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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限流、限时、分区

作为文化遗产景区中的“大牌明星”，故宫博物院已自5
月 1 日起有序恢复开放，实行预约、错峰、限流参观。但
是，珍宝馆、钟表馆等室内展厅和室内服务场所仍暂不开
放；午门城楼、东华门城楼、神武门城楼及相连城墙暂不开
放。除限制开放区域外，最重要的疫情防控措施是进行“预
约、限流”。5月1日起，每日限额为5000人；5月12日，故
宫又上调预约观众数量至上午5000人、下午3000人。

在疫情发生之前，故宫已经开始实施了限流和预约措

施，以保证文化遗产安全、游客安全和体验效果。从2015年
6月13日起，每日限流8万人次。游客也需实名制购票。

布达拉宫也宣布于 6 月 3 日起有序恢复开放，实行预
约、分时、限流参观。游客需要于参观前一天，在布达拉宫
票务预约系统预订次日电子参观券，并且每日下午 3时后停
止入宫。在此之前，布达拉宫依据参观人流控制值研究数
据，已将每日客流承载量划定在5000人。

承德避暑山庄景区在 4月初就已经恢复开放了避暑山庄
景区、磬锤峰景区室外区域。“五一”假期每日接待游客量
限定为3万人，也就是景区最大承载量的30%。6月12日，避
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又恢复开放了景区室内区域，并且采
取了针对武汉市民的优惠政策。在疫情发生之前，承德避暑
山庄景区设定的每日游客最大承载量为9万人。

•辽宁锦州地区的火车站点 （20世纪30年代）
•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 （20世纪30年代）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D 座、中国建
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旧址）、中国建筑东
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老办公楼 （20世纪50年代）
•北京夕照寺小区 （20世纪50年代）
•深圳科学馆 （20世纪80年代）
•天津中山门“试验街坊”住宅 （20世纪60年代）
•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运动员村 （20世纪90年代）
•北京方庄住宅区 （20世纪90年代）

散落在各个城市、应受到关注的20世纪
经典建筑（部分）

专家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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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城乡风貌中的经典建筑
还未得到妥善保护

2014 年，中国文物学会成立了 20 世纪建筑遗产委员
会；自2016年起，已陆续公布4批20世纪建筑遗产名单。

“这项事业虽然比较‘年轻’，但是我们有权威专家在
领航指路”。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会长
金磊这样自我评价。“5 年！4 批！这表明虽然时间不长，
但工作很快也就上了轨道”。

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的遴选过程，均要恪守遗产认定
标准，采用自上而下由专家推荐项目的方式。每次推介均
由委员会的顾问专家通过初评和终评两个阶段才予以确
定。专家队伍包括了百余名著名建筑师与文博专家。

必须注意到，尽管专家队伍权威性强，对于量大面
广、全地域范围内的 （尚未包含港澳台） 20世纪经典建筑

仍难以全面把握。因此专家们也认为，虽然目前中国20世
纪建筑遗产已拥有 396 个项目，但未来的任务还很艰巨。
在那次大会上，专家们还通过了《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传
承创新发展倡言》。其中这样表述道：“限于专家队伍，对
量大面广的与城乡整体风貌相关的绝大多数各类20世纪经
典建筑尚顾及不到，再优秀的20世纪建筑若不被发现，若
不属于‘文物’也未成为‘优秀历史建筑’，它很可能成
为被城市文脉遗弃的项目……”

20世纪建筑保护：

让“年轻”成为经典
段易成

应对疫情反复进行常态化调整

6月16日起，北京市将应急响应级别由三级调
至二级。北京的部分文化遗产景区也随之调整参
观游览政策和措施。

颐和园于6月17日再度调整景区开放区域，暂
停开放文昌院、益寿堂、霁清轩景区及室内展
室。进入今年3月，颐和园实行“分时入园、预约
购票措施”。游客至少需要提前一天在其官方微信

公众号上进行预约。每日限定人数为承载量的
30%。4月28日，颐和园已恢复开放排云殿、佛香
阁景区、玉澜堂、宜芸馆、谐趣园院落。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规定要求：
“景区接待旅游者不得超过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最
大承载量。”颐和园核定的全园瞬时最大游客承载
量为5万人，日接待最大游客承载量为12万人。

截至6月18日，故宫景区并未公布新的限流措
施。北京之外的大多遗产景区如莫高窟、布达拉
宫、避暑山庄、大足石刻、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和
黄山景区，开放如常。

谨慎有序控制参观规模

慷慨热情欢迎抗疫英雄

世遗景区“花式复工”
李昊燃

北京自6月16日起再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
级别由三级调至二级。世界遗产景区也相应调整防控策
略，预约、限流、限时、分区成为常态。

继续对医护工作者免费开放

在预约、限流的同时，各地的文化遗产景区继续对医护
工作者充满热情地“敞开大门”，实施多种多样的免费政
策，以回报疫情防控期间“天使”们的无私付出。今年 2
月，在疫情最为紧张的时刻，本报曾报道过世界文化遗产大
足石刻所在景区率先宣布：自恢复开放之日起一年内，景区
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免票开放。大足石刻景区还特地制作了令
人印象深刻的网上宣传画，配以雕刻精美、内涵丰富的景区
佛像，以“千手”和“涅槃”寓意人间大爱和面对疫情时的
坚韧：“希望山河无恙，人间至味清欢。我和你，在一起。”

大足石刻景区已于3月20日恢复开放。目前，首批开放
宝顶山石刻和北山石刻。以后视疫情防控形势开放南山石
刻、北山石刻夜游，以及宝顶山石刻景区内的大足石刻博物
馆及圣寿寺 （含广大寺） 等密闭场所。景区在更详细地兑现
着此前的承诺：“一年内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及获得省部级以
上表彰的抗疫先进个人免票开放，且不限参观次数。全国赴

湖北和湖北省本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医务工作者，以及获
得省部级以上表彰的抗疫先进个人，可携家人 （含配偶、子
女及双方父母8人以内，下同） 免票参观”。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自3月25日恢复开放，单日最大观众
接待量不超过8000人。观众参观必须至少提前一天预约。但
医务工作者则可在2020年内只需出示有效证件即可享受免费
参观服务且无须预约。峨眉山景区则在 2021年 3月 22日前，
不仅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免收门票，还可免费观看《只有峨眉
山》演艺。援鄂医护工作者还可免费乘坐景区内的观光车和
索道缆车。

黄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也是世界地质公园、世界
生物圈保护区。6月12日，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向全国援
鄂医疗队员发出公开信，“邀约全国援鄂医疗队员在紧张繁
忙的工作之余，来到黄山风景区休闲度假、放松身心”，并
努力为前来游览的援鄂医疗队员提供暖心服务。

黄山风景区将这一“热情邀约”的截止期设定至2024年
12月31日。全国援鄂医疗队员，包括国家、军队及各省 （自
治区、直辖市） 医疗队所有队员，5年内都可不限次、免门
票来黄山游览。

平遥古城、龙门石窟景区等世界遗产景区均采取了对医
务工作者的优惠政策，以此表达敬意。

55月月11日日，，在闭馆在闭馆33个多月以后个多月以后，，北京北京
故宫博物院恢复开放故宫博物院恢复开放，，实行预约实行预约、、错峰错峰、、
限 流 等 措 施限 流 等 措 施 ，， 每 日 限每 日 限 50005000 人 参 观人 参 观 。。

罗罗 伟伟摄摄

铁路遗址的保护难题
受到建筑专家关注

2019年12月3日下午，北京西城区的南礼士路开始拥
堵起来。在位于南礼士路62号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的大院里，正在举行“致敬百年建筑经典——第四
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公布暨新中国 70 年建筑遗产
传承创新研讨会”。

在会上，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玉凤介绍了第二批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京张铁路”目前遇到的保护难题。
在北京市海淀区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建设规划的 9公里沿线
上，布满了上世纪的建筑遗迹，不仅有老路轨，还有老西
直门火车站、老清华园火车站、老站牌、老信号机、老水
塔、老站房、老扳道房、老道口撂杆……

王玉凤表示，遗址公园建设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
“京张高铁入地的施工过程中，由于缺乏专人管理，施工
方为了方便，已经把老京张铁路的路轨拆除，很多铁路历
史文物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她说。

王玉凤进一步阐释说，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不仅要把重
要的铁路遗址保存下来，更要把整个京张铁路的历史价
值、詹天佑精神和中国铁路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气概彰显出
来。“目前，我们正在组织资深铁路专家、铁路文化人，

成立一个专家顾问团，做这方面的深入挖掘，为设计团队
提供强支持”。

为何要选在公布新一批名单之际，特意邀请建筑遗产
“兄长”来做个汇报？现场专家表示：他们想以此强调，
这不仅仅是为了挂一个牌子，而是需要大量的心血付出。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建设，是这些年努力推进保护工作的
鲜活例证。

王玉凤发言后，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在主题演讲
中回应道：“刚才听王教授说到关于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建
设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其实我也挺焦急的。我在想，
能不能发动我们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大家一起
多做点工作，让有关部门能重视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建
设，最好也形成一个呼吁……”话音还未落，全场便响起
了掌声。

社会认知程度仍需提高
宁可“多保”也不再“错毁”

在第四批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的发布现场，有专家感
言：“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已经有 4批了，感受是在
我们这样一个文博界和建筑界的范围内，大家对此都很关
心；但社会了解得还不太充分。”金磊认为：目前的重要
工作，就是“全社会应该快快地认知这种新遗产类型，并
且要大张旗鼓地去推这件事。”他举例说，《世界遗产名
录》 目前已有近百项 20 世纪建筑遗产被评为世界文化遗
产，而这几乎占到了世界文化遗产总数的1/8。

然而，由于“年轻”，使得20世纪建筑遗产概念没有

得到更多人的真正了解与认识。一个现象是：很多人会以
“历史建筑”去比对衡量“20世纪建筑遗产”。于是，许多
应属于20世纪建筑遗产的珍贵地标建筑就被拆掉了。

社会公众对建筑价值缺乏充分认知，使得中国20世纪
建筑遗产面临着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的双重夹击。

“我们太缺乏共识！这是一个核心缺陷。对建筑遗产的破
坏性事件，直至今日，仍在继续发生！”金磊用着重的语
气强调“继续发生”这4个字。

为此，专家们建议是：宁可“多保”，绝不再“错
毁”。《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传承创新发展倡言》倡议要加
强国家层面的20世纪建筑遗产普查力度；并提出：完善建
筑遗产登录保护制度是有效的保护举措，凡涉及新建、改
建、扩建、修缮拆除等作业的工程，要有一个城市各界专
家的论证和公众参与机制，要听信公众的评判。

链 接

冲上热搜榜的
西安火车站改造工程

西安站改扩建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铁路建设重点项
目，于2015年正式启动。

2020 年 5 月下旬，西安火车站老进站口开始围挡施
工，不少市民和旅客以为旧站房要被拆掉，于是这个消息
便引发了广泛关注。“西安火车站”还排上了热搜榜。

西安火车站始建于1934年。因历史悠久、与人们生活
密切相关，在当地人的心中已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目前
正在进行的是“外立面提升”工程。正在被围挡施工的老
进站口上方，便是书法家吴三大题写的站名——“西安”
二字，因为远看也像“面皮”，于是这一亲切戏称就广为
流传。市民为此提出的建议是：“能否保留以前的‘西
安’两字？这两个字留下了太多回忆，每次回到西安，看

见‘面皮’就备感踏实。”
西安火车站本体目前不是文物保护单位，也未被被列

入20世纪建筑遗产。 （图片来源：西安晚报）

刚被列入 4批 20世纪建筑遗产名
单的西安报话大楼，又称西安电报大
楼，于 1959 年动工兴建。它与 1958
年建成的北京电报大楼成为姊妹建
筑，是当时西安市的电信通讯枢纽，

也是当时西安城内的最高建筑。该建
筑顶层建有 5 层方形塔楼，四面嵌设
巨型大钟表，每小时报时一次。

西安报话大楼从规模、建筑设
计、功能等方面，都是当时该市先进

与时尚的标志。自建成至今，大楼外
墙面经过了 3 次整修，但都保持大楼
原貌和底色不变。因此，保存至今的
报话大楼整体形象依旧接近20世纪50
年代的样子。

敦煌莫高窟自2014年9月11日起
实行参观预约制。参观体验者提前通
过网络预订门票。2020年 5月，敦煌
莫高窟景区逐步恢复开放，但单日门
票 预 约 最 大 限 量 为 A 类 承 载 量 的
30%，而且也暂不接受旅行社团队预
约。6月 10日，莫高窟再次提高门票
单日限量至总承载量的 50%，即 A 类
票发售量为 3000 张/天，B 类票发售
量为6000张/天。

左图：在敦煌研究院的网站上，
非常详细地列出了参观要求。

▼首都博物馆于 5月 1日恢复开馆。每个展厅限流
50人。 杜建坡摄

▲6月15日，在世界文化遗产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
墓参观现场，游客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赵新民摄

◀20 世纪 80 年
代的西安报话大楼。

▶如今的报话
大楼门前依旧车水
马龙。

张 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