由东向
西分为生态林片区、龙门古镇片区
和西山防护林片区三个部分。

在该区域轴线部分以及靠近伊
水的一侧，以园林景观为底，用一组
礼仪建筑强调历史轴线。轴线以西
至西山，布置具有洛阳传统特色的
村落，作为从现代都市到历史人文
的景观上的过渡，在功能上作为旅
游配套。西山区域主要考虑生态保
育，作为石窟核心区的屏障，保护景
区的自然环境不受破坏，同时为观
景提供了绿色的背景。

其中，生态林片区处于龙门大
道南端与龙门石窟景区原入口之
间，是城市空间与自然风景区之间
的过渡，也是伊河沿岸生态环境的
拓展。林区内适当体现龙门石窟
精神以及洛阳历史文化的纵深感，
使之成为龙门石窟之序篇。

生态林片区用地面积 400 亩，
包括九鼎广场、三重阙门、碑亭和
大石门等 10个重要景观节点，大石
门将成为景区新的入口检票处。

龙门镇片区位于生态林区以
西，背倚西山，采用传统的村镇格
局，配置主题文化客栈、家庭客栈、
买卖街、文化展馆等旅游服务设
施，构建成具有浓郁地方风土人情
的旅游服务功能区。

苍翠的西山才能成为龙门景
区的大背景。因此，在西山山坡上
设置西山防护林片区，创造西山整

体郁郁葱葱的绿化氛围，尽量减少
人工痕迹，以修复大片生态环境。

在建筑风貌特色设计方面，建
筑限高应严格遵守各级规划中对风
景名胜区、龙门石窟保护区的限高
要求。为了与历史文脉衔接、与现
代城市风貌相适应，建筑风格依照
地域建筑现代化原则进行设计，通
过仔细研究当地建筑和唐风建筑的
布局、材质、色彩、空间、氛围、元素
后，用现代的设计手法加以提炼。

位于主要序列礼仪轴线上的
三阙门、碑亭、大石门，采用石造建
筑形式，古朴典雅、气势恢宏，屋檐
出挑深远，建筑构建刚毅遒劲，尽
显大唐神韵。

以先期建设的大石门为例，这
是一座新唐风建筑，参照了很多原
汁原味的唐朝建筑。

大石门南侧，是一条宽 10 米、
长 250多米的青石大道，举目四望，
满眼皆翠。龙门石窟管委会建设
局负责人介绍，大石门以南到讲解
中心，过去是一块大草坪，现在变
成了遍植树木的园林，种植苗木 40
多种，有油松、国槐、银杏等大型乔
木，也有紫叶小檗、迎春、紫丁香等
灌木，还有贴地生长的花草等，高
低错落有致，颜色丰富多彩。

“大师就是大师，果然是大手
笔！”虽然当前仅有大石门、大石门
南侧绿化景观等子项目初步建成
投用，但是张锦秋大师对该项目倾
注的心血，已深深震撼着每一位前
来品味的游客，成为龙门景区的新
亮点。

以大师级手笔绘就龙门新颜

以未来世界遗产标准
为龙门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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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成的大石门，未来将成为龙门景区新的检票口

生态林区听松节点生态林区听松节点

洛阳的名片 世界的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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