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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千 年 古 都 寻 望 盛 唐 气 象
建 筑 师 张 锦 秋 院 士 ：在 秦 川 渭 水 间 用 建 筑 让 历 史 留 痕、文 化 留 韵

▲张锦秋院士在设计西安渼陂湖文化生态旅游区规划图。

本报记者杨一苗、付瑞霞

　　扎根西部半个多世纪，张锦秋为西安这座
古老的城市留下了太多印记。
　　作为建筑大师梁思成、莫宗江的弟子，中国
工程院首批院士，年过八旬的张锦秋讲起古时
长安、今之西安的诗意与气质，温润谦和、不疾
不徐。
　　从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唐芙蓉园、曲江池
遗址公园，到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博物馆，再到
中国国家版本馆西安分馆，在张锦秋的设计
中，盛唐长安，正从历史深处翩翩走来。

心中埋下一颗种子

  西安，这座曾经“山河千里国，城

阙九重门”的古都，过去是什么样子，

未来又应该是什么样子？张锦秋的心

中埋下了一颗不断蓄积能量、等待破

土萌发的种子

　　张锦秋的家，朴素淡雅。墙上的几幅书画，
为这里增添了几分雅致。客厅中最现代的一件
物品，是一辆电动代步器，长期伏案工作落下腰
疾，在病痛发作时，她需要以此代步。
　　虽已是耄耋老人，张锦秋的工作依然忙碌。
不仅要参加一些学术活动，还主持一些大型项
目的设计工作。前不久，由她领衔设计的中国
国家版本馆西安分馆落成开放。“山水相融、天
人合一、汉唐气象、中国精神”是这项国家重点
工程设计的主导思想。
　　中国国家版本馆西安分馆南北高差很大，
张锦秋说：“这里南北高差达 70 米，坡度超过
15%。设计中为保证功能的合理性，通过地形
建模将现场分为 6 层台地，同时利用挡土墙面
设计了反映陕西特色的文化墙。”这种既遵循传
统又寻求创新的设计理念，来自我国主张“中而
新”的建筑设计大师梁思成。
　　 1936 年秋，张锦秋出生在“花重锦官城”
的成都。少年时代的她热爱读书、向往文学，
从《古文观止》到《唐诗》，中学时在上海又沉浸
在外国文学作品之中，从高尔基、普希金，到巴
尔扎克、罗曼·罗兰，在阅读中感受文学 的
魅力。
　　张锦秋曾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在临近填
报大学志愿时，父亲的一席话却改变了她的想
法。父亲说，你的数理化不错，美术也不赖，适
合当建造师。彼时，张锦秋的兄长在上海交大
学造船技术，父亲希望两个孩子一个造海上的
房子，一个造陆地上的房子。
　　父亲在唐山交大学土木工程出身，母亲
在中央大学学习建筑，舅舅留德深造后在同
济大学建筑系任教，姑姑张玉泉则是我国第
一代女建筑师。在家庭的熏陶下，张锦秋走
上了让她钟爱并奉献一生的事业——— 建筑设
计之路。
　　 1954 年，18 岁的张锦秋，带着来自建筑世
家的家学渊源与殷切期望，考入清华大学建筑
专业。
　　读研究生时，梁思成先生曾希望张锦秋跟
他学习宋《营造法式》，但她更喜欢中国园林，对
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充满了好奇与遐思，心中也
悄然埋下一颗种子：将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应用
于现代设计。
　　张锦秋还记得，那是一个斜阳脉脉的黄
昏，她在梁先生的书房里，最后确定研究生课
题方向。“梁公坐在他的圈椅上，得知我对中国
传统园林情有独钟，他说：‘我虽然喜欢中国园
林，却没有系统地下过功夫，你有志于研究中

国园林，这很好。’‘要在深与博两个方面的结
合上去探讨研究。’并请莫宗江先生担任我的
导师。”
　　从学习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沿革与规划布
局开始，张锦秋开启了她研究中国古典园林与建
筑，并将古典应用于现代的建筑设计之路。她的
研究生论文是研究颐和园后山西区的园林艺术。
　　“在浩瀚的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海洋里，这处
园林只是沧海一粟，但从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
我国古典园林艺术的高深精湛与夺目光彩，能
够学到许多至今仍有价值的宝贵经验，它使我
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重视整理历史遗产工作的
重要性。”张锦秋说。
　　而两位导师的教诲，则一直伴随着她：“莫
公的工作方法，是查清历史文献记录，弄清沿
革，从全园布局上进行分析，亲自研究、摄影、绘
图、成文，这种指导使我终身受益。”
　　有一回，梁思成和张锦秋说起建筑师的地
位：“其实，我们建筑师就是匠人，给人民盖房
子，使人民住得好。不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主宰
一切、再造乾坤的大师。”
　　结束了在清华园的学习，张锦秋踏上了西
行之路。这不仅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参加“三
线”建设，她心中还装着求学时恩师沉甸甸的
嘱托。
　　西安，北濒渭水，南依秦岭，周礼秦制，汉风
唐韵，为这座城市留下了太多悠远的联想。然
而千百年来数次兵燹火噬，“长安宫阙九天上”
的盛景早已烟消云散。这座曾经“山河千里国，
城阙九重门”的城市，过去是什么样子，未来又
应该是什么样子？西北建筑设计院年轻的设计
师张锦秋心中埋下了一颗不断蓄积能量、等待
破土萌发的种子。

让传统与现代融合

　　追寻传统并不意味着只取意大气恢

宏，一味拟古仿古。张锦秋尝试将传统与

现代融合，将市井百业与日常生活融入

建筑设计之中

　　作为世界知名古都，西安拥有 3000 多年
的建城史。自周之丰镐至唐之长安，它见证了
中国都市格局的建构、一统天下的强盛、丝路驼
铃的风情、恢宏融汇的繁荣。
　　然而在失去都城地位的几百年里，西安许
多珍贵的文化遗迹都已湮灭或损毁，仍完整留
存于地面的寥寥可数。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西
安成为国家的重点工业城市。改革开放后，西
安进入新一轮快速建设期。
  面对新的城市建设任务，张锦秋认为，这
座城市应该在建筑设计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风
格——— 不是边关要塞的孤寂雄壮，也不是江南
水乡的灵秀温婉。“西安，要突出周秦汉唐四段
鼎盛时期和丝绸之路起点城市，定位‘千年古
都’，是西安的独特之处。”
　　为新西安城市建设寻找风格，始于为华
清池设计大门。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国际
旅游者已不断关注这座历史古城。自古就

是帝王游幸沐浴之地的华清池已成为旅
游热点。
　　“那时我作为带队干部，正在陕西省
三原县给开垦农场的知青带队。我们院
长找到我说，你在学校学过古建筑，来为
这处旅游景点设计大门吧！”张锦秋回忆，

“我觉得这个题目并不难，毕竟上大学一
年级时，学习的第一个课程设计就是设计
公园大门。但当时我想，唐明皇杨贵妃的
故事家喻户晓，就发生在这里，所以这个
大门应该有些‘不一样’。”
　　当时西安的古建筑大都是明清风格，而
这一次，张锦秋认为给唐代名胜设计大门应
该是唐代风格的建筑。有了这个想法，她从
查资料到构思设计，一个星期后交出了“作
业”，又返回农场。等她再次回到西安，这座
大门已经建成，而且收获了不少好评，她这才
放下心来。
　　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迎来高速发展
期，人们对建筑的实用与审美都有了更高的
要求，张锦秋也在为这座城市塑造风格的路
上愈行愈坚。
　　国家级大型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张
锦秋设计团队接到的一个重点项目。“到底要
把新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建成什么样子？任务
书上有一句话：博物馆建筑本身应该成为陕
西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张锦秋说。
　　不仅如此，怎么将传统博物馆文物保管、
藏品展示的功能，拓展到兼具文化交流、科学
研究、社会教育，同时又能为观众提供更为舒
适便捷的服务，也是设计团队面临的一大
难题。
　　对此，张锦秋团队首先确定了其宏伟庄重
的唐代风格基调，借鉴了中国传统宫殿建筑轴
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空间
特色，并采取了室内外空间穿插的布局，以开
敞式庭院与封闭式小院相组合的方式，使展厅
与公共服务设施主次有序又浑然一体。
　　自 1986 年开工建设，陕西历史博物馆历
时 6 年建成。这组建筑的外观设计以黑、白、
灰为主色调，飞檐翼角洒脱舒展，空廊环绕曲
率幽远，颇具中国审美意趣，这座博物馆也成
为西安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在西安钟鼓楼广场项目中，张锦秋再次
尝试将传统与现代融合，并将市井百业与日
常生活融入建筑设计之中。
　　位于西安市老城区中心位置的钟楼与
鼓楼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
明洪武年间，至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两
楼遥遥相望，晨钟暮鼓既是古代城市管理
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当地的民间习俗。这
一区域不仅是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交汇
处，还集中着多家商场、老字号和许多地方
特色小吃店。
　　在这一项目的设计中，张锦秋注重突出
文物的标识性与百姓生活的便利性：以钟鼓
楼的建筑形象为主体，创造一个完整又富有
历史内涵的城市公共空间。保持两楼高耸、
中间低平的空间特征。关中传统民居风格建
筑衬托着广场：一侧的绿化广场可以散步赏

景；另一侧的下沉式广场则成为一个可以举
办群众文化活动的“舞台”。在充分尊重传统
文化的前提下，张锦秋的设计就这样连接着
历史与现代。

用心用情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留下这处景观，就是要告诉人们，

这里有一个山坡，它在当年隋建都之

时就已存在”

　　今年，是国务院公布首批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 40 周年。张锦秋向记者介绍了西安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历程。“历史文化是城市的
灵魂，首先要保护名城的严整格局、城市中的
标志性建筑以及历史街区。”
　　然而，大部分唐长安城，被叠压在今天的
西安城之下。怎样让历史上的长安，在今天
仍可感可知？西安市规划建设了多个遗址公
园和遗址博物馆，并在现代工程中尽量展现
城墙、城壕、城门、里坊、坊墙、街道和水系等
长安遗址。这样，隋唐长安城的规模架构，正
由点及面被渐渐勾勒出来。
　　张锦秋说，西安在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规划中，还贯穿着“以重大遗存为中心的风
格分区”“新旧分治”的理念。例如，以大雁塔
这座唐代遗存的标志性建筑为中心的是唐风
区；而在临潼，在秦始皇陵遗址保护区周围的
旅游设施或新建建筑便要以秦风为主。
　　“在旧城、保护区里不能盖现代的、不协
调的设施，而在发展区域则不是都要建成周
秦汉唐风格。”张锦秋举例，“现在的高新区、
经济开发区，可以按照新区功能来发展建设，
盖高层建筑、现代玻璃幕墙，而在大雁塔旁、
在城墙里就要有所限制。”
　　为了让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能展现长
安曾经的风韵，张锦秋在建筑设计项目中坚
持让历史留痕、文化留韵，用心用情对待历史
文化遗产。
　　西安自古以来形成“南山北塬”“八水绕
城”等特色自然地貌。史料记载，隋文帝在勘
察了西安附近的地形大势后，确定在汉长安
城东南的龙首原上建设新的都城，并把新都
的整体布局、城郭规划都交给了工部尚书宇
文恺。宇文恺从梁洼相间的天然地形中找出
了六条东西横亘的高坡，按地形不同布置各
类建筑。
　　陕西省图书馆、陕西省美术馆这两座重
要的公共文化设施，坐落在西安南郊长安路
与二环路的交汇点上，这里正是宇文恺当年
规划长安城时依凭的六条高坡之一。“这六条
高坡，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大都被削平了，看
不到原貌。”张锦秋说，“因而在做两馆的设计
时，我特意保留这里的地形地貌，让图书馆耸
立在高坡之上。”
　　然而，当她来到平整场地的施工现场，却
发现有些不对劲儿：巨大的挖土机轰鸣着，正
将高坡一点点铲去。张锦秋立即向施工部门
叫停，要求他们保留原状，在这处高坡上建设

图书馆。她说：“留下这处景观，就是要告诉
人们，这里有一个山坡，它在当年隋建都之时
就已存在。”

历史轴线留住古城之韵

　　贯穿西安的隋唐、盛唐、明清三条

历史轴线，是这座城市穿越千年的“血

脉”。现代的西安将这几条历史文化轴

作为城市发展轴来规划建设

　　留住一处处遗韵仍存的景观，如同点亮
一盏盏明灯，从今天能看到历史的光辉。于
此之外，贯穿西安的隋唐、盛唐、明清三条历
史轴线，更是这座城市穿越千年的“血脉”。
　　“研究隋唐长安城的营建理念和历史文
化内涵，我们会发现虽已历经千余年，却并不
逊色于现代设计。目前西安城市规划要将历
史文化轴作为城市发展轴。”张锦秋说，历史
上的多次建都，为西安城留下了贯穿山、水、
城的大轴线。现代的西安将这几条历史文化
轴作为城市发展轴来规划建设，在这些轴线
的节点上展现古代名胜、遗址或建设重要文
化设施。这样，文脉延续、古今交融，更彰显
古都特色。
　　今天西安市的朱雀大街，曾是唐长安
城的中轴线。据文献记载，盛唐时期的朱
雀大街又称天街。“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
遥看近却无。”韩愈的这首诗中尽显长安春
色。它宽约 150 米，长约 5000 米，是长安
城的主干线，两侧规则分布着 108 个里坊。
这座城市以朱雀大街为轴线，洋洋洒洒排
布开来。
　　因此，朱雀大街被称为西安的隋唐轴线。
张锦秋说：“今天，这条轴线上还有以小雁塔
为核心的荐福寺古建筑群，以及展示城市历
史文化的西安博物院，在这条轴线上要设计
有分量的项目展现隋唐风华。”最近，这里建
起了长安部分里坊遗址的保护、展示项目和
文化公园。
　　在隋唐轴线之东，“九天阊阖开宫殿”的大
明宫，“高标跨苍天”的大雁塔，构成了西安城
市的盛唐轴线。沿此轴线而建的盛唐文化主
题街区大唐不夜城，已成为全国闻名的打卡
地。在隋唐与盛唐两条轴线之间，是大家比较
熟悉的南北贯穿明清古城的城市中轴线。
　　不仅如此，西安还实践着更宏大的规划。

“现在，西安东北方向还有以浐灞生态区为主
体构成的生态轴线，以及西北方向自西咸新
区连接昆明池与丰镐遗址的历史文化轴线，
这五条轴线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城市发
展。”张锦秋说。
　　如今，漫步西安，钟鼓楼广场、大唐芙蓉
园已成为西安的文化地标；大明宫国家遗址
公园探索着科学保护古迹遗址与城市发展的
和谐共生；曲江池遗址公园是市民休闲的最
佳去处……历史变幻数千年，那个湮没在历
史中的长安，在西安城市规划建设工作者的
探索与坚守中，正渐渐清晰起来。

  西安，这座曾经“山河千里国，城

阙九重门”的古都，是一座永远令炎

黄子孙回望盛唐气象的城市

　　从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唐芙蓉

园、曲江池遗址公园，到大明宫丹凤

门遗址博物馆，再到中国国家版本馆

西安分馆……这些今日西安地标性

建筑的设计者，都是中国工程院首批

院士、建筑师张锦秋。作为建筑大师

梁思成、莫宗江的弟子，在张锦秋的

设计中，盛唐长安，正从历史深处翩

翩走来

　　（上接 9 版）磁州窑是中国古代北方著名
的民窑体系之一，随着滏阳河生态修复，赵英
杰在开河马头经营起了磁州窑体验中心，游
客在这里不仅能够感受磁州窑文化，还可亲
手体验一番陶瓷制作的乐趣，不少短视频平
台博主都来“打卡”。据悉，2021 年磁县旅游

“逆势而上”，接待游客 700 余万人次，同比增
长 18%，旅游业总收入同比增长了 19.4%。

　　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变了，滏阳河沿岸
群众对精神文化等更高层面的需求也越来越
高。近年来，邯郸市聚焦沿线历史文化遗存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掘沿河历史文化，
进一步叫响“成语之都、太极之乡”，一幅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繁华图景徐徐展开。
　　响堂山石窟距峰峰矿区滏阳河源头不远，
属北齐时期佛教文化遗存，是研究中国佛教、建

筑、雕刻、绘画及书法艺术的宝库。峰峰矿区
北朝文化艺术服务中心主任窦志军说，清朝
末年、民国时期这里的文物被很多人盯上，精
美绝伦的石窟造像遭到了毁灭性盗凿，目前
大量造像、浮雕散落日本和欧美一些国家。
据《募化启薄》记载，响堂山石窟“三堂佛像，
忽于民国元年冬月，遭权势恶劫，致使大小佛
像，无一不身首离异”。

　　如今，曾经被盗严重的响堂山石窟开始
焕发新生机。峰峰矿区成立响堂山石窟研究
院，目前在对散落海外的百余件造像进行数
据收集，借助数字复原技术、3D 数字打印技
术等，复原部分流失海外的佛造像。在响堂
山石窟数字展示中心，游客可通过 CAVE 全
沉浸式体验、VR 虚拟体验、数字影像体验等
多种方式和造型精美的造像“面对面”，体验

穿越千年的神奇。
  邯郸市委书记张维亮说，现在滏阳河已
基本建成绿色生态带，实现水清、河畅、岸绿、
景美，群众能够更好地近水亲水赏水，享受生
态福利。下一步，邯郸将持续在全域长效管
理、景观节点打造、产业发展上下功夫，继续
打造璀璨文化带、缤纷旅游带、高质量发展
带，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

▲中国国家版本馆西安分馆。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