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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伤、除尘、脱盐、泥坯加固、漆皮
回贴……近日，作为国家文物局选定的
首批川渝石窟保护示范项目之一，聚焦
全国媒体目光的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
小佛湾造像保护修缮工程正如火如荼
进行。

大足石刻与宋代历史的关系问题，
又成讨论焦点。来自全国的宋史专家、
文物保护专家、旅游学者等齐聚大足，
展开了激烈交锋。

近年来，随着故宫文物“开口说
话”、《又见敦煌》不断刷新全国演艺市
场新纪录、秦始皇兵马俑玩起“萌萌
哒”……人文宝贝的保护利用、活化传
承，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作为我市唯一世界文化遗产，大足
石刻如何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
让千年历史文化瑰宝活在当下、服务当
代，以大文旅增强城市发展能级、提高
人民生活品质？

大足紧扣“观光型、体验型、学习
型、研究型”目标，统筹景区、城区、园
区、乡村一体化发展，加快推进了以大
足石刻为核心的国际文旅城建设。

保护为主
传承石刻文化精神内核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期待，必须提
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人文宝贝承载的
灿烂文明，以及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
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然而，文物是有生命的，有且只有
一次，尤其露天不可移动文物，随着时
光推移会逐渐‘消亡’。大足石刻活化
利用，首先要保护，让文化的根脉薪火
相传。”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表
示。

大足石刻开凿于初唐，历经晚唐、
五代，在宋代达到顶峰，有造像5万余
尊，铭文10万余字，代表了公元9至13
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素有

“北敦煌、南大足”之说。其中，宋代石
窟33处，造像占大足石刻总量的三分
之二左右，内容丰富，社会生活题材广
泛，堪称宋代社会的缩影。

不过，这些美学、科研、宗教、文化
等价值俱佳的“东方艺术明珠”，在历经
千百年风吹日晒等自然环境影响下，目
前已出现渗水、本体风化及变形破坏、
彩绘(贴金)风化破坏三大方面八大类病
害。世界最大石雕半身卧佛像——大
足石刻宝顶山卧佛摩崖造像本体及彩
绘层风化、残损现象尤为严重。

6月 29日，继全国石质文物保护
“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成功修
复后，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小佛湾造
像保护修缮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由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中
国人民大学的数十位文物保护专家领

衔，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前期勘察研究设计及

局部病害治理阶段，包括卧佛造像区病
害调查、基础考古、造像区局部岩体稳
定性调查、本体及彩绘风化破坏机理研
究、制定保护修缮设计方案等，现已完
成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为试验性保护修复阶段，
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阶段，主要工作包
括表面色彩信息提取及留存、残损石刻
造像的现场试验性保护修复、试验性保
护修复效果跟踪监测等。

第三阶段为全面保护修复实施阶
段，主要完成残损石刻造像保护修复，
完成各项病害治理工作的实施，预计到
2023年完成。

“本次修复工作的难度不亚于千手
观音，其中潮湿环境下石质文物保护、
彩绘及贴金、可溶盐病害和生物病害治
理等，为国内乃至全球文物保护行业中
的难点和前沿研究内容，具有较高的理
论与实践示范意义。”中国文化遗产研
究院相关负责人称。

据介绍，除了抢救性保护，近年来，
大足石刻还完善了相关法规，获得“立
法”保护；建成了安全技术防范中心，形
成了人防、技防、犬防为一体的全天候
立体防护体系；建成了大足石刻监测预
警中心等，进而实现大足石刻从抢救性
保护到预防性保护，从被动保护到主动
保护，从以工程性保护为主向科研保护
发展的新跨越，在全国石质文物保护工

作中走在了前列。

科研引领
以大足学提升世界影响力

只重保护、不讲利用，只能让文物
“孤芳自赏”。

面对大众旅游、全域旅游、文旅融
合的新时代，想要让游客留足，还要先
让故事走心。

为讲述精彩故事，大足石刻先后与
南京师范大学、四川美术学院合作，成
立大足学研究中心，并招收大足学研究
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成立了中国大足学
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设
立了大足石刻研究院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等，不仅填补了重庆地域性学科建设
的空白，还在我国形成北有“敦煌学”、
南有“大足学”的“学术双星”局面。同
时，还开展了“大足学学术月”“大足学
讲堂”“大足与敦煌对话文化论坛”“大
足石刻艺术国际合作工作营”“文化圣
焰——大足石刻走进著名高校”等学术
交流活动，创办了大足学专门学术刊物
《大足学刊》，出版了《大足石刻档案》
《大足石刻研究与欣赏》《大足道教石刻
论稿》等著述。

此外，大足还组织召开了大足石刻
国际学术会议、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
会、中国石质文物保护国际学术研讨
会、大足石刻与南宋历史座谈会等学术
会议。

“大足石刻是宋史研究的实物史料
库，为研究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直接材料。”在
最近举行的大足石刻与南宋历史座谈
会上，著名宋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历
史学教授虞云国就表示，让大足石刻活
起来、走出去，要把对大足石刻的研究
放到唐宋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去关照
和探寻以宋代造像为主体的大足石刻
发生发展的历史，同时与敦煌石窟、云
冈石窟等进行比较研究，利用地方志、
碑文等寻根问底，充分挖掘其世俗性、
民间性特征。

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
心副主任郭灿金在会上也表示，大足石
刻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完美结合，
堪称立体版的“清明上河图”，是宋代精
神的象征、文化的标本、生活的化石，为
研究宋代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思想
史、艺术史、科技史、军事史、文化史以
及语言文字、风俗民情、社会生活等，提
供了颇为丰富的直接材料。

通过打造学术高地，大足学目前不
仅起到了很好地挖掘、保护和利用大足
石刻的作用，更将大足石刻的影响力推
向了全世界。

多元融合
高品质建设国际文旅城

“又有 3家雕塑艺术领军企业落
户。”不久前，大足石刻文创园招商引资

再传捷报。
为弘扬石刻文化、传承石雕技艺、

振兴文创产业，今年初，大足区在三驱
镇设立大足石刻文创园。截至目前，其
已成功引进中国西部石雕石材产业园、
雕刻艺术文化产业园等20多家重点企
业，协议引资57亿元。

这些业界领军企业为何纷至沓来？
“园区不仅‘新’，还很‘特’；不仅宜

业，也很宜居。”大足石刻文创园相关负
责人称，“新”是指园区按照‘文化+产
业+旅游’的新模式，着力打造绿色园
区、智能园区、智慧园区；“特”是指以本
土文化为根基，以文创为引领，以产业
为支撑，着力建设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
园区。

其实，大足石刻文创园的建设，只
是大足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统筹景
区、城区、园区、乡村一体化发展，把保
护好研究好利用好大足石刻作为谋划
推进发展首要战略的一个缩影。目前，
该区开始“一盘棋”统筹文物保护和经
济发展：

调定位，让石刻“活”得有方向。修
订完善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紧扣

“观光型、体验型、学习型、研究型”目
标，把人文、山水、温泉、乡村旅游资源
进行有效串联，以宝顶山景区至龙水湖
景区为主线，以沿线美丽乡村示范片为
补充，一盘棋打造精品路线，加快推进
以大足石刻为核心的国际文旅城建设。

抓创新，让体制机制更顺畅。成立

以区委书记和区长为双组长的文化和
旅游工作领导小组，推进旅游管理体制
改革，整合重点涉旅部门职能职责，更
好地处理事业与产业发展、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形成一体化、一盘棋抓全区旅
游发展的新格局。

抓传承，让石刻“活”起来。强保
护，推进宝顶山卧佛、小佛湾保护修缮，
舒成岩摩崖造像保护工程等重大项目；
建基地，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廉政
教育基地、研学游基地等；美城市，把石
刻文化植入城市方方面面，推进城景融
合，打造“十里景观十里城”；靓乡村，以

“棠香人家”“老家·观音岩”“五彩田园”
“四季香海”“原乡·荷花村”等乡村旅游
基地为核心，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乡村
旅游基地。

抓传播，让石刻“活”出去。启动
“四百工程”，走进全球100家博物馆、
100个城市、100个高校及举办100场
推介会，全方位、多层次传播营销大足
石刻，提高游客对大足的认知度和认同
感。

抓利用，让石刻“活”精彩。以宝顶
石刻为支撑，差异化联动五山石刻，建
设观光游览、文化体验、研学旅行、休闲
养生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景区，打造国际
文化旅游目的地；依托龙水湖优质生态
资源，培育养心、养生、养老产业链和产
业集群，建设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推动文、旅、农、商、体融合发展等。

大足石刻走上大文旅之路
本报记者 韩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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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重庆出版集团和大足石刻研究
院历时14年联合编纂出版的《大足石刻
全集》近日面世。图为《大足石刻全集》。

②图为修复完毕后的大足石刻千手
观音。

③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小佛湾造
像保护修缮工程现场，修缮人员正在对
造像进行脱盐处理检测。

④大足石刻博物馆，游客正在游览
参观。

⑤2019 大足石刻服饰设计创意效
果图大赛，一等奖获奖作品《石刻》。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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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迎国庆70周年·展九
龙坡新风貌”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杨
家坪商圈中心广场举行。

“现在逛街就像逛景区，太安逸
了！”家住直港大道，60岁的李秀兰开
心地说道。当天，不少前来参加活动
的居民发出连连赞叹。

“杨家坪商圈城市形象焕然一新，
只是我市开展‘干干净净迎国庆’活动
的缩影”，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以来，我市城市管理系统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不断

创新管理方式，高质量推进城市管理，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
的城市环境。

“马路办公”提高城市颜值

近日，家住大渡口区百花社区的
李婆婆欣喜地发现，家门口破损的人
行地砖和隐形井盖被修补替换了，人
行道变得更加干净整洁。

不单单是李婆婆，不少细心的市
民也发现,城市的道路变得更干净了，
商户门面更加整齐了，路边摊更规范
有序了……这一切的变化，都得益于
我市推行的“马路办公”。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

细”，如何做到？市城市管理局创新观
念，转变思路，持续常态开展“马路办
公”破解难题。

马路上办，坚持高强度巡查督
导。“马路办公”用走街串巷、实地调查
的方式，使管理与城市实际联系更紧
密、与群众需求更贴近。通过“现场+
实地”的方式研究处理城市管理工作，
全市城市管理战线形成了“出门就上
班、随时查问题”的务实作风。

马上就办，整治排查突出问题。
根据发现问题的种类及轻重缓急程
度，明确处置时限，限期办结。

办就办好，架起政府民心通道。
“马路办公”坚持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

去，到矛盾突出的地方去，城市管理者
在走进大街小巷的同时，也走进了市
民心中。

目前，全市开展“马路办公”巡查5
万次，出动15.9万人次，排查发现问题
8.0万个，整改率97.4%。据最新民调
显示，市民对城市管理满意度达
92.81%，创历年新高。

“三管三化”提升城市品质

城市环境承载着市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体现一座城市的品质和精神。

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大城三
管”，着力提升城市管理“三化”水平。

推进“大城细管”，不断提升精细

化水平。坚持等高对接国际国内先进
标准，持续推进城市管理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12项地方标准和12项行业标
准已编制完成。尊重基层首创精神，
大力推行“五长制”，全面落实“门前三
包”责任制。

推进“大城智管”，不断提升智能
化水平。推进智慧环卫建设，加强城
市景观照明智能控制，实现“38+2”区
县平台数据与市级数字城管平台互联
互通；采用预警监控和GPS定位技术，
实现化粪池、垃圾场等危险源和环卫
作业车全覆盖管理；加大清扫保洁机
械化作业力度，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
率已达90%。

推进“大城众管”，不断提升人性化
水平。广泛宣传与市民息息相关的民
生实事，策划推出“319城市管理服务
主题周”“文明新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
务、“当一天环卫工人”互动体验、“小手
拉大手”亲子互动等活动，全市上下参
与市容环境整治的氛围越来越浓。

“‘三管三化’带来的城市品质提
升效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据市
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9月 6
日，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召开的“市容
环境大扫除，干干净净迎国庆”活动电
视电话会议上，市城市管理局代表重
庆作为4个发言单位之一，在会上做了
交流经验，“这是近年来我市构建高位
协调机制、严格逗硬考核奖惩，形成部
门齐抓共管的城市管理格局带来的新
变化。” 张锋 华官林

高质量城市管理“绣出”美丽山水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