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5日，长沙市麓山南路，中南大学本部校门。当天，长沙市公布第三批历史建筑，中南大学本部校门入选其中。
记者 田超 摄

连线

本报12月5日讯 记者
今天从省文物局获悉， 国家
文物局近日公布了第三批12
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32家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
单。 我省城头山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入选第三批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

位于常德澧县的城头山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依托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头山遗
址修建， 是城头山旅游景区
的核心板块，兼具遗址保护、
文化展示和旅游休闲三大功
能。2013年，公园列入全国第
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
名单后开始建设，2016年6月
7日正式开园。公园占地面积
662亩，布局以城头山遗址为
轴心，包括入园门楼、游客服
务中心、题字碑景点、南门生
态广场及环护城河景观带等
景点。

据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管
理处主任刘勇介绍， 根据规
划，城头山旅游景区的总体目
标是建成5A级国家旅游景
区，打造世界级文化遗址旅游
目的地， 总投资达20亿元。目
前，景区已完成投资6.5亿元，
以文物保护展示为基础，建
成了城头山遗址博物馆、城
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十
三五”内，将以保护和诠释稻
作农耕文明为主要特色，建
成集旅游农业、观光农业、示
范农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
为一体的七彩稻城， 并建成
景区的服务配套功能集散地
城头山特色小镇。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刘则

“综合来看，保护得比较好
的历史建筑都是一直在利用
的，如果不用，建筑物将失去它
的生命力。”刘学军介绍，下一
阶段， 长沙市住建委将按照安
排， 尽快组织对第三批历史建
筑进行结构安全性能检测，并
根据检测结果与建筑产权单位
或个人签订保护管理责任书，
以规范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利
用。会上，百年长沙机床厂的产
权单位万科集团还分享了万科
紫台项目的保护利用经验。

长沙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通过对第一、二、三批79

处长沙市各历史时期有特色、
有代表性、标志性、纪念性的历
史建筑实施保护， 有效地对长
沙的城市风貌整体性、 文脉延
续性等“基因” 得以控制和保
留，可记录城市的蜕变与升华，
留住“城市的记忆”。

根据长沙市政府发布的通
知，历史建筑迁移或改建，须经
长沙市住建委、 长沙市规划局、
长沙市文广新局充分论证后，再
报长沙市政府批准。凡损坏或者
擅自拆除、迁移、改建历史建筑
的，由长沙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依法依规按程序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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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5日讯 继过去
的15年间发布两批、 共56处历
史建筑并进行挂牌保护后，今
日， 长沙市再公布23处历史建
筑并提出“鼓励利用”，新一批
历史建筑主要侧重于近现代工
业遗产和新划入长沙市范围的
望城区建筑， 建于上世纪七十
年代的橘子洲大桥入选。

三批共有79处历史建筑

长沙市住建委总工室主任
刘学军介绍， 长沙是我国1982
年公布的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
城之一， 伴随城市建筑的不断
发展，现存历史建筑愈显珍贵，
急需高度重视和保护。

早在2002年9月，长沙市政
府将35处建筑(地段)公布为长
沙市第一批近现代保护建筑
(历史建筑)， 并进行了挂牌保
护，2009年4月时， 长沙市政府
又对第二批21处近现代保护建
筑实施挂牌保护。 对本次第三
批历史建筑的调研工作则从
2013年开始， 由长沙市住建委
会同长沙市城乡规划局、 长沙
市文广新局开展， 直到2017年
11月6日时，长沙市政府批准同
意将长沙锌厂等23处建筑公布
为第三批历史建筑。

本次公布的历史建筑主要

侧重于近现代工业遗产和新划
入长沙市范围的望城区建筑，
23处保护建筑共分为工业建
筑、教育建筑、公共建筑、望城
区保护建筑及其他建筑五类。

橘子洲大桥入选

此批公布的23处历史建筑
具体为长沙锌厂等6处工业建
筑，中南大学本部校门、湖南大学
外语楼等7处教育建筑， 国货陈
列馆旧址1处公共建筑， 乔口镇
刘益民故居等3处望城区保护建
筑，湘雅医院行政办公楼、橘子
洲大桥、八一桥等6处其他建筑。

自1998年就开始从事长沙
历史建筑保护研究工作、 并全
程参与了三批历史建筑名单出
炉的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张卫教
授介绍，入选有几项参考原则，
如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
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体
现一定的科学技术价值、 具有
其他价值特色等。

以橘子洲大桥为例， 由于
大桥建于上世纪70年代， 为长
沙市首座跨湘江桥梁且首次采
用双曲拱桥的形式， 建筑形体
组合至今都具有先进性， 也反
映了当时的建筑工程和技术，
因而入选。
■记者 叶子君 通讯员 肖日凡

“上世纪70年代，这里是个
幼儿园，大家住四合院里，有坪
有树，过得很开心。”今年82岁
的陈继伦，是长沙本地人，与妻
子在太平街朝阳巷生活了40多
年。对老人来说，看着这片故土
即将焕然一新， 心里也是特别
激动，“我自己住的房， 我还亲
手参与过建设咧！”

老人说，以前住四合院时，
邻居们就跟一家人似的， 有什
么要帮忙的，都会搭一把手。像
做菜时缺了柴米油盐， 上别家
随时都能借到， 甚至去邻居家
蹭饭。天气凉爽的时候，大家一
得空，就会从家里搬出竹铺，在
树下打牌、下棋，那种感觉现在
都是记忆深刻。

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贾

谊故居大兴建设。作为当时的青
壮力，陈继伦参与了砌房、搬砖、
和水泥、搭梁……与同伴们共同
创造自己的幸福。随着长沙解放
路酒吧文化的兴起，来这里的人
越来越多， 商业也变得发达，许
多老邻居也开始把房子出租给
商户。“这里是城市中心， 交通、
买菜、医院都很方便。”

老人告诉记者， 自从他
1997年从长沙市糖酒副食品公
司退休后， 便天天与朋友去湘
江风光带步行一小时， 看着城
市的点滴变化。他说，自己即将
搬入新家， 享受天伦之乐，“等
贾谊故居这边修好了， 我还要
回来参观参观。”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谭荣 刘晓宇

长沙这23个地方入列“历史建筑”
第三批名单公布，历史建筑已达79处 橘子洲大桥入选

将对第三批历史建筑进行结构安全性能检测

古街改造
恢复贾谊故居原貌

本报12月5日讯 位于长沙
太平街的贾谊故居， 是长沙的历
史文化名片。为恢复贾谊故居原
貌，近日，长沙市天心区启动了
太平街地块（一期）棚改项目。

今天， 记者来到长沙太平
街， 发现贾谊故居的南侧已砌
上了围墙， 但并未影响游客的
出行。对此，不少太平街的商家
表示理解， 改造也是为了更突
出故居的文化氛围。

在棚户区内， 这里的房子
多是上世纪70年代的砖混结构
房屋，许多外墙已经剥落，还能
看到裸露在外的电线。 房子的
面积不大， 多是面积不到45平
方米的老房。据了解，这里房屋

存在基础设施落后、配套缺乏、
市容环境差等问题。

长沙贾谊故居始建于西汉
文帝年间， 为长沙王太傅贾谊
的府邸，在“文夕大火”中不幸被
毁。“文夕大火”前，贾谊故居占
地18亩， 可如今其占地面积却
不足2亩。 从上世纪90年代起，
长沙市政府曾多次对贾谊故居
进行修复。对该区域进行棚改，
也是基于城市发展需要。

据介绍， 太平街地块（一
期）棚改项目约16亩，东靠湘茶
大厦、烟草公司及公安局宿舍，
南临解放西路，西傍太平街，北
接贾谊故居、太傅里巷，是长沙
市的三年棚户改造项目之一。

相关新闻

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名单公布
城头山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入选

故事 “四合院里有树有坪，很开心”

城建

1.�长沙锌厂(双竖罐设备房、
单竖罐设备房及烟囱)

2.�潇湘路水泵站房 (水泵房
及设备房两栋)

3.�长沙肉类联合加工厂 (西
站台,铁轨)

4.�长沙机床厂(现万科紫台)

5.�湘江路八道码头(码头,运
媒坑道)

6.�湘江路气码头(码头,栈桥)

7.�中南大学本部校门

8.�中南大学苏联专家公寓
(甘棠一楼、甘棠二楼)

9.�中南大学教工一舍
10.�中南大学教学办公建筑

群（采矿楼、地学楼、冶金楼、化
学楼、理学楼、第一办公楼、第二
办公楼）

11.�湖南大学中楼

12.�湖南大学外语楼

13.�湖南大学力学楼

14.�刘宜民故居

15.�望江楼布鞋厂厂门

16.�中共湖南省工委机关办
公旧址

17.�国货陈列馆旧址

18.�橘子洲大桥

19.�八一桥

20.�烈士公园西大门

21.�粮食一仓库(开福寺路南

侧一栋)

22.�玉江村渡水槽

23.�湘雅医院行政办公楼

长沙市第三批历史建筑项目名单及保护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