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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新了，国家文化公园
□鹊华秋

中国首创新概念

对许多人来说，国家文化公
园颇为陌生。这是由中国首创的
概念，诞生不过数年，然而在未来
不久，四大国家文化公园将直接
影响沿线28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在大型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
文化展示方面给出新的范式。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规划建设
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
化重要标识”，这一概念首次与公
众见面。

同年5月，在《国家“十三五”时
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提
出依托长城、大运河、黄帝陵、孔
府、卢沟桥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
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
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此时国家文
化公园虽然有了具体载体，但还没
有建设标准和经验可循。

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长
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方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了路线
图，相关工作正式展开。

2020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古
籍保护、研究、利用，强化重要文
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系统性保护，加强各民族优秀传
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建设长城、
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
园。至此，我国形成了四大国家文
化公园的布局。

从建设时间看，长城、大运
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计划用四
年左右时间，到2023年底基本完
成，其中长城河北段、大运河江苏
段、长征贵州段作为重点建设区，
预计将于2021年底前完成。黄河
国家文化公园提出较晚，预计
2025年基本建成。

说起国家文化公园，人们很
容易将其与“国家公园”混同，其
实两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

国家文化公园可以认为是
由国家公园引申而来。1872年，
美国建立世界首个国家公园：黄
石国家公园。之后，这一概念和
模式被全世界许多国家所借鉴。
从保护定位上看，国家公园是自
然保护地的重要类型之一，属于
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纳入生
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实行
最严格的保护，尽可能减少人类
的干扰。

目前，我国已有十个国家公
园(试点)，分别是：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大熊猫国
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
园、神农架国家公园、普达措国家
公园、钱江源国家公园、南山国家

公园。从名称和地理位置看，这些
国家公园充满原生态色彩，并不
具备太多文化意义。

而国家文化公园，除了拥有国
家公园原有的生态保护、科学研
究、旅游功能外，还增加了遗产保
护、文化传承利用、科普教育、休闲
娱乐等功能，讲求还生态、还文化、
还园于民，注重资源“活化”共享。

线性分布跨区域

放眼望去，长城、大运河、长
征、黄河兼具自然和人文看点，皆
是响当当的中华名片，足见国家
文化公园的门槛之高。

长城的一砖一瓦，皆由人造。
这项人工奇迹，东起大海，穿越森
林、草原、沙漠，横卧平原、山脉、
高原。长城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
长、分布范围最广、军防体系最复
杂、规模最庞大的文化遗产。长城
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
起到保护两侧人民长时期安定生
活的作用，也体现了热爱和平的
民族性格。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包
括战国至明的长城，涉及15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大运河从开凿到现在已有
25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开凿
时间最早、流经距离最长、规模最
大的古代运河。我国古代劳动人
民利用自然河流、湖泊、湿地等资

源，跨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
钱塘江五大水系，成功地将南北
方、政治经济中心与其腹地沟通
连接。今天，流淌了2500多年的大
运河仍在我国的交通运输体系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
运河、浙东运河3个部分，涉及8个
省、直辖市。

红军在长征中翻山越岭，跋
涉大江大河，面对过各种恶劣的
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展示出强
大的精神意志，持续鼓舞、激励着
每一个中国人。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长征
线路为主，兼顾红二、四方面军和
红二十五军长征线路，涉及15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以“几”字形姿态盘踞在中国
北方大地。以黄河文化为核心，形
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文
化整体——— 中华文明。黄河流域
是一座巨大宝库，文化旅游资源
在黄河流域比比皆是。黄河国家
文化公园涉及黄河沿线9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

长城巍峨、大运河壮美、长征
伟大、黄河厚重……由此可见，国
家文化公园定位于彰显文化自信
的重要载体，是传承中华文明的
历史文化走廊、中华民族共同精
神家园、代表国家水准和展示国
家形象的靓丽名片、提升人民生
活品质的文化和旅游体验空间。

当然，建设国家文化公园也给
参与者提出了一道空前的难题。从
地图上看，过去的国家公园都是以
点、面布局，而长城、大运河、长征、
黄河四大国家文化公园则是呈线
性分布，动辄有万里之遥。

它们涉及28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沿线的资源禀赋和建设基
础差异很大。长城、大运河已经是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基础较好，而
长征、黄河的文化遗产点保护较
为粗放和分散。此外，有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还承担多重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任务，如山东就有长
城、大运河、黄河三项。

各显神通求特色

尽管国家文化公园是个新概
念，各地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
是在建设方面，国家公园、世界遗
产等“前辈”们已经给出了榜样，
结合文化公园的新特点、新要求，
各地也探索出了不少路径，展示
出盘活文化家底的更多可能性。

江苏省按照《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江苏段)建设规划》，成立了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设立初期
规模200亿元的大运河文旅基金。
其中，位于扬州市运河三湾生态文
化公园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
馆”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预计将
在2021年7月1日前开馆迎客。

浙江省湖州市围绕塑造江南
文化遗存保护区、运河生态保护
示范区、全域文旅融合先行区、绿
色开放发展带动区，编制《湖州市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大项
目推进计划》，安排南浔大象酒
店、德清新市三个半岛古镇保护
开发项目(运河·新天地)、莫干山
国际旅游度假区等25个重大项
目，总投资达225亿元。

河南省洛阳市的隋唐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项目，总占地面积
750亩，由老城区和瀍河区两部分
组成。主要建设隋唐大运河桥坊
公园、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驳岸和
码头、亲水广场、景观微地形、绿
化等。

贵州省在2019年10月确立了
“一核、一线、两翼、多点”的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总体布局。其中，“一
核”即以遵义会议会址及周边文物
为核心，“一线”是以中央红军长征
线路为主线，“两翼”则是以红二、
红六军团长征遗迹为两翼，“多点”
包含了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节点。该
省明确建设“十六展示园，遵义为
中心；十一展示带，环廊为重点”，
构建园、带、点结合的主题展示空
间体系。同时，采用线性展馆群的
方法构建长征展馆体系，建立以长
征干部学院为品牌的长征红色教
育培训体系；依托长征历史步道建
设打造“千里红军路”，串联沿线

“百个红军村”。
在体现“万里长城”整体辨识

度的基础上，河北省突出以“众志
成城·雄关天下”山海关、“坚韧自
强·金山独秀”金山岭、“和平开
放·大好河山”大境门、“自信自
强·冬奥胜景”崇礼四个长城重点
段为引领，精心构筑长城文化地
标。计划运用新技术、新材料、新
理念，将长城的断点与豁口连缀
起来，通过夜晚亮化勾勒出逶迤
长城的美丽身姿，并在长城沿线
两侧设置旅游步道、骑行道，让长
城可亲可感。

为活化传承长城文化，河北
省还策划了“长城脚下话非遗”特
色节庆、“长城人家”主题民宿、

“冀游长城”经典线路、“冀忆长
城”文创产品、“长城味道”特色美
食等。同时，深入挖掘喜峰口长城
抗战遗址、山海关保卫战、冀东抗
日根据地等沿线红色文化旅游资
源，打造“红色长城”文化品牌。

可见，虽然国家文化公园是
“同题作文”，但是不同历史背景、
家底实力，让各地的展现形式、时
代价值、历史区域等都有一定的
个性。因此，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
从历史背景出发，因地制宜，综合
考虑文化基础、文化资源、经济条
件等因素，加大创意和策划力度，
寻求更适合当地自己的发展路
径。当然，还要加强顶层设计，充
分考虑到线性文化遗产跨地区间
的沟通和协调，从而保持景观上
的连续性。

长城和大运河，中
国大地上的“一撇”和

“ 一 捺 ”，构 成 大 写 的
“人”字。长征，两万五千
里，突破自然极限和身
体极限的精神丰碑。黄
河，蜿蜒九曲奔流入海，
孕育出中华文明的火
种。长城、大运河、长征、
黄河四大国家文化公园
闪耀登场。

从建设时间看，长
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计划用四年左右
时间，到2023年底基本
完成，其中长城河北段、
大运河江苏段、长征贵
州段作为重点建设区，
预计将于2021年底前完
成。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提出较晚，预计2025年
基本建成。

京杭大运河高邮段。


	A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