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委托单位：湖南省岳阳市文物管理处

编制单位：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

项目负责：汤羽扬（北京建筑大学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项目编制：汤羽扬（北京建筑大学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刘昭祎（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 建筑师）

袁琳溪（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 规划师）

胡俊凤（北京建筑大学 研究生）



湖南省岳阳市慈氏塔文物保护规划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 1

前 言

根据国务院加强和改善文物保护工作的精神和国家文物局关于文物保护规划的要求，湖南省岳阳市文物管理处于 2014 年

02 月委托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制定《湖南省岳阳市慈氏塔文物保护规划》。

保护规划从现场调查研究入手，对慈氏塔及周边环境的现状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与岳阳市政府、岳阳市文物管理处

等相关管理部门交换了意见。在工作当中岳阳市领导对规划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协调取得了较为完整的地方城市规划、历

史街区保护规划资料文件。地方文物保护工作者给予了积极的配合，提供了大量基础资料，从而保证了规划前期资料的准确和

详实，使保护规划更具针对作性，能够与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结合。

保护规划使用的 1：2000 和 1：10000 地形图由当地文物管理部门提供。

慈氏塔作为宋至清代的古建筑，2013 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慈氏塔位于洞庭湖东岸，塔为砖石结构，楼阁式，七级八方，通高 35.73 米，下部塔基用四层麻石铺砌而成，塔身全部

用青砖砌筑。塔为实心，不能登临眺望。塔身自第二层起，每层四面均设有小佛龛，龛内原供小佛像。每层檐角设小钟，微风

吹来，叮当作响。塔顶置有铁刹相轮，上有 8根铁链从塔顶直贯塔基，是用来起稳固和避雷作用的。慈氏塔建筑精美，高拔挺

秀，风格朴实浑厚，充分体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建筑技艺。”

本次规划着重考虑了慈氏塔的保护、展示利用、周边的环境整治、保护和地方经济建设发展关系；并针对保护区划提出了

保护要求。

保护规划包括四部分内容：保护规划文本、保护规划图纸、保护规划说明、基础资料汇编。

完成时间： 2014 年 10 月 保护规划第一稿（地方政府论证）

2015 年 03 月 保护规划第二稿（报省文物局论证）

2015 年 09 月 保护规划第三稿（报国家文物局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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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1.1 条 总则

1.1.1 慈氏塔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南路西侧宝塔巷，北纬 29°22′14.7″，东经 113°05′09.3″，海拔高度 42.5

米。2013 年 3 月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类型（编号：7-1229-3-527），公布年代：宋。

1.1.2 保护规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国家文物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以及慈氏

塔的实际情况制订。目的是为真实、完整地保护慈氏塔及相关遗存，通过建立技术法规依据，修缮自然力和人为破坏给文物带

来的损伤，协调慈氏塔保护利用与岳阳历史街区的保护建设、城市发展关系，并 大限度地延续其历史信息及全部价值。

1.1.3 规划适用于慈氏塔的一切构成要素，包括慈氏塔的相关遗存和相关环境。

1.1.4 本规划由国家文物局审批通过后，将成为慈氏塔保护的法规性文件。由湖南省政府颁布执行和监督管理。

第 1.2 条 规划依据

1.2.1 国家相关法规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5 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5 年）

（3）《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2004 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5 年）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6）《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 年）

（7）《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 年）

（8）《风景名胜区条例》（2006 年）

（9）《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3 年）

1.2.2 地方相关法规和规划文件

（1）《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办法》（2008 年）

（2）《岳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办法》（2013 年）

（3）《湖南省文物保护条例》（2005 年）

（4）《岳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

（5）《岳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3～2030）》

（6）《岳阳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13～2030）》

（7）《岳阳楼——洞庭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2～2025）》

（8）《岳阳楼——洞庭湖风景名胜区·岳阳楼景区详细规划（2012-2025）》

1.2.3 国际国内相关文件

（1）《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1964 年在威尼斯通过）

（2）《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72 年在巴黎通过）

（3）《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风貌与特征的建议》（1962 年在巴黎通过）

（4）《国际文化旅游宪章》（ICOMOS 墨西哥 1999 年）

（5）《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

第 1.3 条 规划性质

本规划为第七批（2013 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专项规划，属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性质。

第 1.4 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约 9.18 公顷。南至马家湾街南侧，西至洞庭湖岸外 50 米，北至长郡巷外 30 米，东至洞庭南路外 4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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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条 规划年限

规划年限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相一致，为 16 年。分为近、中、远三个阶段。

近期：2015～2020 年，六年；

中期：2021～2025 年，五年；

远期：2026～2030 年，五年。

第 1.6 条 规划衔接

1.6.1 保护规划应当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发展规划，并与相关的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土地利用等

各类专门性规划相衔接。

1.6.2 因某种原因需要对保护区划进行变更时，应向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修订。

第 1.7 条 规划成果内容

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规划图纸、规划说明和基础资料汇编四部分。其中规划文本与规划图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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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护要素阐述

第 2.1 条 概况

2.1.1 自然条件

（1）慈氏塔位于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南路塔前街宝塔巷，此地为岳阳旧城区所属的居民住宅和商贸仓储区，东南距岳阳老

火车站约 400 米，南为红船厂，距南津港约 2000 米，西濒洞庭湖，北靠天岳山和鱼巷子，距岳阳楼约 1500 米。

（2）岳阳市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的北端，严寒期短，无霜期长；雨季明显，春温多变，夏秋多旱，寒潮频繁；四

季分明，季节性强。年平均气温 16.4℃－17℃。市区极端 高气温 39.3℃，极端 低气温－11.8℃；市区年降水量为 1218.2－

1483.0 毫米。年降水日数 135－158 天，年降雪日 8－11 天。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降水量年际变化比较大。市区年均风速 2.9

米/秒，以东北偏北风为多。

（3）岳阳市地处长江与洞庭湖交汇处，京广铁路纵贯市区，其东的 107 国道和京珠高速公路连通南北。境内湖泊水系众多，

慈氏塔西临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城区北有东风湖、吉家湖、芭蕉湖；南、东南有南湖（古称邕湖），内湖水面达 3.2 万

公顷。

（4）城区地势东高西低，呈阶梯状向洞庭湖倾斜。城区内为低丘岗地，多坡度和缓的浑圆形、馒头形山头，城东接逐渐升

高的湘东丘陵山地。城区丘岗在长期流水侵蚀和物化作用下，形成较厚的风化壳，板页岩、砂页岩发育。城区多以疏松、通透

性极好，植被繁茂，呈现亚热带阔叶林景观。

（5）慈氏塔现周围为居民住宅，东面 15 米处与洞庭南路为临，西面坡下是沿湖铁路，南面为市港务局，北面 40 米的搬运

子弟学校，因搬运公司破产而被拆除，宝塔巷紧依北侧自东而西下通湖边。慈氏塔紧傍城区交通干道，与城中区相接，区位条

件十分优越。

2.1.2 历史沿革

（1）始建期：唐显庆三年（658 年）曾在此建有佛楼，后梁乾化四年（914 年）在此故址修有一座木质宝塔，此即为慈氏

塔的前身，毁于北宋熙宁年间的一场大火。1

（2）建设期：据 2011 年对慈氏塔进行实测的 新调查研究发现，慈氏塔多处细部做法体现了北宋时期的砖石塔特点，同

时在慈氏塔铸铁塔刹宝盖上还发现了模铸的“大宋治平三年”的铭文款识，确切说明了现存慈氏塔为北宋治平三年(1066 年)重

建，距今已有 949 年历史。另北宋范致明的《岳阳风土记》载：“慈氏塔，日出之初，影射重湖，镇洞庭水孽。”足见在北宋

范致明出仕岳阳之时慈氏塔已然存在。

（3）修缮期：书《外传·古迹》载：“慈氏塔，淳祐壬寅（1242）孟珙复修。”可知在南宋淳祐二年（1242 年）安抚制

置使孟珙曾对慈氏塔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明隆庆《岳州府志·职方考》载：“塔在县南巡视府后，高七级，弘治（1488～

1505）知府张举毁寺，塔存焉。”；另清光绪《巴陵县志》记：“塔，康熙三十五年（1696）知县孙澍重修。”，据杨慎初、

喻维国等专家考证研究，清康熙三十五年，对慈氏塔只是进行了维修。文献记载中对慈氏塔 后一次维修是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此后 200 多年，史书上没有发现有关对慈氏塔进行维修的记载。

第 2.2 条 保护要素阐述

2.2.1 文物保护对象

慈氏塔塔身高 35.73 米，占地面积约 60 平方米。塔高七级，八边形平面，实心，为仿木结构的楼阁式砖塔。慈氏塔在创修

之时应为礼佛的佛塔，但在修成之后，因塔高超过 30 米，并且其所处位置在岳阳市旧城区西南且紧靠洞庭湖，成为来往洞庭湖

的舟楫和渔民的航标。

（1）塔顶

塔顶作八角攒尖式，顶上立铁刹，由覆钵、相轮、宝盖、圆光等构件组成，高 4.61 米。相轮底座由八根铁链通过扁铁连接

直贯塔基，起稳固和避雷作用。

塔砖的颜色有青灰色和灰中泛褐黄色两种，质地坚硬细腻，火候较高，规格有四种。慈氏塔胶结材料采用的是黄砂泥浆，

后来修补的地方则是用的石灰砌缝，二者区别十分明显。

1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及简介，国家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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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塔身

除塔基由浑厚坚实的五层花岗石铺砌外，其余均用青砖砌筑。慈氏塔塔身共七层，塔身底层较高，以上各层次第降低，同

时面宽也层层内收，形成柔和的收分。层檐间用叠涩而不用斗栱，叠涩的一层用砂浆堆塑仰莲瓣，线条圆润优美。第一层原有

东西相通的塔门，门宽 1.6、高 2.35 米，门顶的砌砖叠涩逐层内收，作壶门牙子，上横置一条厚而长的石头门楣。清康熙大修

时为加固塔身而封闭，塔内是否有塔心室，因塔门一直封闭未作进一步探查，故情况不明。自二层以上，每层四向各砌佛龛一

个，内置佛像一尊，共 24 尊。现仅在第四层、第七层的西龛和第五层的北龛发现保存完整佛像共 3 尊。二至六层塔身用叠涩做

出平座，平座座顶凸出塔身约 30 厘米。平座之上转角处砌有倚柱，柱宽 20 厘米。第七层的平座上，设有砖砌栏杆和望柱。各

层檐下砌出阑额、普柏枋形式。

塔檐下无斗拱，用层砖叠涩向外挑出，砌砖共六层，第一层平砌，第二层在经过后来补修时粉刷的白色石灰下，露出仰莲

花装饰。其作法是在挑出的砖头上，贴以瓦片，再用砂浆堆塑，线条柔和优美，可惜大部分已残毁不全。第三、四、五层也都

是采用平砌，第六层则用平排的条石构成，在层砖和条石下，都嵌有长约 20 厘米、宽约 2 厘米的末端上翘铁片，以达到加固的

目的。檐上部分由八层青砖平砌而成，从下往上各层依次收进，直到 上一层塔身为止。每层八角戗脊吻用麻石素面雕琢，尾

部向上翘起。其他各层的作法，均与第二层相同，只在第七层的平座上，设有栏杆和望柱。各层檐角上翘，皆挂有铜铃。

（3）塔基

慈氏塔的塔基由下层的麻石基座和上层砖座构成。麻石塔基地下部分结构和规格不明，地上麻石基座由四层规格为 33×33

×120cm 的大麻石条砌筑，座高 1.22 米、面宽 3.64 米，台基石用燕尾榫卯相接，但燕尾榫卯现已无存，仅见燕尾榫眼。在石座

上为青片砖砌筑的台基，砖台基由两层构成，共高 2.1 米，第一层高 0.8 米，面宽 3.1 米，第二层高 1.3 米，面宽 2.9 米。

表 2-1 保护要素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材质 简要描述

1 塔顶

宝珠、仰莲 铸铁
宝珠下部圆鼓，上部细长，装饰火焰雕塑；仰莲圆盘形，

面饰莲花纹。

宝盖 铸铁 圆盘形，倒扣于相轮之上。

相轮、链条
相轮：青砖、花岗石

链条：铁质

相轮共七层，均由三层青砖平砌，钉入挂铁，外挂青砖，

刹杆白灰抹面，顶层由花岗石压顶；链条由圆圈相连，共

八根，现存两根。

刹座 青砖 正八边形，青砖叠涩内收，白灰抹面。

2

塔身

七层

各层均由塔

檐、塔身、佛

龛、平座构成

塔檐：青砖、石料、铸铁

塔身：青砖

佛龛：青砖、青石、泥坯

平座：青砖

塔檐：青砖和石料叠涩砌筑，层层出挑，白灰抹面；转

角处安置花岗石戗角，下置龙纹角铁，角铁上悬挂塔铃。

塔身：青砖实心砌筑，转角倚柱，类似仿木构造，白灰

抹面，外有砖砌护栏。

佛龛：四面各设一龛，龛顶青砖逐层叠涩内收，横置青

石过梁，白灰抹面，龛内供佛像。

平座青砖砌筑，白灰抹面。

3 六层

4 五层

5 四层

6 三层

7 二层

8 一层

塔檐 青砖、花岗石、青石、铸铁
青砖、花岗石、青石叠涩砌筑，层层出挑，白灰抹面；

转角处安置花岗石戗角，下置龙纹角铁，角铁上悬挂塔铃。

塔身 青砖 青砖实心砌筑，转角倚柱，类似仿木构造，白灰抹面。

塔门 青砖、青石
四面各设一门，门顶青砖逐层内收，横置条石门楣，青

砖封门，白灰抹面。

9 塔基

上层青砖台基 青砖 青砖砌筑，白灰抹面。高1.3m，直径7.55m。

下层青砖台基 青砖 青砖砌筑，白灰抹面。高0.8m，直径8.09m。

花岗石台基 花岗石 大花岗石条砌筑，高1.4m，面层基石由燕尾榫相连加固。

2.2.2 历史建筑

慈氏塔地处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内，本次规划范围内现存七栋历史建筑，包括六座二层民居和一座教堂，与慈氏塔共同

形成了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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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物价值评估

第 3.1 条 历史价值评估

3.1.1 慈氏塔是宋代时期传世于今的佛塔。虽经元明清各代多次维修，但主体建筑尚存宋代风格。该塔内部是实心的，不能

登临眺览，也是楼阁式塔中很少见的例子。慈氏塔是湖南省内年代 早保存 好的古塔建筑之一，而且是研究湖南地区佛教文

化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3.1.2 慈氏塔为楼阁式砖石塔，下部塔基由四层麻石铺砌，以上全用青砖砌筑。慈氏塔的楼阁式塔身、塔檐上的仰莲装饰、

塔身转角倚柱、阑额之上的普柏枋、第七层仿木结构望柱回栏和攒尖式塔顶等，其仿木结构的建筑特点十分明显，具有早期木

塔向晚期石塔转变的过渡期特点，是我国南方地区保存下来的从早期木塔向石塔转变和发展的实物见证，是研究我国古塔发展

和演变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3.1.3 慈氏塔是一座佛塔。塔名慈氏，意源佛语，因为塔上神龛内供奉的都是弥勒佛。弥勒乃梵文“梅怛丽耶”的谐音简译，

意译则为“慈氏”，这是他的姓，名字叫阿逸多。弥勒佛石像精雕细琢，青砖堆塑的莲花图案线条优美柔和，佛龛壶门的形制，

均显示出佛教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体现出佛教文化的思想精华。

3.1.4 慈氏塔位于城西的洞庭湖岸南端，与位于湖岸北端的岳阳楼遥遥相对，形成了古代岳阳的对景景观。慈氏塔建成之后，

还成为了岳阳重要的地标性建筑，同时作为来往洞庭湖的舟楫的航标。慈氏塔不仅是岳阳地区与洞庭湖相生相依的重要人文形

胜，也是反映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历史见证。

第 3.2 条 艺术价值评估

3.2.1 慈氏塔的建筑艺术集中表现在青砖叠涩内收的砌法、望柱回栏的仿木建构、佛龛修建技法、弥勒佛像的雕刻技术上，

无论是莲花图案，或是精美佛像，融湖南楼阁、塔寺、祠堂、庙宇等建筑特点于一身，其风格与技法都具有湖南浓郁的地方传

统建筑特色。

3.2.2 慈氏塔历代以宗教形式保存下来，但自范致明《岳阳风土记》称：“慈氏塔，日出之初，影射重湖，镇洞庭水孽”以

来，本为佛塔的慈氏塔有了道教的意蕴，说明自北宋末年开始，慈氏塔就有了风水塔的内涵。无论佛道，慈氏塔兼收并蓄，在

宗教氛围上世俗文化更为明显。慈氏塔蕴含建筑、文化、宗教的艺术价值尤为显著。

第 3.3 条 科学价值评估

3.3.1 慈氏塔塔尖向八方各置垂链一根，自塔顶直贯塔基，起稳固与避雷作用。塔身共七层，塔身底层较高，以上各层次第

降低，同时面宽也层层内收，形成柔和的收分，不仅达到视觉美观，同时形成稳定的结构形式。台基石用燕尾榫卯相接，十分

牢固。慈氏塔反映了中国传统高超的建筑工程技术水平，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3.3.2 慈氏塔的结构、材料和构造工艺记录了从宋至清代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地方砖石结构建筑技术水平，见证了不同历史时

期建筑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是研究我国湖湘地区古代建筑演变的重要实物例证。

第 3.4 条 社会价值评估

3.4.1 慈氏塔地处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内，西临洞庭湖，北邻古城墙，北同洞庭湖畔的岳阳楼相望，地理位置优越。赋予

了该地区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的丰富内涵，是该地区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展示景点。

3.4.2 慈氏塔是“岳阳楼——洞庭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一级景点，是景区游赏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景区文化特色

展示起到了重要作用。

3.4.3 岳阳市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慈氏塔是历史文化名城文物古迹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其展示宣教作用对岳阳城市文

化建设及居民精神生活都有积极的作用。



湖南省岳阳市慈氏塔文物保护规划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 11

第四章 文物现状评估

第 4.1 条 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评估

4.1.1 真实性评估

慈氏塔保持了从宋至清修建各历史时期的做法特点，并经过保护维修，其真实性较好。

4.1.2 完整性评估

慈氏塔原为慈氏寺附属建筑，故慈氏塔又称慈氏寺塔。清同治以后，由于慈氏寺被毁，其他与慈氏寺相关的建筑也相继倾

废， 后仅慈氏塔得以保存下来。慈氏塔自清朝进行两次全面维修后，至今未曾维修。塔刹上可见抗战年代留下的弹孔；塔顶

8 根铁链仅存 2 根；塔身 24 座佛龛仅存 3 座，塔基铁质燕尾榫均已无存。慈氏塔文物本体及环境的完整性一般。

4.1.3 延续性评估

慈氏塔自慈氏寺等相关建筑被毁后一直孤立存在。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慈氏塔受居民住宅和商贸仓储区等建设活动影

响较大。慈氏塔建筑的历史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功能延续性较差。

4.1.4 评估结论

慈氏塔的文物建筑真实性较好；文物本体及环境完整性受到影响；文物环境受城市影响延续性受到一定威胁。

第 4.2 条 本体现状评估

4.2.1 自然力的影响

（1）由于遭受风吹、日晒和雨淋，风化是危害慈氏塔各部分的主要因素。塔身白灰抹面几乎全部脱落。塔体青砖、檐口石、

塔基石风化、破损、脱落严重，大量碎砖石坠落地面，造成安全隐患。

（2）受冬季冻雨和昼夜温差大的影响，造成砖石构件松动、滑动错位现象。自然灾害对文物建筑结构有一定威胁。

（3）南方地区多雨，雨水侵蚀造成塔刹铁件和铁链锈蚀、开裂。后人维修增加的锚固铁件锈蚀后对塔体造成污染。

（4）砖、石缝中杂草、杂树滋生，植物根茎生长加速了砖石砌体结构的破坏。

4.2.2 人为活动的影响

（1）塔顶和塔身现可见早期战争年代所至的弹孔、裂痕等残损现象。

（2）早期拆毁现象严重，佛像、铁铃、铁链等构件多数已经丢失。

（3）早期修缮不当对文物也有一定影响，局部可见用水泥封堵破损洞口和维修时嵌入砖缝的锚固铁件锈蚀造成污染现象。

（4）年久失修、缺乏维护是慈氏塔残损的主要因素。由于常年有砖石碎裂和掉落现象，出于安全因素考虑，塔四周搭建有

临时铁架和防护网，由于铁架直接固定于塔身之上，铁架的的安装和锈蚀对文物本体造成不利影响，且严重影响文物景观。

（5）慈氏塔四周密集添建了诸多低矮房屋，距塔 近的西侧建筑外墙至塔基不足半米距离，距塔 远的南侧建筑外墙至台

基不足三米距离，且四周房屋杂乱破败。对慈氏塔的文物安全和后期维修都造成了严重影响。

（6）周边居民的生活也对慈氏塔造成了一定影响，慈氏塔塔基之上及周边随处可见杂物、垃圾等堆积现象。

（7）塔四周地面已全部改为水泥地面。

4.2.3 文物建筑保存状态评估

根据文物建筑和遗存的现状病害情况对文物本体进行残损程度评估。分为保存较好、一般、较差三类。

（1）塔顶各层构件保存较为完整，保留早期战争所至的多处弹孔，但较少受到后期人为干扰，局部有破损，部分构件缺失，

整体保存状态较好。

（2）塔身局部开裂，砖石构件风化、破损、脱落现象严重，白灰抹面几乎全部脱落，角铁和塔铃等铁质构件以及佛像多数

缺失，多处后人维修保留的水泥封堵、红砖剔补、铁件锚固等现象，保存状态一般。

（3）塔基外圈大部分青砖破损、边线模糊，台基石普遍松动走闪、局部断裂下沉，连接处燕尾榫卯均已无存，杂物垃圾堆

放现象严重，临时搭建铁架保护棚直接固定于台基石上，对塔基造成破坏，保存状态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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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保存状态评估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保存状态 残损原因 主要问题

1 塔顶

宝珠、仰莲

较好

自然力和早

期人为活动

影响

多处弹孔，边缘破损。

宝盖 多处弹孔，局部破损、锈蚀。

相轮、链条 相轮青砖破损，花岗石风化，白灰抹面脱落；链条仅存2根。

刹座 杂草生长，青砖破损、松散，白灰抹面脱落。

2

塔身

七层

各层均由塔檐、塔

身、佛龛、平座构成
一般

自然力影响

为主

塔檐：青砖破损、脱落；花岗石风化、破损；白灰抹面脱落；

多处有后人维修打入砖缝的锚固铁件；戗角松动、铁件缺失。

塔身：局部开裂；青砖风化、松动、破损、脱落；白灰抹面

脱落；多处有后人维修打入砖缝的锚固铁件；

佛龛：青石风化、破损；青砖破损、脱落；白灰抹面脱落；

杂树生长；佛像破损、饰面褪色；多数已缺失。

平座：青砖风化、破损；部分须弥座被拆毁。

3 六层

4 五层

5 四层

6 三层

7 二层

8 一层

塔檐

较差

自然力和早

期人为活动

影响

青砖破损、脱落；石质构件风化严重；多处有后人维修打入

砖缝的锚固铁件；杂树生长；角铁和塔铃均无存。

塔身
青砖风化、破损；白灰抹面脱落严重；局部有后人维修剔补

红砖。

塔门 青砖风化、破损；石质构件风化、破损；白灰抹面脱落严重。

9 塔基

上层青砖台基

一般
自然力和为

活动影响

青砖破损，台基与塔身相接处明显内凹；垃圾、杂物堆积严

重。

下层青砖台基 青砖破损；台基边线模糊，明显内凹；白灰抹面脱落严重。

花岗石台基
台基石普遍松动走闪，局部断裂下沉，燕尾榫卯铁件均无存；

临时防护棚铁架直接固定于台基上。

4.2.4 评估结论

（1）文物整体受自然力和人为活动两方面影响，针对文物建筑受到的自然力影响，需尽快得到修缮，消除病害和隐患；针

对文物建筑受到的人为活动影响，应首先妥善解决各项问题，后续加强制度管理。

（2）慈氏塔整体历史格局现基本无存，周边受到民房建筑挤压严重，应尽快通过各项规划的协调，拆除对文物及环境有影

响的建构筑物，并及时清理建筑垃圾，恢复塔周空间格局和原始铺装。

（3）慈氏塔周边现无独立消防通道。

第 4.3 条 环境现状评估

4.3.1 城市建设影响评估

（1）慈氏塔位于岳阳洞庭湖南路历史街区核心地带，周边为城市密集区。综合考虑周边建筑与历史环境的协调性，将周边

建筑风貌分为三类进行评估。

与慈氏塔环境协调，且高度对文物景观视线无遮挡的建筑，列为协调建筑；

与慈氏塔环境基本协调，且对文物景观视线遮挡较弱的建筑，列为一般协调建筑；

对慈氏塔本体有不利影响，或与文物环境不协调，或严重遮挡文物景观视线的建筑，均列为不协调建筑。

（2）慈氏塔周围现为三类居住用地，全部为 1-2 层红砖居住建筑，距离慈氏塔距离约 0.5-3 米，对文物安全及其景观环境

均有不利影响，建筑与文物不协调。

（3）上慈氏巷南侧、洞庭南路西侧和长郡巷北侧现为三类居住用地，全部为 1-2 层红砖居住建筑，基本与文物协调。但多

处建筑外侧有临建和贴建，且建筑风貌较差，这些临建和贴建建筑与文物不协调。

（4）马家湾街北侧现为三类居住用地，是岳阳市港务局宿舍区，主要为 3-6 层混凝土住宅，超过 4 层的建筑，对慈氏塔和

洞庭湖之间的景观视线有遮挡，与文物不协调。宿舍区内部现还有多座 1 层临时建筑，且建筑质量较差，与文物不协调。

（5）洞庭南路东侧现为二类居住用地，主要为 3-4 层混凝土住宅，建筑风貌较好，与文物较为协调。

（6）长郡巷南侧及滨湖路东侧现为一类物流用地，现有部分闲置建筑，且建筑质量较差，已不能使用，与文物不协调。

（7）长郡巷南侧现为教育科研用地，是搬运子弟小学，主要全部为 1-2 层建筑，与文物较为协调。

（8）滨湖路西侧现为港口用地，用地内建筑较少，且均为 1 层建筑，与文物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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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用地功能现状一览表
序号 用地性质 面积（公顷） 百分比

1 文物古迹用地 0.01 0.11%

2 二类居住用地 0.53 5.77%

3 三类居住用地 1.25 13.62%

4 医疗卫生用地 0.08 0.87%

5 教育科研用地 0.22 2.40%

6 商业用地 0.05 0.54%

7 宗教用地 0.08 0.87%

8 一类物流用地 0.3 3.27%

9 港口用地 4.1 44.66%

10 道路用地 0.62 6.75%

11 自然水域 1.94 21.13%

合计 9.18 100.00%

4.3.2 道路系统评估

（1）慈氏塔东侧为洞庭南路，道路宽度约 8m，是慈氏塔连通城市的外部道路，道路总体情况较好。

（2）慈氏塔北侧为上慈氏巷，道路宽度约 2-2.5m，现西侧局部保留有原始石板路地面，是连通慈氏塔和城市的主要道路，

道路东侧较为狭窄，对慈氏塔的可达性有一定影响。

（3）慈氏塔西侧为滨湖路，道路宽度约 8m，均为水泥板路，由于货物运输和装载，路面碎裂严重，且化学物质对道路有

一定污染，道路情况一般。滨湖路西侧现有一条货运铁路仍在使用中，对慈氏塔文物环境和景观视线有一定影响。

（4）长郡巷和马家湾街为慈氏塔南侧和北侧连通洞庭南路和滨湖路的东西向道路，道路宽度约 4-6m，局部碎裂现象严重，

邻近港口一侧局部有污染，道路情况一般。

（5）慈氏塔周边缺乏停车空间，洞庭南路临街随意停车现象严重。

表 4-2 交通系统现状一览表
道路类型 长度（米） 备注

铁路 230 宽度约2.5m

主要道路 440 宽度约8m

次要道路 180 宽度约4-6m

步行路 100 宽度约2-2.5m

合计 950

4.3.3 景观绿化评估

（1）慈氏塔地处历史街区，周边文物遗存较为丰富，北距岳阳楼约 1500 米，距岳阳慈氏文庙约 800 米，距基督教堂约 100

米，西距洞庭湖岸约 250 米。且据历史记载，慈氏塔原为此地地标性建筑，且与洞庭湖相生相依，后作为湖上往来船只的航标。

但现今由于慈氏塔周边部分建筑高度过高，造成慈氏塔与其他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之间的景观视廊被破坏。

（2）由于市政建设，慈氏塔周边现基本没有绿化用地，景观环境和卫生环境都亟需整治。

4.3.4 评估结论

（1）慈氏塔周边主要为居住、物流和教育用地，城市建设已经改变了原生地貌和环境。部分新建建筑高度及风貌较差建筑

对文物环境影响较大，亟需协调改善。

（2）慈氏塔周边缺少缓冲空间，道路可达性较弱，没有消防通道。

（3）慈氏塔与周边其他历史景点的的景观视廊多被城市建设区阻隔。

（4）慈氏塔周边景观及卫生环境亟待改善。

第 4.4 条 研究工作评估

4.4.1 慈氏塔周边地面和道路等均没有进行过考古清理。

4.4.2 宋朝至清朝的地方史志中对慈氏塔都做了较多的文字记载。对于慈氏塔的研究已有《慈氏塔的性质与始建年代辨析》、《慈氏塔的建筑特点和

修建年代分析》、《关于慈氏塔年代问题》等论文发表。

4.4.3 研究评估结论

（1）应结合建筑拆除和环境整治，开展铺装和道路基址和周边环境的考古清理工作。

（2）加强对慈氏塔整体面貌的认识、历史研究工作尚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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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 条 保护管理评估

4.5.1 保护管理工作概况

（1）1956 年 7 月，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慈氏塔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2013 年 3 月，慈氏塔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5.2 文物保护管理机构

上世纪 60-70 年代，慈氏塔划归岳阳市港务局进行保护和管理。1983 年，湖南省人民政府重新公布慈氏塔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正式明确将慈氏塔划归岳阳市文物管理所进行保护和管理。1994 年 3 月，岳阳市文物工作队与岳阳市博物馆合并成立岳

阳市文物管理处，慈氏塔的保护和管理至今由岳阳市文物管理处负责。

岳阳市文物管理处是由岳阳市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的具有行政执法职能事业单位，自 2007 年 9 月开始又成为参照公务员进

行管理的单位。市编委共下达全额拨款编制 37 人，隶属岳阳市文广新局，为岳阳市文广新局二级机构。独立法人，副处级单位。

4.5.3 保护维修工程概况

（1）1973 年 7 月，岳阳县人民政府对被凿掘的洞穴进行了修复与复原，维修后的慈氏塔基本恢复原貌。

（2）2012 年 6 月，岳阳市文物管理处邀请湖南省文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慈氏塔

修缮工程方案》，该修缮方案已获国家文物局审批通过，方案修改后由湖南省省文物局组织相关专家审查通过后予以实施。

4.5.4 文物保护管理文件

（1）1984 年 7 月 17 日，岳阳市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南政办[1984 年]10 号《关于加强对慈氏塔的维护管理的通知》。

（2）1984 年 7 月 17 日，岳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制订公布了《慈氏塔保护规则》。

（3）1984 年，岳阳市文物理管所与当地居民签订慈氏塔保护协议，并成立慈氏塔文物保护小组。

（4）1990 年 10 月 30 日，岳阳市人民政府竖立慈氏塔保护标志碑和说明词碑。

（5）1992 年 9～10 月，岳阳市文物工作队与当地居委会重新成立保护小组，制定保护措施，签订保护协议。同时组织人

员对慈氏塔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居民住房和其他建筑进行了调查并予以登记。

4.5.5 四有档案建设

1993 年 10 月，全面完成慈氏塔“四有”工作。但对之后的保护维修工程等内容没有补充。

4.5.6 原保护区划评估

（1）1993 年 4 月 8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发[1993 年]6 号文件，公布慈氏塔的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

保护范围：自塔基起，至东 15 米及南、西、北各 40 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至保护范围外东 55 米，南 50 米及西、北各 120 米处。

（2）保护区划层次清晰，但保护范围仅考虑慈氏塔本体确定，未考虑慈氏塔周边历史建筑和街区，与历史街区保护区划没

有衔接。建设控制地带仅为保护范围外扩一定距离确定，未考虑城市格局，难以控制。

（3）现有保护区划缺乏对周边环境的整体考虑，对环境安全控制力不足。

4.5.7 相关规划评估

（1）《岳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中将慈氏塔用地划为洞庭湖沿湖景区，但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及绿化用地，

与慈氏塔的保护要求不符。

（2）《岳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2-2030）》中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慈氏塔现有用地，但划定为广场用地，慈氏塔周

边确定为商业用地，与慈氏塔的保护要求不符。规划同时调整了慈氏塔周边道路系统，加强了慈氏塔的保护以及慈氏塔与周边

资源的联系。

（3）《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中划定了慈氏塔周边地区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基本可以满足慈氏塔的保

护要求。规划同时还确定了慈氏塔保护范围内的用地性质划定为广场用地和商业用地，需进一步进行调整。

（4）《岳阳楼——洞庭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2～2025）》中为加强慈氏塔的保护，规划将慈氏塔周边约 0.94 公顷

用地由原三级保护区用地调整至一级保护区用地；并规定在岳阳楼—慈氏塔—吕仙亭视线走廊内新建建筑物绝对高度不应超过

岳阳楼、慈氏塔及吕仙亭主体建筑三分之二高度。景观视廊控制宽度为 50-100 米，基本可以满足慈氏塔的保护要求。

（5）《岳阳楼——洞庭湖风景名胜区·岳阳楼景区详细规划（2012-2025）》中，慈氏塔划定为一级景点，慈氏塔周边地

区用地性质划定为风景点建设用地、旅游点建设用地和风景保护用地。规划中还确定了周边地区的土地使用、环境容量、地形、

建筑风貌等建设控制指标。上慈氏巷地块用地性质为风景点建设用地，容积率应≤0.5，建筑密度应≤15%，建筑高度应≤6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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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港务局和搬运子弟学校地块用地性质为旅游点建设用地，容积率应≤1，建筑密度应≤40%，建筑高度应≤12 米；码头及洞庭

湖沿岸地块用地性质为风景保护用地，容积率应≤0.1，建筑密度应≤5%，建筑高度应≤6 米。基本满足慈氏塔的文物保护要求。

4.5.8 评估结论

（1）文物保护管理的各项工作亟待加强，管理设施需逐步完善。

（2）现行保护区划只进行了文字说明，未准确落在地形图上。其边界与现城市格局及规划的城市道路缺乏关联性，操作性

较弱。

（3）现有的城市规划和名城、街区保护规划已加强了慈氏塔的保护，但仍需进行一定的调整和细化，以更加全面的保护慈

氏塔及其整体空间格局。

第 4.6 条 展示利用评估

4.6.1 展示利用现状

由于慈氏塔本体及环境条件限制，慈氏塔尚未对外开放。

4.6.2 服务设施现状

（1）慈氏塔周边缺乏停车场，无游客服务设施。

（2）进入慈氏塔的道路情况较差，周边道路格局尚不完善。

（3）市政设施配套水平不高。

（4）没有标志标识引导系统。

4.6.3 评估结论

（1）慈氏塔尚不具备对外开放展示条件，展示定位及与周边展示区应紧密结合。

（2）慈氏塔未能作为社区或地方民众活动的场所，文化影响力尚待提高。



湖南省岳阳市慈氏塔文物保护规划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 16

第五章 保护规划原则与目标

第 5.1 条 保护规划指导思想与原则

5.1.1 坚持国务院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体现慈氏塔保护的科学观，并

将保护工作纳入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原则。

5.1.2 真实性与完整性保护原则。有恰当的手段保证文物建筑和遗存的安全，保证慈氏塔的完整性和空间丰富性。

5.1.3 科学保护的原则：坚持科学保护，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保护手段：恰当的保护维修措施、标志标识措施、合理使用措

施、展示利用措施。

5.1.4 文物有效保护与城市品质提高协同的原则：通过各项规划的协调，有效的保护与利用，将文物的展示纳入区域旅游

格局，使得文物得到保护的同时提高岳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及生态宜居城市的品质。

5.1.5 保护与地方社会发展双赢的原则：通过恰当的方法和立法，建立良好的管理体系，实现文物保护与有效利用，文物

保护与城市建设相协调；政府、专业人员、民众共同保护的和谐局面。

第 5.2 条 保护规划实施目标

5.2.1 文物本体保护目标：调整保护区划，明确保护管理规定；制定治理和防止病害的措施和安全防范措施，使文物得到

科学的维护；通过更为深入的调查研究，明确慈氏塔的整体格局；建立完善的保护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

5.2.2 环境保护目标：保护区域内地形地貌、植被、建筑等空间关系；逐步整治周边对文物不利的建成环境；控制与逐步

调整慈氏塔与周边景观的视廊通廊。

5.2.3 展示利用目标：在文物安全条件下丰富展示内容并创造良好的展示环境，展示以慈氏塔为主线，弘扬传统文化为背

景，同时突出体现岳阳市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适当调整展示服务设施，合理布置管理用房，适当丰富展示内容，合理控

制游客。同时利用多元化的展示手段和宣传教育手段，使慈氏塔与社区文化及城市文化建设相结合。

5.2.4 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目标：合理控制周边的建设活动和公共设施建设；适度调整保护区划内的用地性质和

道路系统，满足生活、通行、游览、消防各项功能。

第 5.3 条 保护规划内容

5.3.1 对慈氏塔进行现状评估：文物历史、艺术、科学和社会价值评估；对文物建筑现状问题诊断：包括主要病害以及完

好程度、环境受损原因及现象、展示利用程度及管理状况等。

5.3.2 根据现状评估对原保护区划提出修改调整意见，确定详细的保护管理规定。保护区划的确定首先考虑文物安全性和

完整性，同时兼顾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5.3.3 确定文物本体保护措施：针对文物建筑特性和主要病害提出保护修缮原则以及方法，提出防灾措施。

5.3.4 制定环境保护与整治规划：针对环境受损的问题提出整治方法与要求，民居的适量搬迁、植被要求、道路改造、城

市建设控制等。

5.3.5 制定展示利用规划：结合岳阳市总体规划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从“保护第一”的角度提出展示分区、展示路

线、游客控制的要求。

5.3.6 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规划，主要是使文物保护规划能够与地方建设规划相协调，从文物保护的角度对其它规划提

出建议。

5.3.7 其它还将涉及保护项目分期，保护经费初步框算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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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保护区划与保护管理规定

第 6.1 条 保护区划

6.1.1 保护区划分级

（1）保护区划的调整按照文物法的要求划定为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另考虑对码头和洞庭湖面建设的控制，建议增加

环境协调区。共三个层次。

（2）保护范围依据慈氏塔的文物构成和分布特点，对原保护范围做局部调整。

（3）建设控制地带考虑慈氏塔环境的完整性，以及地形高差、与周边城市建设区的协调关系，分为两级：一类建控地带及

二类建控地带。

（4）保护区划结合地物地标，以及文物安全及景观控制要求划定边界。保护区划呈不规则块状，总面积 9.18 公顷（其中

湖面面积 1.94 公顷）。

表 6-1 保护区划面积一览表

类型 面积（公顷）

保护范围 0.85

建设控制地带
Ⅰ类 2.24

4.43
Ⅱ类 2.19

环境协调区 3.90

合计 9.18

6.1.2 保护范围

保护范围面积 0.85 公顷。包括慈氏塔、上慈氏巷南侧、北侧民居和码头仓库，东西距离约 85 米，南北距离约 100 米。

四至：西：滨湖路东侧；东：洞庭南路西侧；北：搬运子弟小学南侧；南：岳阳市港务局北侧。

6.1.3 建设控制地带

（1）建设控制地带总面积 4.43 公顷。

（2）Ⅰ类建设控制地带面积 2.24 公顷。包括码头，东西距离约 150 米，南北距离约 220 米。

四至：西：码头沿岸东侧；东：滨湖路东侧；北：长郡巷北侧外扩 30 米；南：马家湾街南侧。

（3）Ⅱ类建设控制地带面积 2.19 公顷。包括搬运子弟小学、岳阳市港务局及洞庭南路东侧和长郡巷北侧的住宅，东西距

离约 100 米，南北距离约 220 米。

四至：西：滨湖路东侧；东：洞庭南路东侧外扩 40 米；北：长郡巷北侧外扩 30 米；南：马家湾街南侧。

6.1.4 环境协调区

环境协调区面积 3.90 公顷。包括码头和洞庭湖湖面，东西距离约 160 米，南北距离约 250 米。

四至：西：洞庭湖沿岸外扩 50 米；东：码头沿岸东侧；北：建设控制地带延长线；南：建设控制地带延长线。

第 6.2 条 保护范围管理规定

6.2.1 保护范围内用地性质确定为文物古迹用地。

6.2.2 保护范围内与文物有关的保护工程必须以不改变文物原状、保护文物本体的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和 少干预为原

则。

6.2.3 涉及文物的保护与修缮工程必须由具有相应专业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承担，应履行法定报审程序，批准后方可实施。

6.2.4 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因特殊情况，需在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

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且工程和作业应符合

相关规定。

6.2.5 保护范围内应保护传统街巷空间与格局，不得擅自进行拆建、扩建或改建工程，不得进行影响文物安全的任何活动。

6.2.6 保护范围内应保护历史建筑，涉及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修缮工程必须以保护其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为原则。

6.2.7 保护范围内对文物有不利影响的建筑、设施、植物应根据实际情况分期拆除，整治。

6.2.8 保护范围内不允许随意变更道路宽度及走向，地面铺装采用地方传统材料和作法。

6.2.9 除文物、历史建筑以外的其他建筑进行改造、更新及重建时应保持传统风貌，建筑屋顶高度控制在 6 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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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0 保护范围内可以进行适宜的绿化、必要的步行道路、消防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但应避开文物建筑和遗址，各类建

设以不损害文物为原则。

6.2.11 保护范围内所有动土活动均应首先进行考古勘探，确定无遗迹遗存后，方可实施。

6.2.12 当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与历史文化街区出现重叠时。应服从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规划控制要求。

6.2.13 因各种原因需调整保护区划时，应履行申报审批程序。

第 6.3 条 建设控制地带统一管理规定

6.3.1 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慈氏塔的历史风貌。各项工程建设应报国家文物局同意后，报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批准。

6.3.2 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文物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如建设大型公共设

施、工业及仓储物流设施等。对已有的污染文物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

6.3.3 建控地带内可进行必要的道路、市政设施，及绿化建设，但应尊重地形地貌，注重生态保持，并与文物环境协调。

6.3.4 建设控制地带内各建筑和设施的造型风格、体形、体量、色彩应与文物环境相协调。

6.3.5 建设控制地带内现有超过规定高度的建筑近期可维持现状，建筑寿命到期后，应按规定高度和风格进行建设或改造。

6.3.6 建控地带内的各类休闲空地、停车场均应为生态型。

6.3.7 保持环境卫生，严格执行垃圾收集并统一处理。

6.3.8 当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区出现重叠时，应服从保护区的规划控制要求。

第 6.4 条 Ⅰ类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

6.4.1 一类建设控制地带为地形高程 32 米以下区域，该区域内的新建、改造等建设工程，建筑屋顶高度控制在 6 米以下。

6.4.2 一类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筑密度不能大于 5%。

第 6.5 条 Ⅱ类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

6.5.1 二类建设控制地带为地形高程 42 米以下区域，该区域内的新建、改造等建设工程，建筑屋顶高度控制在 12 米以下。

6.5.2 二类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筑密度不能大于 40%。

第 6.6 条 环境协调区管理规定

6.6.1 该区域为慈氏塔与洞庭湖之间的景观通廊区域，应为非建设区域。

6.6.2 环境协调区内可设置必要的公共设施，但应控制高度和风貌，设施高度宜控制在 2 米以下，保护视廊通畅以及湖岸生

态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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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保护措施规划

第 7.1 条 保护措施规划原则

7.1.1 对文物本体实施的各类措施，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真实性，以及 少干预、可识别性、可逆性的原则。真实性指保

护对象中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原有信息。

7.1.2 对文物本体实施的各类措施必须尊重原形制，包括原有布局、造型、材料和法式特征；原工艺技术。

7.1.3 除非是文物安全性需要，或有充分依据，并具备可靠的历史考证和充分的技术论证，否则不得在建筑遗址进行重建。

7.1.4 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以延续现状，缓解损伤为主要目标，正确把握审美标准。

第 7.2 条 文物建筑修缮措施

7.2.1 对现存文物建筑的修缮维护是慈氏塔本体保护的主要内容。针对文物建筑现存状态及不同的材料、构造等，进行详

细勘察和评估后，进行各项修缮工程。包括青砖砌体的修补、补配、局部拆砌，石作的防风化、局部修补、补配，白灰抹面重

做，铁质构件补配，佛像和彩绘的局部修补，杂树和杂草清理等。修缮过程中特别应保留原有构件，并采用地方传统营造方法。

7.2.2 塔顶采取一般维修保护措施。主要内容包括：局部修补，砖石构件补配、局部拆砌、防风化处理，铁质构件除锈、

防锈处理等。

7.2.3 塔身采取重点维修保护措施。主要内容包括：局部修复，青砖砌体修补、局部拆砌，石作局部修补、防风化处理，

修缮不当的剔补，恢复白灰抹面，铁质构件补配、防锈处理，佛像和彩绘修补等。

7.2.4 塔基采取局部维修保护措施。主要包括：青砖补配、局部拆砌，恢复台基边线和白灰抹面，台基石规整、加固，燕

尾榫卯补配等。

7.2.5 文物建筑的修缮要特别考虑防水和地面返潮问题，注意防水防潮设计。

7.2.6 修缮工程应充分考虑地方材料、作法的运用，并保持传统工艺。

第 7.3 条 文物空间环境保护措施

7.3.1 剔除现慈氏塔周边的水泥地坪，露出全部四层花岗岩基座后，花岗石重新铺砌。

7.3.2 拆除紧邻慈氏塔的民房、保护棚等建构筑物。清理后用地作为公共活动及安全疏散用地，不再进行建设。

7.3.3 结合慈氏塔周边建筑拆除和环境整治进行考古清理、发掘工作，摸清原始道路格局、慈氏寺分布范围、建筑基址以

及铺装等遗迹遗存，以进一步探究慈氏塔历史格局。

7.3.4 加强对慈氏塔整体格局的研究，探询其文化发展脉络，尽快出版研究成果。

表 7-1 保护措施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主要修缮措施

1 塔顶

宝珠、仰莲
局部修补，除锈、防锈处理。

宝盖

相轮、链条
相轮：青砖补配、局部拆砌，石作防风化处理。

链条：补配，防锈处理。

刹座 青砖补配、局部拆砌，杂树、杂草清理，白灰抹面重做。

2

塔身

七层

各层均由塔檐、塔

身、佛龛、平座构成

塔檐：局部修复，补配青砖、花岗石、异型砖、角铁、塔铃，恢复

白灰抹面。

塔身：青砖修补、局部拆砌，恢复白灰抹面。

佛龛：青砖修补，石作局部修补、防风化处理，恢复白灰抹面，佛

像、彩绘局部修补。

平座：青砖局部修补、恢复白灰抹面。

3 六层

4 五层

5 四层

6 三层

7 二层

8 一层

塔檐
青砖修补、局部拆砌，补配青砖、花岗石、异型砖、角铁、塔铃，

恢复白灰抹面。

塔身 青砖修补、局部拆砌，恢复白灰抹面。

塔门
青砖修补，石作局部修补、防风化处理，剔补后人维修添加的红砖，

恢复白灰抹面。

9 塔基

上层青砖台基
青砖补配、局部拆砌，恢复台基边线和白灰抹面。

下层青砖台基

花岗石台基 台基石规整、加固，燕尾榫卯补配。

第 7.4 条 标志标识及研究措施

7.4.1 标志标识及说明牌是十分重要的保护措施，也是使人们认识遗产文化内涵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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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保护界限标志

（1）分别对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做出界限标志，以便准确定位。

（2）界限标志可采用多种方法和手段，地貌标志、植被标志、人工标志等。

7.4.3 标志与说明牌

（1）分别对慈氏塔各处文物作出标志和说明。

（2）对慈氏塔竖立标志和说明牌。

（3）对慈氏塔地面已经无存，但仍然可以找到地点的遗迹竖立说明牌。

（4）各种标志和说明牌，其色调、体量、造型等应当与慈氏塔的风貌相协调，并有中英文对照。

7.4.4 结合研究和展陈等工作，进一步加强慈氏塔流散文物的征集。



湖南省岳阳市慈氏塔文物保护规划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 21

第八章 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

第 8.1 条 环境保护与治理原则

8.1.1 文物保护与生态及人文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8.1.2 针对不同保护区划，分别提出针对性的环境治理措施。

第 8.2 条 保护范围环境整治措施

8.2.1 环境整治对象：保护范围内慈氏塔周边环境。

8.2.2 建筑整治措施

（1）对保护范围内的建构筑物采取保持维护、保留改造、立面更新、更新重建、降层改造和拆除不建的方法。

（2）保持维护：针对历史建筑采取的保护维修措施。

（3）保留改造：针对建筑风貌较好的建筑采取局部改造的措施，改造后应保持与文物环境相协调的风格。

（4）立面更新：针对保持传统风貌的建筑，仅对立面进行维修工程。

（5）更新重建：针对建筑风貌或格局等与文物环境不协调的建筑进行更新重建。条件不成熟的可在建筑使用寿命到期时进

行重建。重建建筑高度要保证文物景观视廊不受影响。

（6）降层改造：针对建筑高度对文物景观视廊造成较大影响的建筑，可进行降低建筑高度及层数的方式进行重建或改造。

（7）拆除不建：对文物安全或对文物景观视廊造成较大影响的建筑应进行搬迁和拆除，拆除后不再建设。

8.2.3 环境整治措施

（1）结合历史文化街区及城市交通系统改造，拓宽慈氏塔周边用地作为慈氏塔疏散广场。梳理上慈氏巷，保留原有石板道

路铺装，现有道路铺装改造应充分考虑地方材料和做法。

（2）上慈氏巷南、北两侧道路进行路线调整和路面改造，连通慈氏塔与周边历史街区的联系。

（3）慈氏塔周边培育植被，形成相对安静的文物外围环境。

第 8.3 条 建设控制地带环境整治措施

8.3.1 环境整治对象：建设控制地带内对文物及环境有影响的建筑。

8.3.2 建筑整治措施：

（1）对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构筑物采取保留改造、立面整饬、更新重建和拆除不建的方法。

（2）保留改造：建筑风貌较好建筑采取局部改造的措施，应保持与文物环境协调的风格。

（3）立面整饬：建筑高度对文物环境无不利影响，仅外观与历史风貌不够协调的建筑，可进行立面整饬的方法取得和谐

的环境效果。

（4）更新重建：建筑高度及风格对历史环境有不利影响的建筑应逐步进行更新重建。有条件的按照控制要求分期进行重

建或改造。条件不成熟的可在建筑使用寿命到期时，按管理规定进行重建。

（5）拆除不建：对文物安全或对文物景观视廊造成较大影响的建筑应进行搬迁和拆除，拆除后不再建设。

（6）对新建、改建建筑的高度、形式及材料等均应以改善和维护慈氏塔周边良好的景观环境为目标，逐步进行改善。

8.3.3 环境整治措施

（1）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的各项建设指标及周边环境，尽量减少现代城市化氛围，强化历史文化街区环境。

（2）结合城市规划，分期调整建控地带内的工业港口及物流仓储用地。

（3）结合城市绿化，充分利用地方树种和草种，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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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周边建筑整治措施一览表

序号 整治措施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备注

1 保持维护 1100 2650 历史建筑

2 保留改造 2600 2600 保留建筑

3 立面更新 1650 1800 坡顶传统建筑

4 立面整饬 6000 16000 近现代建筑

5 更新重建 500 500 主要为临建、危房

6 降层改造 1000 2650 建筑高度影响文物及环境的建筑

7 拆除不建 1700 1700 对文物及环境有不利影响的建筑

合计 14550 27900

第 8.4 条 空间关系保护措施

8.4.1 保护慈氏塔西望洞庭湖的开阔视野。

8.4.2 疏通慈氏塔到吕仙道观和岳阳楼的视觉通廊，控制视觉通廊两侧建筑的高度。

8.4.3 保护慈氏塔与基督教堂、岳阳楼、岳阳文庙的对景关系。

第 8.5 条 环境卫生设施措施

8.5.1 保护范围内考虑展示需要，适当设置垃圾箱。

8.5.2 保护范围采用雨污分流方式，分别接市政排水管线。

8.5.3 保护范围内设小型垃圾收集站，按时将垃圾集中送往城市垃圾处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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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展示利用规划

第 9.1 条 展示利用原则

9.1.1 文物的展示和陈列具有研究、公共教育、艺术欣赏、文化传播、促进地方经济等多方面社会价值和意义。历史文化

遗产是不可再生资源，坚持科学、合理、适度利用的原则。展示利用必须以保证文物的真实性、安全性、及延长寿命为前提。

9.1.2 展示利用应同时考虑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与真实展示慈氏塔的历史文化内涵。

9.1.3 展示利用应结合文物特点，适度开放，有效控制，使文物展示、环境景观展示、配套设施相互协调。

9.1.4 选择适宜的展示手段，向地方民众和参观者充分阐释慈氏塔的价值意义。

第 9.2 条 展示利用目标

9.2.1 结合洞庭湖、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使慈氏塔及其周边区域成为沿湖景观带上的景观制高点。

9.2.2 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经过详细规划和设计，采取分区展示、重点展示、陈列馆展示等途径，使公众了解慈氏塔的选

址格局，以及建筑特点。

9.2.3 通过文物本体展示、模拟展示、标识展示、虚拟展示，以及历史环境景观提示等多种方法，丰富展示内容，同时促

进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

第 9.3 条 展示总体布局

9.3.1 结合慈氏塔选址及周边环境资源特点，慈氏塔景区的展示将同岳阳楼景区、岳阳文庙特色文化景区一起，构成岳阳

历史文化名城楼、庙、塔三极中的一极，并与洞庭湖形成对景的整体展示布局。

9.3.2 慈氏塔景区的展示内容将以慈氏塔为展示核心，同时联系周边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将慈氏塔的展示纳入到历史文

化街区的展示中。

9.3.3 慈氏塔还将与洞庭湖及码头之间形成景观视廊，同时慈氏塔也将作为周边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标性建筑。

第 9.4 条 展示方法

9.4.1 本体展示：可以直接近距离接触观看的文物本体。本体展示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真实全面的展示出来，让参观者充

分体会历史的真实性。

9.4.2 陈列展示：通过陈列室或室外场地集中展示慈氏塔历史沿革内容以及可移动文物。使参观者更深入的理解慈氏塔的

文化内涵。可在慈氏塔周边历史建筑内设展陈室。

9.4.3 标识展示：受保护条件的限制，一些遗迹遗存可采取地面标识的方式进行展示，如古道路，通过考古明确其位置，

在地面做出走向与痕迹的标识。

9.4.4 多媒体展示：在慈氏塔周边建筑内设多媒体播放室，通过三维全景影像的方式全方位的展示慈氏塔原始历史格局、

选址环境、已无存建筑等信息。

9.4.5 为更深入的了解文物的历史信息，在各文物展示点设置说明牌。其形式和材料均须与文物相协调。

第 9.5 条 展示服务设施

9.5.1 慈氏塔周边历史建筑可作为服务管理用房，提供游客服务、咨询等功能。

9.5.2 停车场：可利用慈氏塔南侧现岳阳市港务局内现有空地作为景区停车场，面积约 1500 ㎡。停车场宜采用嵌草式生态

型。

9.5.3 在慈氏塔周边广场内为参观者提供休息点，可设休息椅。利用慈氏塔西北侧现有公共卫生间进行改造，为景区服务。

9.5.4 慈氏塔周边历史建筑可作为文物管理用房，设置监控室、急救室、办公室等。

9.5.5 展示区内路标，指示牌，垃圾桶应合理设置。

第 9.6 条 交通游线组织

9.6.1 对外交通：结合城市道路改造，洞庭南路连接上慈氏巷将作为慈氏塔的主入口，同时洞庭南路、长郡巷、马家湾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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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滨湖路形成慈氏塔的外围环线。

9.6.2 内部交通：慈氏塔周边将形成环形广场，以利于参观需求；慈氏塔周边街区内道路进行改造后，由上慈氏巷连通街

区内部，以利于周边街区及建筑的参观需求。

第 9.7 条 展示教育

9.7.1 采用多手段进行展示，并通过制作宣传册、多媒体等手段加强对慈氏塔的宣传。

9.7.2 编制详尽的解说词，详尽解说慈氏塔内建筑建造的历史以及宗教文化、地方传统文化内涵。

9.7.3 慈氏塔的展示可与周边其他文化资源点有机结合，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地和传承地，可互相促进。

9.7.4 不断提高展陈的质量，改进展陈手段，尽可能的显示和宣传文物的价值，扩大教育文化的影响，为公众提供丰富的

展示内容，同时调动当地民众文物保护的积极性。

第 9.8 条 游客管理

9.8.1 观众管理目标

（1）在确保文物安全的情况下， 大限度地增加参观者对文物的鉴赏及欣赏。

（2）控制观众容量，疏导观赏路线，规范观众行为，以使游客的观览活动不会对遗产的文化价值带来不良影响。

（3）加强文物展示信息量，提高观众参观兴趣。

9.8.2 观众容量控制

（1）按照文物面积、景区面积、道路长度综合计算，文物面积和景区面积按每 50 平方米每日 3 轮次计算，道路长度按每

10 米每日 3 人次计算。开放天数按每年 270 天计算。

（2）其中慈氏塔文物区开放面积 8000 平方米，文物区按面积法，周边历史街区等非文物线性游览区按线性法计算。展示

区整体观众容量 高为 1000 人次/日，年观众承载总量为 27 万人次。

9.8.3 观众管理监测

（1）定期发放调查问卷，提高文物展示水平和管理能力。

（2）设立游客安全监测与紧急救助系统，保证观众安全。

（3）规范游客行为。

第 9.9 条 社区参与管理

9.9.1 鼓励社区及居民积极参与慈氏塔的各项文化建设活动，充分发挥慈氏塔在地方建设中的作用。

9.9.2 积极组织多样的儒家文化宣传活动，调动地方居民保护慈氏塔，参与文化建设活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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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安全防灾规划

第 10.1 条 规划目标

10.1.1 大限度地减轻各种自然和人为灾害对慈氏塔的不利影响，高效有序地开展保护工作。

10.1.2 通过物防、技防、人防等措施，对人为和自然力给文物带来的伤害进行监测，防患于未然。

第 10.2 条 安全监控措施

10.2.1 保护范围为防范重点区域：文物建筑病害和安全的监测、防火预警及自然灾害、环境监测、各种人为破坏监测。

10.2.2 将文物防范风险等级与设计防范级别有效结合，确定符合要求的防范系统，并制定出防范系统工程技术性能指标。

10.2.3 建立慈氏塔保护范围内监控系统，采取可视系统进行 24 小时监控。

第 10.3 条 防雷措施

10.3.1 慈氏塔作为周边地区地标性建筑，应特别注意防雷安全。除塔刹自身防雷作用应加强外，塔顶应单独设置防雷措施。

防雷设计应由具有专业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承担，批准后方可实施。

10.3.2 应建立和健全安全防灾相关制度，编制应急预案。提高紧急救援的反应速度和快速有效的处置能力，将灾害造成的

危害和损失降至 小程度。

第 10.4 条 防火措施

10.4.1 慈氏塔周边建筑密集，应特别注意防火安全。保护范围内划分三片防火区域，设置消防通道及必要的消防车回车场。

10.4.2 洞庭南路作为外部消防通路，慈氏塔周边设环形消防路。可满足一般消防车通行要求。

10.4.3 慈氏塔周边建筑按防火规范配备灭火器、消防斧、消防水桶等器材。建筑内设置手持灭火器。

10.4.4 在慈氏塔周边供水系统中考虑消防用水。

10.4.5 慈氏塔周边建筑外挂电路布线及设施应符合防火规范要求，以防止线路起火。

10.4.6 应有专人负责慈氏塔消防管理及日常监督检查工作，管理人员应接受基本的消防知识和技能培训。

10.4.7 与文物相关的各建筑必须经过严格的消防验收后方能使用。建立健全的安防制度，增强防火意识。

第 10.5 条 防震措施

10.5.1 慈氏塔地处地震多发区，属 7-8 度抗震设防地区，应特别注重防震减灾工作。建立健全地震前兆观测和地震预警系

统，完善地震应急预案和通讯系统，加强现场救援能力。

10.5.2 慈氏塔周边区域应进行地基地质勘查，周边建筑应进行结构评估，有针对性的采取抗震加固措施。市政管网、交通、

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也应进行抗震设防。

第 10.6 条 防洪防涝措施

10.6.1 应完善洞庭湖在规划范围内区段的水文监测数据，以及湖岸和码头的日常监测工作，并制定防治措施及应急预案。

10.6.2 慈氏塔地处洞庭湖岸高地，西侧地势向洞庭湖岸倾斜，应作为防治重点区。场地排水应结合地形地势进行组织，将

有组织排水和无组织排水相结合。

10.6.3 慈氏塔所处地区多雨，应加强慈氏塔周边排水系统的维护。采用明沟和暗渠结合的排水方式，与市政管线相接。

10.6.4 应加强慈氏塔塔基及周边地面的防水防潮措施。及时防止塔基周边积水，以免导致塔基返潮，砖石砌体酥碱。

第 10.7 条 安全防灾管理

10.7.1 慈氏塔设安全防灾管理人员，负责文物安全监测。

10.7.2 积极宣传，培养居民树立防灾意识，以及应急处理灾情的能力。

10.7.3 加强对参观者的安全教育和管理，加强防火防盗宣传。

10.7.4 把安全防灾工作列为整个文物管理工作的重要部分，做到同计划、同部署、同检查、同总结，使安全防灾工作做到



湖南省岳阳市慈氏塔文物保护规划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 26

经常化、制度化。

第 10.8 条 其它防灾

10.8.1 应做好文物建筑防震、防雷、防潮、防洪等工作，建立医疗急救站。

10.8.2 慈氏塔周边广场可作为紧急的疏散场地。

10.8.3 特别注意在地方民俗节庆活动期间的人员活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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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文物保护与地方社会发展规划协调

第 11.1 条 文物保护与社会发展协调原则

11.1.1 在文物得到有效保护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和城市景观环境品质的提高。

11.1.2 选择 为合理的方式，协调文物保护、展示与地方各项事业发展的关系。

第 11.2 条 土地利用调整

11.2.1 保护范围用地性质建议调整为文物古迹用地。

11.2.2 一类建设控制地带内，结合城市规划，建议部分港口用地作为景区展示和洞庭湖沿岸休闲用地，建筑限高要求按相

应保护区划管理规定执行。

11.2.3 二类建设控制地带内，结合城市规划，建议部分公共设施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或商业用地，部分居住用地和教育设

施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建筑限高要求按相应保护区划管理规定执行。

11.2.4 应注意绿地的培育，充分考虑植物的配植，加大本地区的植物覆盖率。

11.2.5 保护区划内不再设置工业用地及仓储物流用地。

表 11-1 用地功能平衡表

序号 名称
现状用地性质 规划用地性质

备注
面积（公顷） 百分比 面积（公顷） 百分比

1 文物古迹用地 0.01 0.11% 0.85 9.26%

2 二类居住用地 0.53 5.77% 0.23 2.51%

3 三类居住用地 1.25 13.62% - -

4 医疗卫生用地 0.08 0.87% 0.08 0.87%

5 教育科研用地 0.22 2.40% 0.11 1.20%

6 商业用地 0.05 0.54% 1.10 11.98%

7 宗教用地 0.08 0.87% 0.08 0.87%

8 一类物流用地 0.3 3.27% - -

9 公共设施用地 - - 0.11 1.20%

10 港口用地 4.1 44.66% 4.10 44.66%

11 绿化用地 - - 0.05 0.54%

12 道路用地 0.62 6.75% 0.53 5.77%

13 自然水域 1.94 21.13% 1.94 21.13%

合计 9.18 100.00% 9.18 100.00%

第 11.3 条 道路系统调整

11.3.1 城市主干道路

目前慈氏塔周边城市主要洞庭南路和滨湖路，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11.3.2 城市次要道路

（1）保护范围内，结合周边建筑搬迁，拓宽慈氏塔周边用地，增设疏散缓冲空间，并对上慈氏巷路面保护改造。完善上慈

氏巷与城市道路之间的畅通衔接，为慈氏塔的消防安全和急救疏散提供保障。

（2）保护范围内，慈氏塔南、北侧，拓宽和改造现有建筑之间巷道，以保证慈氏塔周边历史街区格局的完整性以及文物的

安全性。

（3）建控地带内，结合城市规划，对长郡巷和马家湾街进行路面改造，与洞庭南路和滨湖路有效衔接。

11.3.3 停车场：慈氏塔西南侧新建停车场一处。

表 11-2 交通系统调整一览表

道路类型 现状长度（米） 规划长度（米） 备注

铁路 230 0 远期取消货运功能

主要道路 440 440 宽度约8m

次要道路 180 220 宽度约4-6m

步行路 100 500 宽度约2-2.5m

合计 950 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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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4 条 基础设施规划

11.4.1 供水系统

消防用水结合现有给水管线进行增设，以满足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安全需要，均采用埋地铺设。用水量估算：近期应不小

于 10L/s；远期应不小于 15L/s。

11.4.2 排水系统

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经处理后可利用慈氏塔周边明沟和暗沟汇集，部分用于周边植被灌溉，其他可接城市管网排出。周

边历史建筑及街区民居建筑等产生的生活一般污水（经过滤网）利用街区内暗沟，接城市排水管网。

11.4.3 电力电讯设施

（1）电力电讯由城市管线引入，变电箱一处设于慈氏塔东南侧入口处。

（2）进入慈氏塔周边广场的管线应尽量为地下铺设，局部地段可沿周边建筑外墙挂设。

11.4.4 环境卫生设施

（1）慈氏塔西南侧街区内设置一处公共卫生间，同时需满足居民生活和展示需要。

（2）慈氏塔周边广场根据需要设立仿生垃圾筒，搞好白色污染处理。

（3）建立卫生巡查体系与环卫队伍，确保绿色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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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保护管理规划

第 12.1 条 保护管理目标

逐步建立健全文物管理机构，完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协调各种力量，促进文物保护与管理。

第 12.2 条 管理机构设置

12.2.1 岳阳市文物管理处为《湖南省岳阳市慈氏塔文物保护规划》的实施单位，文物保护的专业管理部门。

12.2.2 在岳阳市文物管理处下成立慈氏塔保护管理机构，管理机构编制确定为近期 2-4 人，远期 6-8 人，下设办公室和保

护技术部门，管理部门负责整个文物保护管理、展示利用的各项事务。

12.2.3 慈氏塔保护管理机构负责文物的专业保护管理、安全监测、展示利用、城市建设管理的协调等各项事务。

12.2.4 增设慈氏塔保护管理员，形成保护组织网络，明确职能和责任。

12.2.5 管理机构办公地点可设于周边历史建筑内，或利用周边建筑进行改造。

第 12.3 条 管理规章制定

12.3.1 按管理要求编制《慈氏塔保护规划管理条例》。

12.3.2 公布调整后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12.3.3 确定市、区两级人民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领导责任制。

12.3.4 文物所在的城区应宣传文物保护的法规和法令，协助作好文物保护工作，教育居民保护好文物院落。

12.3.5 加强行政管理的力度，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12.3.6 文物部门应加强对居民建设活动的管理，积极宣传文物法，提高居民保护文物的意识。

第 12.4 条 法律管理措施

12.4.1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办法》，尽快使批准后的保护规划列入地方社会发

展的总体计划。全面提高文物保护管理的水平，加强执法力度。

12.4.2 制定详细的奖励和惩罚措施。在管理工作中加强检查和监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严厉打击各种

破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行为。

12.4.3 将批准后的文物保护规划和管理条例公告居民，宣传群众，以使居民产生自发保护地方文物的情感和精神。

第 12.5 条 技术管理措施

12.5.1 保护规划审批后，详细制定各项保护工作的技术设计、实施方案、科研课题计划，并建立论证和审议的制度。

12.5.2 各项保护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应委托专业机构完成，以保证文物遗存的真实性不受到损害。

第 12.6 条 宣传教育措施

12.6.1 通过多种手段和方式宣传教育，普及有关文物保护知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广大群众了解遗产的丰富价值，

增强群众文物的保护意识。

12.6.2 加强对保护区划内相关单位及居民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其理解实施文物保护措施的必要性、严肃性，以取得理解

和支持。

12.6.3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群众监督的作用，保护和鼓励群众参与，把保护工作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与支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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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项目分期实施规划

第 13.1 条 项目分期实施原则

13.1.1 文物保护及安全项目，特别是抢险加固工作安排在近期，以使文物得到有效的保护。

13.1.2 对文物本体安全有重要作用的环境整治项目和有重大意义的展示项目，安排在近中期。

13.1.3 环境保护、整治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持是长期的任务，贯穿整个规划周期，分步实施。

13.1.4 项目实施时序应综合慈氏塔功能使用、居民生活及展示利用项目的综合平衡关系。

13.1.5 各项目的实施应严格遵守管理程序。

第 13.2 条 项目分期实施依据

按照保护规划的分期，将实施目标分为近、中、远三期。

第 13.3 条 保护近期实施目标（2015－2020 年）

13.3.1 保护管理项目

（1）成立慈氏塔文物管理机构，实施保护与展示的统一管理；

（2）完成《湖南省岳阳市慈氏塔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论证、报批和颁布，并使之具有实施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3）制定慈氏塔保护管理细则以及相应的管理办法；

（4）完成文物建筑修缮维护的详细工程计划和设计；

（5）不断完善四有档案，建立慈氏塔保护信息管理系统；

（6）对管理人员进行分批的专业教育和培训。

13.3.2 文物保护维修项目

（1）组织具有甲级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对慈氏塔进行测绘勘查，并制定维修工程方案，逐项开始修缮工程。其中病害严

重的部位应首先修缮。完成近、中期重点文物遗存维护加固设计；

（2）慈氏塔全面保护维修工程，重点是有坍塌危险的部位；

（3）慈氏塔周边建筑及古道路保护维修一期工程；

（4）慈氏塔周边传统道路梳理；

（5）慈氏塔周边给排水、电力电讯等基础设施管网改造一期工程；

（6）拆除慈氏塔周边对文物有不利影响的建筑；

（7）慈氏塔周边广场建造一期工程；

（8）慈氏塔周边植被整理和培育；

（9）完成保护区划界桩工程；

（10）安全监测系统一期工程。

13.3.3 考古研究项目

（1）完成慈氏塔的考古研究详细计划，并获得审批；

（2）对慈氏塔周边遗迹遗存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以确定慈氏塔的遗迹遗存分布范围及历史格局；

（3）配合慈氏塔周边建筑搬迁及道路改造进行考古清理。

13.3.4 环境保护项目

（1）制定慈氏塔环境整治工程方案，并实施部分工程；

（2）保护范围内的建筑搬迁和环境治理一期工程；

（3）保护范围内疏散用地的景观及绿化工程；

（4）保护区划内的建筑改造、更新、整饬和环境治理一期工程；

（5）保护区划内道路的调整和整理，并建立完善的消防通道；

（6）保护区划内的绿化建设和植被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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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 展示利用项目

（1）对慈氏塔完成保护维修后进行展示；

（2）对慈氏塔周边历史建筑及街区完成保护维护后进行展示；

（3）展示区内说明及引导系统一期工程；

（4）展示服务区建设一期建设工程（卫生间、停车场等）。

第 13.4 条 保护中期实施目标（2021－2025 年）

13.4.1 管理项目

（1）完善管理机构及各项管理制度；

（2）积极开展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管理水平。

13.4.2 文物保护维修项目

（1）慈氏塔保护维修二期工程；

（2）慈氏塔周边建筑及古道路保护维修二期工程；

（3）慈氏塔周边给排水、电力电讯等基础设施管网改造二期工程；

（4）慈氏塔周边广场建造二期工程；

（5）慈氏塔周边传统道路改造及维护二期工程；

（6）慈氏塔周边建筑立面的日常维护；

（7）完善慈氏塔周边植被培育；

（8）完成安全监测系统工程。

13.4.3 考古研究项目

（1）更大范围的考古调查；

（2）配合院落道路改造、环境整治和展示的考古调查勘探；

（3）历史研究及考古成果的出版；

（4）考古信息系统建设。

13.4.4 环境保护项目

（1）保护范围内的建筑搬迁和环境治理二期工程；

（2）保护区划内的建筑改造、更新、整饬和环境治理二期工程；

（3）完善保护区划内绿化及景观建设；

（4）完善慈氏塔周边道路的调整和整理；

（5）慈氏塔周边基础设施完善及整体格局调整。

13.4.5 展示利用项目

（1）完善慈氏塔的展陈内容；

（2）完善慈氏塔周边历史建筑及街区的展示；；

（3）完成展示区内说明及引导系统建设；

（4）完成中心服务区的建设（二期），以及服务区服务设施建设，展示格局基本形成。

第 13.5 条 保护远期实施目标（2026－2030 年）

13.5.1 通过文物建筑及遗址的保护维修、考古调查勘探，环境保护，展示利用及土地合理利用、规范化管理等全方位的工

作，更深入的明确的文物空间结构和文化内涵，使得到全面系统的保护；

13.5.2 保护环境景观保护，建筑改造工程，积极引导和规范城市建设和商业活动，形成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土地利用结

构调整，生态环境高度结合的保护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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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保护实施经费

第 14.1 条 保护实施经费构成

14.1.1 文物保护经费：文物本体的修缮、清理、加固；保护性修复；界限与标志标识；文物档案建档；日常管理；文物库

房、监测系统等。

14.1.2 科学研究经费：研究、出版、宣传、培训教育。

14.1.3 陈列展示建设经费：各展示区建设、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必要的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

14.1.4 环境治理经费：少量土地征用、少量的搬迁、道路改扩建费、绿化、水系治理。

第 14.2 条 经费筹集

14.2.1 慈氏塔保护的各项经费以地方财政投入、国家补助、社会集资为主。

14.2.2 地方政府应将各项投入分年度计入地方财政预算。

14.2.3 在展示利用收入中提取一定费用，用于基本设施的维护。

14.2.4 鼓励和支持国内外组织和个人为保护捐款赞助，共同保证保护规划按期实施。

第十五章 附则

第 15.1 条 本规划 终成果由规划文本、规划图纸、规划说明及基础资料汇编四部分组成。其中规划文本与规划图纸

共同使用，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 15.2 条 本规划经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实施。

第 15.3 条 本规划解释权属湖南省文物局。

第 15.4 条 本规划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湖南省岳阳市慈氏塔文物保护规划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 33

附表 1 保护项目投资匡算一览表

分期 项目类别 序号 规划内容 数量 单价
经费估算

（万元）
备注

近

期

保护工程

1 慈氏塔保护维修一期工程 1项 350 万元/项 350

2 慈氏塔周边建筑及古道路保护维修一期工程 1200 ㎡ 1500 元/㎡ 300

3 慈氏塔周边传统道路梳理 1000 ㎡ 1000 元/㎡ 100

4 慈氏塔周边基础设施（水、电）改造及增补一期工程 2项 50万元/项 100

5 拆除对文物有不利影响建筑 1700 ㎡ 2000/㎡ 340

6 慈氏塔周边广场建造一期工程 1000 ㎡ 1500/㎡ 150

7 慈氏塔周边植被整理及培育 2000 ㎡ 500/㎡ 100

8 安全监测系统一期工程 1项 25万元/项 25

9 完成保护区划界桩工程 1项 25万元/项 25

考古与科

学研究

1 考古研究详细计划 1项 20万元/项 20

2 慈氏塔周边考古调查和勘探 5000 ㎡ 50 元/㎡ 25

3 配合慈氏塔周边建筑搬迁及道路改造进行的考古清理 1项 100 万元/项 100

环境整治

工程

1 保护范围内的建筑搬迁和环境治理一期工程 1000 ㎡ 2000 元/㎡ 200

2 保护范围内疏散用地的景观及绿化工程 500 ㎡ 1000 元/㎡ 50

3
保护区划内建筑改造、更新、整整饬和环境治理一期工

程
6000 ㎡ 1000 元/㎡ 600

4 保护区划内道路的调整和整理一期工程 500m 2000 元/m 100

5 保护区划内的绿化建设和植被培育 3000 ㎡ 500 元/㎡ 150

展示利用

工程

1 慈氏塔展示的相关工程 1项 100 万元/项 100

2 慈氏塔周边历史建筑及街区展示的相关工程 1项 100 万元/项 100

3 展示区内说明及引导系统一期工程 1项 50万元/项 50

4 展示服务区建设一期建设工程 1项 50万元/项 50

其他 1 勘察设计及不可预见 按总经费 10% 300

近期经费估算总额 - 3335

中

远

期

保护工程

1 慈氏塔保护维修二期工程 1项 300 万元/项 300

2 慈氏塔周边建筑及古道路保护维修一期工程 800 ㎡ 1500 元/㎡ 120

3 慈氏塔周边基础设施（水、电）改造及增补二期工程 2项 50万元/项 100

4 慈氏塔周边广场建造二期工程 500 ㎡ 1500/㎡ 75

5 慈氏塔周边传统道路改造及维护二期工程 500 ㎡ 1000 元/㎡ 50

6 完善慈氏塔周边植被培育 1000 ㎡ 500/㎡ 50

7 完成安全监测系统工程 1项 25万元/项 25

考古与科

学研究

1 更大范围的考古调查 5000 ㎡ 50 元/㎡ 25

2 配合院落道路改造、环境整治和展示的考古调查勘探 1项 100 万元/项 100

3 历史研究及考古成果的出版 1项 50万元/项 50

4 考古信息系统建设 1项 50万元/项 50

环境整治

工程

1 保护范围内的建筑搬迁和环境治理二期工程 500 ㎡ 2000 元/㎡ 100

2 保护区划内建筑改造、更新、整饬和环境治理二期工程 6000 ㎡ 500 元/㎡ 300

3 完善保护区划内绿化及景观建设 2000 ㎡ 500 元/㎡ 100

4 完善慈氏塔周边道路的调整和整理 500m 2000 元/m 100

5 慈氏塔周边基础设施完善 1项 50万元/项 50

展示利用

工程

1 完善慈氏塔展陈内容 4200 ㎡ 200 元/㎡ 84

2 完善慈氏塔周边历史建筑及街区展示的相关工程 1项 100 万元/项 100

3 完成展示区内说明及引导系统建设 1项 100 万元/项 100

4 完成中心服务区的建设（二期） 1项 50万元/项 50

其他 1 勘察设计及不可预见 按总经费 10% 195

中远期经费估算总额 - 2124

总计 - 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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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保护规划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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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保护规划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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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区域概况

1.1 地理位置

（1）岳阳市位于湖南东北部，素称“湘北门户”。地处北纬 28°25′33″~29°51′00″，东经 112°18′31″~114°09′

06″之间。东邻江西省铜鼓、修水县和湖北省通城县；南抵湖南省浏阳市、长沙市、望城县；西接湖南省沅江县、南县；北界

湖北省赤壁、洪湖、监利、石首市。岳阳市地处长江与洞庭湖交汇处，京广铁路纵贯市区，其东的 107 国道和京珠高速公路和

武广高铁连通南北。市东西横跨 177.84 公里，南北纵长 157.87 公里。土地总面积 15087 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 7.05%。城

市规划区面积 845 平方公里，其中市区建成区面积 78 平方公里。

（2）慈氏塔位于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南路塔前街宝塔巷，此地为岳阳旧城区所属的居民住宅和商贸仓储区，东南距岳阳老

火车站约 400 米，南为红船厂，距南津港约 2000 米，西濒洞庭湖，北靠天岳山和鱼巷子，距岳阳楼约 1500 米。

（3）慈氏塔现周围为羊叉街居委会居民住宅，东面 15 米处与洞庭南路为临，西面坡下是沿湖铁路，南面为市港务局，北

面 40 米的搬运子弟学校，因搬运公司破产而被拆除，宝塔巷紧依北侧自东而西下通湖边。慈氏塔紧傍城区交通干道，区位条件

十分优越。

1.2 气候条件

1.2.1 特征

岳阳市处在东亚季风气候区中，气候带上具有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性质，属湿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其主要特征：严

寒期短，无霜期长；春温多变，秋寒偏早；雨季明显，夏秋多旱；四季分明，季节性强；“湖陆风”盛行，“洞庭秋月”朗；

湖区气候均一，山地气候差异大；生长季中光热水充足，农业气候条件较好。

1.2.2 气温

境内年均气温 16.4℃～17℃。南部的平江、汩罗、湘阴县及屈原管理区为 16.8℃～16.9℃，北部的临湘、岳阳、华容县及

君山区为 16.4℃～16.8℃，岳阳市区受洞庭湖水体和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年均气温偏高，为 17℃。境内极端 高气温为

39.3℃～40.4℃，极端 低气温为-11.8℃～-18.1℃。年均气温日温差为 6.6℃～7.4℃，山岳区 7.5℃～9.1℃。气温日温差在年内

以 9～11 月为大。

1.2.3 风

（1）风向：全年主导风向，市区、临湘市为东北偏北风，华容、汩罗市为北风，湘阴县为西北偏北风，平江县为西风。另

外，平江、临湘、汩罗市的静风频率比其他方位风的频率大。主导风向随季节的变化。华容、湘阴、汩罗市 6～7 月南风，其他

月份偏北风；市区 7 月偏南风，其他月份偏北风；临湘市 6～8 月偏南风，其他月份偏北风；平江县 7 月南风，其他月份西风。

市区地处洞庭湖东岸，由于水面与陆地受热不一，使晴好天气条件下，风向有明显的日变化：白天（主要是 9～18 时）风从湖

面吹向陆地，形成“湖风”。夜间风从陆地吹向湖面，形成“陆风”。这种“湖陆风”现象在市区表现为白天偏西风，夜间偏

东风。“湖陆风”日数，年均 165 天，发生频率达 45%； 多年份 198 天，频率达 54%； 少年份 140 天，频率 38%。

（2）风速：年均风速湖区大，山区小。岳阳市区、华容、湘阴县为每秒 2.8～2.9 米，临湘、汩罗市 2.3～2.4 米，平江县

1.4 米。平均风速各县（市）都以 7 月 大，市区、华容、湘阴县为每秒 3.2～3.4 米；3、4 月次之，市区、华容、湘阴县为每

秒 3～3.2 米；6 月 小，市区、华容、湘阴县为每秒 2.5～2.7 米。

1.2.4 日照

境内年日照时数 1662.1～1764.1 小时，呈北部比南部多、西部比东部多的分布格局。 多年日照时数，市区 l959 年 2064.9

小时； 少年日照时数，市区 1982 年 1370.8 小时。年日照时数有随年代减少的趋势。年内以 7 月、8 月的日照时数 多，月值

各县均在 226.6 小时以上；2 月 少，分别为 70.4～83.9 小时。 多的月日照时数出现在 1971 年 7 月，市区 349.3 小时。

1.2.5 降水

（1）降水量：

年、月降水量：境内年降水量为 1211.3～1463.9 毫米，呈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格局。年降水量的 多值，市区 1954 年

2336.5 毫米； 少的年降水量，市区 1968 年 787.4 毫米。年内以 12 月降水量 少，为 32.7～44.4 毫米；降水量 多的月份，

市区是 6 月，为 216.96 毫米。有记录后，月降水量的 多值，1954 年 6 月市区 858.9 毫米。

（2）降水强度：

境内 10 分钟 大降水量的多年平均值为 15.9～17.7 毫米，湘阴县 1985 年的 35 毫米系 10 分钟 大降水量之 。另外，l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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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3.2 毫米是市区多年来 10 分钟降水量的 大值。

1 小时 大降水量的多年平均值为 40.4～48.7 毫米，湘阴县 1985 年 121.9 毫米，是 1 小时降水量之 。l985 年 63 毫米，是

市区有记录以后 1 小时降水量的 大值。

24 小时 大降水量的多年平均值为 92.2~127.3 毫米，临湘市 1967 年 5 月 29 日 2891.3 毫米是有气象记录 24 小时降水量之

。市区 l954 年 6 月 16 日 256.4 毫米是有记录以后的 24 小时降水量的 大值。

1.2.6 蒸发量

境内年蒸发总量，用 20 厘米口径的蒸发皿测定，为 1190.3～1487.5 毫米，市区、临湘、湘阴县为 1417.5～1487.5 毫米。

大的年蒸发量：1963 年湘阴县为 1949.4 毫米、市区 174706 毫米。 小的年蒸发量，市区 1954 年 1101.1 毫米。年内 4～10 月

各月蒸发量在 100 毫米以上，又以 7 月、8 月为大，除华容县外，大都在 200 毫米以上。1 月、2 月份蒸发量小，除临湘，市区

外，均在 50 毫米以下。 大的月蒸发量，市区 1988 年 7 月 344.7 毫米。 小的月蒸发量，市区 1954 年 1 月 23.1 毫米。

1.2.7 湿度

境内空气比较潮湿，年均相对湿度除市区为 78%外，均在 80～82%，又以平江县为大。 潮湿年份的年均相对湿度为 83%～

85%， 干燥年份的年均相对湿度为 75%～79%。年内相对湿度较大的月份是 2～6 月或 3～6 月，而 7～8 月、11 月，次年 1 月

相对湿度较小。阴雨天和雾天相对湿度大，晴朗天气相对湿度小。月均相对湿度的 大值，市区 1980 年 3 月为 91%。 小相对

湿度，市区 1958 年 12 月 10 日 12%。

1.3 地质地貌

1.3.1 特征

城区地势东高西低，呈阶梯状向洞庭湖倾斜。城区内为低丘岗地，多坡度和缓的浑圆形、馒头形山头，城东接逐渐升高的

湘东丘陵山地。城区丘岗在长期流水侵蚀和物化作用下，形成较厚的风化壳，板页岩、砂页岩发育。城区多以疏松、通透性极

好，有机质积累高的菜园土为主，植被繁茂，呈现亚热带阔叶林景观。

1.3.2 地质

岳阳市地质环境复杂，在整个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由于大地构造性质的几经变化，海陆不断更替，海侵海退频繁，出现了

不同地址时代。从元古代早期至今，经历了武陵——雪峰运动、加里东运动、燕山运动、喜马拉雅山运动，以及伴随着的地壳

升降、海陆变迁、岩浆活动、断裂活动和漫长的地史时期中气候的演变，形成了不同时代的各种地层、侵入岩，不同的构造体

系及其各种矿床，并形成了现代的地貌形态。

1.3.3 地貌

境内的现代地貌，是在漫长的地质时期经过多次地壳运动和长期侵蚀堆积而成的。由于地质构造和岩性组合复杂，以及气

候的深刻影响，从而发育、演变成了多种多样的地貌。

境内地貌组合复杂，拥有山地、丘陵、岗地、平原、水面五种地貌，丘陵与平原是构成地貌的主体。地势东高西低，呈阶

梯状向洞庭湖盆倾斜。东部是南北延伸的山岳地带，中部是波状起伏的丘陵与浑圆隆起的岗地，西部是坦荡连片的平原。根据

地貌类型组合的地域差异，可分为东部山丘区、中部丘岗区、西部平原区。

1.4 水文

1.4.1 特征

境内水系发达，河湖密布，雨量充沛，过境水量大，水资源极为丰富。境内水文特征分两种情况，一是山丘区水文特征，

一是洞庭湖区水文特征。山丘区水文特征，具有地区性特征，即南方山溪性中小河流具有的径流量较大、洪峰主要集中在雨季

（3 月下旬～7 月上旬），洪水水位陡涨陡落，滞洪过程持续时间较短，一般为 1～2 天，且与境内的暴雨过程有对应关系。洞

庭湖具有较为复杂的地区性水文特征。从静态方面看，洞庭湖的洪水过程单独式组合而成，汛期较长，从每年 4 月持续至 10 月，

而高洪水位过程出现时间较为集中，一般在长江和湘、资、浣、澧四水遭遇机率 大的 7～8 月。

1.4.2 水资源

（1）地表水：岳阳多年平均降雨量 1373 毫米，多年平均径流深 634 毫米，年径流总量 95.21 亿立方米，多年平均降雨量

为全国多年平均数的 2.25 倍，为世界多年平均数的 1.66 倍。在降雨总量中，有 54%的水量消耗于植物的蒸腾，为土壤和地表水

所蒸发和土壤入渗；6%的降水形成地表径流。

（2）过境水：长江干流、洞庭湖水系过境水量以城陵矶下游的长江干流，螺山为控制站，多年平均过境水量 6477 亿立方

米，其中客水 6381.79 亿立方米；洞庭湖出口水量以七里山为控制站，多年平均径流总量为 3035 亿立方米，其中客水 293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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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立方米。全市过境水量为本境水量的 55 倍，以人口计，人均约 13 立方米；以耕地计，亩均 14 万立方米，利用程度极低。

因主要分布在湖区，且常以洪水形式出现，容易形成水害，从而决定了湖区防洪排涝和防汛救灾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

性。

（3）地下水：据勘测，地下补给水量年均 20.06 亿立方米，为地表水资源的 21%。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平原及山丘区岗地的

溪流河畔。平江县福寿山、华容县南山等地有矿泉水出露，临湘市石田到丘坪坳一带和岳阳县公田等有温泉出露。

1.5 土壤

1.5.1 土壤分类

土壤分类第二次土壤普查将境内土壤按全国和湖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分类方案，划为土类、亚类、土属、土种、

变种五级。土类有水稻土、菜园土、潮土、红壤、山地黄壤、黄棕壤、山地草甸土、紫色土 8 个，其中水稻土、菜园土均为农

业土壤，潮土、红壤、山地黄壤、黄棕壤、紫色土部分为农业土壤，部分为自然土壤，山地草甸土全部是自然土壤。

1.5.2 土壤分布

受成土因素影响，自然土壤自东向西水平分布为：以药姑山、幕阜山、连云山为主体的中山区，以山地黄壤、山地黄棕壤

为主的土区，中山区附近的低山、丘陵以黄红壤、山地黄壤为主，京广铁路两恻、华容县桃花山及环湖岗地之区，以红壤、河

潮土为主，西部平坦湖区为湖潮土地带，水稻土自东向西逐渐增加，主要集中西部平原和中部低丘、岗地，耕型湖潮土、紫潮

土、河潮土、第四纪红土红壤等旱土，王要分布在西部平原以及中低丘岗地，菜园土集中于城市郊区周围。

1.6 灾害

1.6.1 水灾

境内水灾清朝主要为山洪，滨湖地区严重；近现代主要为长江流域水位上涨导致的暴雨洪灾。

1.6.2 旱灾

境内旱灾较为严重，清乾隆十一年（1746）至建国前，各类旱灾共计二十余次；建国后至 1997 年，各类旱灾共计三十余次。

1.6.3 风灾

境内风灾较为频发，清乾隆二十二年（1817）至建国前，各类风灾共计二十余次；建国后至 1997 年，八级（含）以上大风

灾害共计三十余次。

1.6.4 冰冻、冰雹

冰冻：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至建国前，冰冻影响主要为动植物及人畜冻死现象，共计发生十余次；建国后至 1991 年，

冰冻影响主要为对市政设施及交通影响，共计发生十余次。冰雹：清同治三年年（1864）至建国前，共计发生十余次；建国后

至 1999 年，共计发生二十余次。

1.6.5 雪灾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至建国前，暴雪影响主要为动植物冻死现象，共计发生十余次；建国后至 1998 年，暴雪影响主要

对建筑及市政设施破坏现象，共计发生十余次。

1.6.6 地震

境内有地震发生，但地震级数也较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至建国前，共计发生二十余次；建国后至 1994 年，地震发

生 高级别为 3.7 级，共计发生二十余次。

1.6.7 病虫灾害

清乾隆十八年（1753）至建国前，主要为虫灾、鼠疫，共计发生十余次；建国后至 1999 年，主要为鼠害及各类病虫害，病

虫害类型较建国前类型更多，共计发生三十余次。

1.7 社会环境

1.7.1 区位条件

慈氏塔地处岳阳市岳阳楼区，即岳阳市中心城区。商周时期，境北城陵矶附近的云溪区铜赫山筑有“大彭城”，东汉时，

在今岳阳市一中、3517 工厂一带设有巴丘邸阁城；东汉末年，称巴丘城。西晋太康元年（280），改称巴陵城。隋开皇九年（589），

改称岳州城，民国 2 年 9 月，改称岳阳城，城区设城厢镇，正式作为地方行政建置。1913～1983 年，城区行政区划先后 8 次变

动，其中 1958～1983 年先后 5 次变动，或为城厢镇，或为人民公社，或为城关镇，或为岳阳市(县级)，1984 年，原县级市升为

省辖市时，改设南巴、郊区。1996 年 4 月，自南区、郊区合并成立岳阳楼区。该区系岳阳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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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十分发达，岳阳楼、慈氏塔、慈氏塔、鲁肃墓、小乔墓等名胜古迹，亦皆集中于此，位置险要，乃历代兵家争夺之地。清末

《湖南乡土地理参考书》之《岳州府总记》载：“府治滨湖东岸，扼全省门户，水师总兵驻焉。城东南五里金鹗山，地势甚高，

俯瞰城中，纤悉毕见，城北七里山，历代屯兵之所，与金鹗山相倚角，皆防守重地；自府城东北为城陵矶，扼全湖目之口，会

大江之水，尤为要地；夏时盛涨，深约三丈余，面阔约七八里，冬时水落，深约一丈五尺，面阔不过二里。”

岳阳被视作湖南的“龙头城市”。岳阳是湖南省惟一位于黄金水道——长江边的城市。1992 年 早被确定为长江沿岸首批

对外开放城市这一点之后，岳阳此后依然保持良好的吸引力，曾在福布斯全国 适宜发展物流的城市排行榜中列第 14 位；被国

家商务部评为“十一五”期间跨国公司 佳投资城市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岳阳代表湖南占据长江 163 公里岸线，

拥有洞庭湖 60%以上的水域面积，城陵矶港是国家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岳阳市区纵向有京广铁路、107 国道、京珠高速公路

和建成的武广高速铁路四大动脉平行穿越；横向有长江黄金水道、洞庭湖大桥等相互贯通。

1.7.2 人口民族

早在原始社会，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汉代以前，无具体人口数据，但总的趋势是以及其缓慢的速度增长。南朝刘宋时

期（420-479），巴陵郡共有 25316 人，至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岳州府发展到 242 万人。因战争、疾病和自然灾害的影响，

至民国 36 年，人口降至 186.9 万人。建国后，境内人口由 1949 年的 226.68 万人发展到 1999 年的 519.22 万人。增长率 129.05%。

境内人口由汉族、回族、苗族、满族、侗族五个民族构成。其中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9.9%；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0.01%。

1.7.3 社会经济

2012 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两千亿大关，达到 2199.92 亿元，同比增长 12.2%，经济总量继续稳居全省第二，继省会长沙后

湖南省第二个突破两千亿元大关的城市。

2012 年，在国内外经济增速普遍下滑的严峻形势下，岳阳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各项“稳增长、促和谐”政

策措施，加快“四化两型”和“五市一极”建设，扎实推进“四三六”工程，全市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显强”的良好发

展态势。

第二章 历史沿革及相关文物古迹

2.1 历史沿革

2.1.1 岳阳市历史沿革

岳阳古称巴陵，又名岳州和纯州。先秦时为荆楚之域、三苗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地。据《汉书·地理志》长沙国“罗”

县下应劭注：“楚文王徙罗子自枝江居此”，罗国遗民从此开始在汨罗江畔修筑罗城。楚昭王元年（前 515 年），王孙在巴陵

筑东西麋城。秦并六国以后，岳阳大部分属长沙郡，汉高祖六年（前 206 年），境内洞庭湖以东地区分属长沙国的下隽县和罗

县，西北部则属武陵郡。东汉建安十五年（210 年）孙权建汉昌郡，建安十九年（214 年）东吴将领鲁肃领兵镇守巴丘，依山傍

水建巴丘邸阁城，从此与刘备抗衡。晋太康元年（280 年）始建巴陵县，晋元康元年（291 年）置建昌郡。自此，巴陵古城便成

为历代府、州、郡、县治所在地。南朝宋元嘉十六年（439 年）置巴陵郡，梁大通二年（529 年）建岳阳郡，与巴陵郡同属罗州。

隋开皇九年（589 年）废巴陵郡为巴州，旋年改巴州为岳州。唐武德四年（621 年）又改岳州为巴州，六年复为岳州，唐太宗贞

观六年（627 年）隶江南道。宋为岳州巴陵郡，至道年间隶荆湖北路。元至元十四年（1277 年）置岳州路总管府，属湖广行中

书省江南北道。明洪武二年（1369 年）建岳州府，属湖广承宣布政使司，清袭明制。民国二年（1913 年）废府，改巴陵县为岳

阳县。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属长沙专区，1952 年改属湘潭专区。1960 年成立岳阳市，属县级市，不久又撤销。1964

年将原湘潭专署所属的岳阳、平江、湘阴和益阳专署的华容析出设立岳阳专署。1975 年恢复岳阳市建制，属岳阳地区管辖，1983

年岳阳市升为省辖市，1986 年地市合并，实行市管县。

2.1.2 慈氏塔历史沿革

慈氏塔始建年代有两说：一是明隆庆《岳州府志》载：“晋沙门妙吉祥造”，又清光绪《巴陵县志·祠庙》记：“慈氏寺，

《一统志》在县西南，有塔，晋创。”即始建于晋；二是清同治《巴陵县志》载：“唐开元间有西域沙门妙吉祥来此，谓父老

云，西方白龙之孽，今迁于此，久则为患，宜建塔镇之。后数苦水，士人思其言，遂置塔，”按此说法塔即始建于唐。北宋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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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明的《岳阳风土记》载：“慈氏塔，日出之初，影射重湖，镇洞庭水孽。”足见前代所修之塔，在北宋范致明出仕岳阳时依

然存在。

据 2011 年对慈氏塔进行实测时的 新调查研究发现，慈氏塔多处细部做法均体现了北宋时期的砖石塔特点，同时在慈氏塔

铸铁塔刹宝盖上还发现了模铸的“大宋治平三年”的铭文款识，确切说明了现存慈氏塔为北宋治平三年(1066 年)重建，距今已

有 949 年历史。

书《外传·古迹》载：“慈氏塔，淳祐壬寅（1242）孟珙复修。”可知在南宋淳祐二年（1242 年）安抚制置使孟珙曾对慈

氏塔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

明隆庆《岳州府志·职方考》载：“塔在县南巡视府后，高七级，弘治（1488～1505）知府张举毁寺，塔存焉。”。

清光绪《巴陵县志》记：“塔，康熙三十五年（1696）知县孙澍重修。”，据杨慎初、喻维国等专家考证研究，清康熙三

十五年，对慈氏塔只是进行了维修。

文献记载中对慈氏塔 后一次维修是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

此后 200 多年，史书上没有发现有关对慈氏塔进行维修的记载。

1956 年 7 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慈氏塔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5 年 8 月 10 日，塔顶铁链被雷击断一根。

1966 年 8 月，受当时“破‘四旧’”影响，城北基建队少数人移动塔顶铁刹相轮，取走槽内铜钱，截断两根铁链，龛内佛

像多被取走，并将塔第一级西面凿洞，慈氏塔受到一定程度破坏。

1972 年 9 月 2 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重新公布慈氏塔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73 年 7 月，岳阳县人民政府对被凿掘的洞穴进行了修复与复原，维修后的慈氏塔基本恢复原貌。

1983 年 10 月 10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第三次公布慈氏塔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2 相关文物古迹

岳阳为江南 早的古城之一，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著称于世。境内有岳阳楼、君山岛、屈子祠、张谷英古建筑

群等风景名胜 193 处，有平江起义旧址、任弼时纪念馆等革命文物纪念地 22 处。岳阳楼新景区于 2008 年 5 月建成对外开放，

新增了古城门、古城墙、五朝楼观、汴河街等 33 个景区，尽显古城风貌、衬托楼湖风光、再现巴陵胜状。屈原投江殉国的汨罗

江被誉为“蓝墨水的上游”，是龙舟文化的发源地。以爱情文化为主题的君山岛名扬中外，被誉为“东方伊甸园”。张谷英村

集中国传统文化、平民意识、建筑艺术、审美情趣于一体，堪称“天下第一村”。岳阳还被评为中国楹联文化城市、中华诗词

之市、中国魅力城市。正在大力实施“热游岳阳”工程，初步形成了以“楼、岛、湖”为特色的湘楚文化游、生态观光游、民

俗风情游、休闲渡假游、温泉康体游、名人故里游、神秘探险游、宗教朝圣游 8条黄金旅游线路。

第三章 保护对象阐述及评价

3.1 保护要素概况

3.1.1 文物总况

慈氏塔塔身高为 35.73 米，占地面积 60 平方米，七级八方实心，为仿木结构的楼阁式砖塔。慈氏塔在创修之时应为礼佛的

佛塔，但在修成之后，因塔高超过 30 米，并且其所处位置在岳阳市旧城区西南且紧靠洞庭湖，成为来往洞庭湖的舟楫和渔民的

航标。同时，后世人们又将镇洞庭孽龙水患，确保航行船只和人员安全的功用附加在慈氏塔上，因此慈氏塔又兼具压胜和风水

塔的功能。与大多数古塔一样，慈氏塔由塔基、塔身和塔顶三部分组成。

3.1.2 文物对象

（1）塔基

慈氏塔的塔基由下层的麻石基座和上层砖座构成。麻石塔基地下部分结构和规格不明，地上麻石基座由四层规格为 33×33

×120cm 的大麻石条砌筑，座高 1.22 米、面宽 3.64 米，台基石普遍有松动走闪，局部断裂、下沉现象，其面层台基石结合处

有明显的燕尾榫卯痕迹，但燕尾榫卯现已无存，仅见燕尾榫眼。在石座上为青片砖砌筑的台基，砖台基由两层构成，共高 2.1

米，第一层高 0.8 米，面宽 3.1 米，第二层高 1.3 米，面宽 2.9 米。砖基座外壳大部分已风化，青砖残缺破损严重，致使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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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线模糊不清，台基与塔身相接处明显内凹，应为因年久失修和自然或人为破坏以及石缝中草木的滋生、雨水侵蚀所致。

（2）塔身

慈氏塔是用青片砖和黄砂泥浆嵌缝砌筑而成，从现状看慈氏塔保存状况依然较好，且其主体坚固。慈氏塔塔身共七层，塔

身底层较高，以上各层次第降低，同时面宽也层层内收，形成柔和的收分，高拔挺秀，表现出朴素浑厚的风格。塔的第一层连

同两层塔基至塔檐顶部高 8.98 米，在塔一层的正东、西、南、北各设一门，门宽 1.6、高 2.35 米，门顶的砌砖叠涩逐层内收，

作壶门牙子，上横置一条厚而长的石头门楣。但门已封闭，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封门的砌砖都是齐头的，从门上有楣和砖砌的

情况来看，塔门显然是后来封闭，原来应是可以经门进入塔内的，清同治《巴陵县志》说：“此塔在南省 为古物，实土新成。”

因此，封闭慈氏塔塔门的时间当是清同治（1862～1874）以前的事。至于塔内是否有塔心室，因塔门封闭未作进一步探查，因

此情况不明。

从第二层起，每层东西南北四面均设有小佛龛，每个龛内原供有 1尊佛像，共 24 尊，现仅保存三尊，其余二十一尊佛像已

无存。第二层平座座顶凸出塔身约 30 厘米。在塔身的转角处，砌有四方形倚柱，柱宽 20 厘米。塔檐下无斗拱，用层砖叠涩向

外挑出，砌砖共六层，第一层平砌，第二层在经过后来补修时粉刷的白色石灰下，露出仰莲花装饰。其作法是在挑出的砖头上，

贴以瓦片，再用砂浆堆塑，线条柔和优美，可惜大部分已残毁不全。第三、四、五层也都是采用平砌，第六层则用平排的条石

构成，在层砖和条石下，都嵌有长约 20 厘米、宽约 2厘米的末端上翘铁片，以达到加固的目的。檐上部分由八层青砖平砌而成，

从下往上各层依次收进，直到 上一层塔身为止。每层八角戗脊吻用麻石素面雕琢，尾部向上翘起。其他各层的作法，均与第

二层相同，只在第七层的平座上，设有栏杆和望柱。各层高翘的檐角上皆挂有小风铃，风吹铃响，清脆悦耳。第二层至第七层

各层的层高分别为 4.24、3.68、3.36、3.29、3.24、3.2 米。

（3）塔顶

塔顶作八角攒尖式，顶上立铁刹，由覆钵、相轮、宝盖、圆光等构件组成，高 4.61 米。刹尖向八方各有垂链一根，从塔顶

直贯塔基，起稳固和避雷作用。文革期间，塔顶遭到严重破坏，塔顶铁刹、相轮被移动，槽内铜钱被拿走，塔顶 8 根铁链被截

断 6 根，仅西北向保留 2 根，致使塔刹受力不均，向西北方向倾斜。相轮、宝盖、圆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人为和自然破坏，已

失去平衡。

塔砖的颜色有青灰色和灰中泛褐黄色两种，质地坚硬细腻，火候较高，规格有四种。胶结材料采用的是黄砂泥浆，后来修

补的地方则是用的石灰砌缝，二者区别十分明显。

3.1.3 历史建筑

慈氏塔地处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内，本次规划范围内现存七栋历史建筑，包括六座二层民居和一座教堂，与慈氏塔共同

形成了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格局。

3.2 遗产的价值与意义

3.2.1 历史价值

（1）慈氏塔是北宋时期传世于今的佛塔。虽经元明清各代多次维修，但主体建筑尚存宋代风格。该塔内部是实心的，不能

登临眺览，也是楼阁式塔中很少见的例子。慈氏塔是湖南省内年代 早保存 好的古塔建筑之一，而且是研究湖南地区佛教文

化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2）慈氏塔为楼阁式砖石塔，下部塔基由四层麻石铺砌，以上全用青砖砌筑。慈氏塔的楼阁式塔身、塔檐上的仰莲装饰、

塔身转角倚柱、阑额之上的普柏枋、第七层仿木结构望柱回栏和攒尖式塔顶等，其仿木结构的建筑特点十分明显，具有早期木

塔向晚期石塔转变的过渡期特点，是我国南方地区保存下来的从早期木塔向石塔转变和发展的实物见证，是研究我国古塔发展

和演变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3）慈氏塔是一座佛塔。塔名慈氏，意源佛语，因为塔上神龛内供奉的都是弥勒佛。弥勒乃梵文“梅怛丽耶”的谐音简译，

意译则为“慈氏”，这是他的姓，名字叫阿逸多。弥勒佛石像精雕细琢，青瓦堆塑的莲花图案线条优美柔和，佛龛壶门的形制，

均显示出佛教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体现出佛教文化的思想精华。

（4）慈氏塔位于城西的洞庭湖岸南端，与位于湖岸北端的岳阳楼遥遥相对，形成了古代岳阳的对景景观。慈氏塔建成之后，

还成为了岳阳重要的地标性建筑，同时作为来往洞庭湖的舟楫的航标。慈氏塔不仅是岳阳地区与洞庭湖相生相依的重要人文形

胜，也是反映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历史见证。

3.2.2 艺术价值

（1）慈氏塔的建筑艺术集中表现在青砖叠涩内收的砌法、望柱回栏的仿木建构、佛龛修建技法、弥勒佛像的雕刻技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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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莲花图案，或是精美佛像，融湖南楼阁、塔寺、祠堂、庙宇等建筑特点于一身，其风格与技法都具有湖南浓郁的地方传

统建筑特色。

（2）慈氏塔历代以宗教形式保存下来，但自范致明《岳阳风土记》称：“慈氏塔，日出之初，影射重湖，镇洞庭水孽”以

来，本为佛塔的慈氏塔有了道教的意蕴，说明自北宋末年开始，慈氏塔就有了风水塔的内涵。无论佛道，慈氏塔兼收并蓄，在

宗教氛围上世俗文化更为明显。慈氏塔蕴含建筑、文化、宗教的艺术价值尤为显著。

3.2.3 科学价值

（1）慈氏塔塔尖向八方各置垂链一根，自塔顶直贯塔基，起稳固与避雷作用。塔身共七层，塔身底层较高，以上各层次第

降低，同时面宽也层层内收，形成柔和的收分，不仅达到视觉美观，同时形成稳定的结构形式。台基石用燕尾榫卯相接，十分

牢固。慈氏塔反映了中国传统高超的建筑工程技术水平，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2）慈氏塔的结构、材料和构造工艺记录了从宋至清代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地方砖石结构建筑技术水平，见证了不同历史时

期建筑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是研究我国湖湘地区古代建筑演变的重要实物例证。

3.2.4 社会价值

（1）慈氏塔地处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内，西临洞庭湖，北邻古城墙，北同洞庭湖畔的岳阳楼相望，地理位置优越。赋予

了该地区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的丰富内涵，是该地区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展示景点。

（2）岳阳市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慈氏塔是历史文化名城文物古迹的重的组成部分，发挥其展示宣教作用对岳阳城市文

化建设及居民精神生活都有积极的作用。

第四章 文物保护现状评估

随着区域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文化遗存的保护受到极大的挑战和威胁。像慈氏塔这样以地表建构筑物为主体的文

化遗址，更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难题。慈氏塔位于城市中心区，有大部分居民生活在周边，由于过去人们保护意识淡薄，维护技

术落后和文物的不合理利用使得文物破坏较为严重，而且随着城市建设的需要使得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

4.1 本体现状面临问题

4.1.1 自然力影响

（1）由于遭受风吹、日晒和雨淋，风化是危害慈氏塔各部分的主要因素。塔身白灰抹面几乎全部脱落。塔体青砖、檐口石、

塔基石风化、破损、脱落严重，大量碎砖石坠落地面，造成安全隐患。

（2）受冬季冻雨和昼夜温差大的影响，造成砖石构件松动、滑动错位现象。自然灾害对文物建筑结构有一定威胁。

（3）南方地区多雨，雨水侵蚀造成塔刹铁件和铁链锈蚀、开裂。后人维修增加的锚固铁件锈蚀后对塔体造成污染。

（4）砖、石缝中杂草、杂树滋生，植物根茎生长加速了砖石砌体结构的破坏。

4.1.2 人为活动的影响

（1）塔顶和塔身现可见早期战争年代所至的弹孔、裂痕等残损现象。

（2）早期偷盗现象严重，佛像、铁铃、铁链等构件多数已经丢失。

（3）早期修缮不当对文物也有一定影响，局部可见用水泥封堵破损洞口和维修时嵌入砖缝的锚固铁件锈蚀造成污染现象。

（4）年久失修、缺乏维护是慈氏塔残损的主要因素。由于常年有砖石碎裂和掉落现象，出于安全因素考虑，塔四周搭建有

临时铁架和防护网，由于铁架直接固定于塔身之上，铁架的的安装和锈蚀对文物本体造成不利影响，且严重影响文物景观。

（5）慈氏塔四周密集添建了诸多低矮房屋，距塔 近的西侧建筑外墙至塔基不足半米距离，距塔 远的南侧建筑外墙至台

基不足三米距离，且四周房屋杂乱破败。对慈氏塔的文物安全和后期维修都造成了严重影响。

（6）周边居民的生活也对慈氏塔造成了一定影响，慈氏塔塔基之上及周边随处可见杂物、垃圾等堆积现象。

（7）塔四周地面已全部改为水泥地面。

4.1.3 主要面临问题

根据文物建筑和遗存的现状病害情况对文物本体进行残损程度评估。分为保存较好、一般、较差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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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塔顶各层构件保存较为完整，保留早期战争所至的多处弹孔，但较少受到后期人为干扰，局部有破损，部分构件缺失，

整体保存状态较好。

（2）塔身局部开裂，砖石构件风化、破损、脱落现象严重，白灰抹面几乎全部脱落，角铁和塔铃等铁质构件以及佛像多数

缺失，多处后人维修保留的水泥封堵、红砖剔补、铁件锚固等现象，保存状态一般。

（3）塔基外圈大部分青砖破损、边线模糊，台基石普遍松动走闪、局部断裂下沉，连接处燕尾榫卯均已无存，杂物垃圾堆

放现象严重，临时搭建铁架保护棚直接固定于台基石上，对塔基造成破坏，保存状态较差。

（4）文物整体受自然力和人为活动两方面影响，针对文物建筑受到的自然力影响，需尽快得到修缮，消除病害和隐患；针

对文物建筑受到的人为活动影响，应首先妥善解决各项问题，后续加强制度管理。

（5）慈氏塔整体历史格局现基本无存，周边受到民房建筑挤压严重，应尽快通过各项规划的协调，拆除对文物及环境有影

响的建构筑物，并及时清理建筑垃圾，恢复塔周空间格局和原始铺装。

（6）慈氏塔周边现无独立消防通道。

4.2 环境现状面临问题

4.2.1 城市建设评估

（1）慈氏塔位于岳阳洞庭湖南路历史街区核心地带，周边为城市密集区。综合考虑周边建筑与历史环境的协调性，将周边

建筑风貌分为三类进行评估。

与慈氏塔环境协调，且高度对文物景观视线无遮挡的建筑，列为协调建筑；

与慈氏塔环境基本协调，且对文物景观视线遮挡较弱的建筑，列为一般协调建筑；

对慈氏塔本体有不利影响，或与文物环境不协调，或严重遮挡文物景观视线的建筑，均列为不协调建筑。

（2）慈氏塔周围现为三类居住用地，全部为 1-2 层红砖居住建筑，距离慈氏塔距离约 0.5-3 米，对文物安全及其景观环境

均有不利影响，建筑与文物不协调。

（3）上慈氏巷南侧、洞庭南路西侧和长郡巷北侧现为三类居住用地，全部为 1-2 层红砖居住建筑，基本与文物协调。但多

处建筑外侧有临建和贴建，且建筑风貌较差，这些临建和贴建建筑与文物不协调。

（4）马家湾街北侧现为三类就居住用地，是岳阳市港务局宿舍区，主要为 3-6 层混凝土住宅，超过 4 层的建筑，对慈氏塔

和洞庭湖之间的景观视线有遮挡，与文物不协调。宿舍区内部现还有多座 1 层临时建筑，且建筑质量较差，与文物不协调。

（5）洞庭南路东侧现为二类居住用地，主要为 3-4 层混凝土住宅，建筑风貌较好，与文物较为协调。

（6）长郡巷南侧及滨湖路东侧现为一类物流用地，现有部分闲置建筑，且建筑质量较差，已不能使用，与文物不协调。

（7）长郡巷南侧现为教育科研用地，是搬运子弟小学，主要全部为 1-2 层建筑，与文物较为协调。

（8）滨湖路西侧现为港口用地，用地内建筑较少，且均为 1 层建筑，与文物协调。

4.2.2 道路系统评估

（1）慈氏塔东侧为洞庭南路，道路宽度约 8m，是慈氏塔连通城市的外部道路，道路总体情况较好。

（2）慈氏塔北侧为上慈氏巷，道路宽度约 2-2.5m，现西侧局部保留有原始石板路地面，是连通慈氏塔和城市的主要道路，

道路东侧较为狭窄，对慈氏塔的可达性有一定影响。

（3）慈氏塔西侧为滨湖路，道路宽度约 8m，均为水泥板路，由于货物运输和装载，路面碎裂严重，且化学物质对道路有

一定污染，道路情况一般。滨湖路西侧现有一条货运铁路仍在使用中，对慈氏塔文物环境和景观视线有一定影响。

（4）长郡巷和马家湾街为慈氏塔南侧和北侧连通洞庭南路和滨湖路的东西向道路，道路宽度约 4-6m，局部碎裂现象严重，

邻近港口一侧局部有污染，道路情况一般。

（5）慈氏塔周边缺乏停车空间，洞庭南路临街随意停车现象严重。

4.2.3 景观绿化评估

（1）慈氏塔地处历史文化街区，周边文物遗存较为丰富，北距岳阳楼约 1500 米，距岳阳文庙约 800 米，距基督教堂约 100

米，西距洞庭湖岸约 250 米。且据历史记载，慈氏塔原为此地地标性建筑，且与洞庭湖相生相依，后作为湖上往来船只的航标。

但现今由于慈氏塔周边部分建筑高度过高，造成慈氏塔与其他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之间的景观视廊被破坏。

（2）由于市政建设，慈氏塔周边现基本没有绿化用地，景观环境和卫生环境都亟需整治。

4.2.4 主要面临问题

（1）慈氏塔周边主要为居住、物流和教育用地，城市建设已经改变了原生地貌和环境。部分新建建筑高度及风貌较差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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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物环境影响较大，亟需协调改善。

（2）慈氏塔周边缺少缓冲空间，道路可达性较弱，没有消防通道。

（3）慈氏塔与周边其他历史景点的的景观视廊多被城市建设区阻隔。

（4）慈氏塔周边景观及卫生环境亟待改善。

4.3 研究工作评估

（1）慈氏塔周边地面和道路等均没有进行过考古清理。

（2）宋朝至清朝的地方史志中对慈氏塔都做了较多的文字记载。对于慈氏塔的研究已有《慈氏塔的性质与始建年代辨析》、

《慈氏塔的建筑特点和修建年代分析》、《关于慈氏塔年代问题》等论文发表。

（3）研究评估结论

（4）应结合建筑拆除和环境整治，开展铺装和道路基址和周边环境的考古清理工作。

（5）加强对慈氏塔整体面貌的认识、历史研究工作尚需加强。

4.4 保护管理评估

4.4.1 原保护区划评估

（1）1993 年 4 月 8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发[1993 年]6 号文件，公布慈氏塔的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

保护范围：自塔基起，至东 15 米及南、西、北各 40 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至保护范围外东 55 米，南 50 米及西、北各 120 米处。

（2）保护区划层次清晰，但保护范围仅考虑慈氏塔本体确定，未考虑慈氏塔周边历史建筑和街区，与历史街区保护区划没

有衔接。建设控制地带仅为保护范围外扩一定距离确定，未考虑城市格局，难以控制。

（3）现有保护区划缺乏对周边环境的整体考虑，对环境安全控制力不足。

4.4.2 安全管理情况

上世纪 60-70 年代，慈氏塔划归岳阳市港务局进行保护和管理。1983 年，湖南省人民政府重新公布慈氏塔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正式明确将慈氏塔划归岳阳市文物管理所进行保护和管理。1994 年 3 月，岳阳市文物工作队与岳阳市博物馆合并成立岳

阳市文物管理处，慈氏塔的保护和管理至今由岳阳市文物管理处负责。

岳阳市文物管理处是由岳阳市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的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事业单位，自 2007 年 9 月开始又成为参照公务员

进行管理的单位。市编委共下达全额拨款编制 37 人，隶属岳阳市文广新局，为岳阳市文广新局二级机构。独立法人，副处级单

位。岳阳市文物管理处现有工作人员 47 人，设主任、书记各 1 人，副主任 4 人。文物管理处加挂有岳阳博物馆、岳阳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两块牌子。岳阳市文物管理处内设办公室、文物保护科、法规科、考古科、征集保管部、展览教育部等机构。

4.4.3 相关规划评估

（1）《岳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中将慈氏塔用地划为洞庭湖沿湖景区，但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及绿化用地，

与慈氏塔的保护要求不符。

（2）《岳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3-2030）》中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慈氏塔现有用地，但划定为广场用地，慈氏塔周

边确定为商业用地，与慈氏塔的保护要求不符。规划同时调整了慈氏塔周边道路系统，加强了慈氏塔的保护以及慈氏塔与周边

资源的联系。

（3）《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中划定了慈氏塔周边地区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基本可以满足慈氏塔的保

护要求。规划同时还确定了慈氏塔保护范围内的用地性质划定为广场用地和商业用地，需进一步进行调整。

4.4.4 保护管理评估结论

（1）文物保护管理的各项工作亟待加强，管理设施需逐步完善。

（2）现行保护区划只进行了文字说明，未准确落在地形图上。其边界与现城市格局及规划的城市道路缺乏关联性，操作性

较弱。

（3）现有的城市规划和名城、街区保护规划已加强了慈氏塔的保护，但仍需进行一定的调整和细化，以更加全面的保护慈

氏塔及其整体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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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展示利用评估

4.5.1 服务设施现状

由于慈氏塔本体及环境条件限制，慈氏塔尚未对外开放。

4.5.2 旅游接待现状

（1）慈氏塔周边缺乏停车场，无游客服务设施。

（2）进入慈氏塔的道路情况较差，周边道路格局尚不完善。

（3）市政设施配套水平不高。

（4）没有标志标识引导系统。

4.5.3 评估结论

（1）慈氏塔尚不具备对外开放展示条件，展示定位及与周边展示区应紧密结合。

（2）慈氏塔未能作为社区或地方民众活动的场所，文化影响力尚待提高。

第五章 保护规划原则与目标

5.1 保护规划指导思想与原则

5.1.1 坚持国务院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体现慈氏塔保护的科学观，并

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的五纳入原则。

5.1.2 真实性与完整性保护原则。有恰当的手段保证文物遗存的安全，对地面及地下遗存实施原址保护，从整体空间上保

证遗址类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

5.1.3 科学保护的原则：考虑到慈氏塔的特殊性，并始终延续了原有的使用功能，保护需要坚持科学保护，结合实际情况

制定保护手段：恰当的保护维修措施、标志标识措施、合理使用措施、展示利用措施。

5.1.4 文物有效保护与居住者生活品质提高协同的原则：通过合理的保护措施，以及配套的公共政策，在文物得到保护的

同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生活环境。

5.1.5 保护与地方社会发展双赢的原则：通过恰当的方法和立法，达到文物保护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目的；通过良好的管

理方式实现遗址保护、地方经济建设、参观理解遗产历史文化内涵之间相互促进。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相协调；政府、专业人

员、民众共同保护的和谐局面，同时将文物的展示纳入区域旅游格局。

5.2 保护规划实施目标

5.2.1 文物本体保护目标：调整保护区划，明确保护管理规定；制定治理和防止病害的措施和安全防范措施，使文物得到

科学的维护；通过更为深入的考古调查与勘探，明确慈氏塔的整体格局；建立完善的保护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

5.2.2 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尽力保护规划区域内地形地貌、植被、建筑等空间关系；保育培育地方植被；积极恢复生

态环境；逐步整治慈氏塔院落及其周边环境；适度调整保护区划内的用地性质和道路系统；控制与文物建筑风貌不协调建筑的

建设，有效控制慈氏塔与其他文物资源的景观视廊。

5.2.3 展示利用目标：在文物安全条件下丰富展示内容并创造良好的展示环境，展示以慈氏塔为主线，弘扬传统文化为背

景，同时突出体现岳阳市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适当调整展示服务设施，合理布置管理用房，适当丰富展示内容，合理控

制游客。同时利用多元化的展示手段和宣传教育手段，使慈氏塔与社区文化及城市文化建设相结合。

5.2.4 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目标：合理控制周边的建设活动和公共设施建设；适度调整保护区划内的用地性质和

道路系统，满足生活、通行、游览、消防各项功能。

5.3 保护规划内容

5.3.1 对慈氏塔文物遗产进行现状评估：包括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和社会价值进行评估，对遗产现状的诊断：包括主

要病害以及完好程度、环境受损原因及现象、展示利用程度及管理机构状况等。

5.3.2 根据现状评估对原保护区划提出修改调整意见，确定详细的保护管理要求。保护区划的确定首先考虑遗产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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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整性，同时兼顾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5.3.3 确定遗产本体保护措施：针对遗产特性和主要病害提出修缮和加固原则以及方法。提出考古研究计划。

5.3.4 制定环境保护规划：针对环境受损的问题提出整治方法与要求，民居的适量搬迁、植被要求、道路改造、城市建设

的控制等。

5.3.5 制定展示利用规划：结合岳阳市总体规划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从“保护第一”的角度提出展示分区、展示路

线、游客控制的要求。

5.3.6 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规划，主要是使文物保护规划能够与地方建设规划相协调，从文物保护的角度对其它规划提

出建议，如民居搬迁方向建议，用地功能调整的建议等。

5.3.7 其它还将涉及保护项目分期，保护经费初步框算等内容。

第六章 保护区划与管理规定

6.1 保护区划

6.1.1 保护区划分级

（1）保护区划的调整按照文物法的要求划定为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另考虑对码头和洞庭湖面建设的控制，建议增加

环境协调区。共三个层次。

（2）保护范围依据慈氏塔的文物构成和分布特点，对原保护范围做局部调整。

（3）建设控制地带考虑慈氏塔环境的完整性，以及地形高差、与周边城市建设区的协调关系，分为两级：一类建控地带及

二类建控地带。

（4）保护区划结合地物地标，以及文物安全及景观控制要求划定边界。保护区划成不规则块状，总面积 9.18 公顷（其中

湖面面积 1.94 公顷）。

6.1.2 保护范围

保护范围面积 0.85 公顷。包括慈氏塔、上慈氏巷南侧、北侧民居和码头仓库，东西距离约 85 米，南北距离约 100 米。

四至：西：滨湖路东侧；东：洞庭南路西侧；北：搬运子弟小学南侧；南：岳阳市港务局北侧。

6.1.3 建设控制地带

（1）建设控制地带总面积 4.43 公顷。

（2）Ⅰ类建设控制地带面积 2.24 公顷。包括码头，东西距离约 150 米，南北距离约 220 米。

四至：西：码头沿岸东侧；东：滨湖路东侧；北：长郡巷北侧外扩 30 米；南：马家湾街南侧。

（2）Ⅱ类建设控制地带面积 2.19 公顷。包括搬运子弟小学、岳阳市港务局及洞庭南路东侧和长郡巷北侧的住宅，东西距

离约 100 米，南北距离约 220 米。

四至：西：滨湖路东侧；东：洞庭南路东侧外扩 40 米；北：长郡巷北侧外扩 30 米；南：马家湾街南侧。

6.1.4 环境协调区

环境协调区面积 3.90 公顷。包括码头和洞庭湖湖面，东西距离约 160 米，南北距离约 250 米。

四至：西：洞庭湖沿岸外扩 50 米；东：码头沿岸东侧；北：建设控制地带延长线；南：建设控制地带延长线。

6.2 保护范围管理规定

6.2.1 保护范围的用地性质应确定为文物古迹保护用地。

6.3 建设控制地带统一管理规定

6.3.1 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慈氏塔的历史风貌。各项工程建设应报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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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一类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

6.4.1 一类建设控制地带为地形高程 32 米以下区域，该区域内的新建、改造等建设工程，建筑屋顶高度控制在 6米以下。

6.4.2 一类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筑密度不能大于 5%。

6.5 二类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

6.5.1 二类建设控制地带为地形高程 42 米以下区域，该区域内的新建、改造等建设工程，建筑屋顶高度控制在 12 米以下。

6.5.2 二类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筑密度不能大于 40%。

6.6 环境协调区管理规定

6.6.1 该区域为慈氏塔与洞庭湖之间的景观通廊区域，应为非建设区域。

6.6.2 环境协调区内可设置必要的公共设施，但应控制高度和风貌，设施高度宜控制在 2 米以下，保护视廊通畅以及湖岸

生态景观。

第七章 文物本体保护规划

7.1 保护措施规划原则

略

7.2 文物建筑修缮措施

（1）对现存文物建筑的修缮维护是慈氏塔本体保护的主要内容。针对文物建筑现存状态及不同的材料、构造等，进行详细

勘察和评估后，进行各项修缮工程。包括青砖砌体的修补、补配、局部拆砌，石作的防风化、局部修补、补配，白灰抹面重做，

铁质构件补配，佛像和彩绘的局部修补，杂树和杂草清理等。修缮过程中特别应保留原有构件，并采用地方传统营造方法。

（2）塔顶采取一般维修保护措施。主要内容包括：局部修补，砖石构件补配、局部拆砌、防风化处理，铁质构件除锈、防

锈处理等。

（3）塔身采取重点维修保护措施。主要内容包括：局部修复，青砖砌体修补、局部拆砌，石作局部修补、防风化处理，修

缮不当的剔补，恢复白灰抹面，铁质构件补配、防锈处理，佛像和彩绘修补等。

（4）塔基采取局部维修保护措施。主要包括：青砖补配、局部拆砌，恢复台基边线和白灰抹面，台基石规整、加固，燕尾

榫卯补配等。

（5）文物建筑的修缮要特别考虑防水和地面返潮问题，注意防水防潮设计。

（6）修缮工程应充分考虑地方材料、作法的运用，并保持传统工艺。

7.3 文物空间环境保护措施

（1）剔除现慈氏塔周边的水泥地坪，露出全部四层花岗岩基座后，花岗石重新铺墁。

（2）拆除紧邻慈氏塔的民房、保护棚等建构筑物。清理后用地作为广场及安全疏散用地，不再进行建设。

（3）结合慈氏塔周边建筑拆除和环境整治进行考古清理，摸清原始道路格局和铺装等遗迹遗存，以进一步探究慈氏塔历史

格局。

（4）加强对慈氏塔整体格局的研究，探询其文化发展脉络，出版研究成果。

7.5 标志标识及研究措施

7.4.1 标志标识及说明牌是十分重要的保护措施，也是使人们认识遗产文化内涵的重要方法。

7.4.2 保护界限标志

（1）分别对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做出界限标志，以便准确定位。

（2）界限标志可采用多种方法和手段，地貌标志、植被标志、人工标志等。

7.4.3 标志与说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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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别对慈氏塔各处文物做出标志和说明。

（2）对慈氏塔遗址竖立标志和说明。

（3）对慈氏塔地面已经无存，但仍然可以找到地点的遗迹竖立说明牌。

（4）各种标志和说明牌，其色调、体量、造型等应当与慈氏塔的风貌相协调，并有中英文对照。

7.4.4 结合研究和展陈等工作，进一步加强慈氏塔流散文物的征集。

第八章 环境保护与整治规划

8.1 环境保护与治理原则

略

8.2 保护范围环境整治措施

8.2.1 环境整治对象：保护范围内慈氏塔周边环境。

8.2.2 建筑整治措施

（1）对保护范围内的建构筑物采取保持维护、保留改造、立面更新、更新重建、降层改造和拆除不建的方法。

（2）保持维护：针对历史建筑采取的保护维修措施。

（3）保留改造：针对建筑风貌较好的建筑采取局部改造的措施，改造后应保持与文物环境相协调的风格。

（4）立面更新：针对保持传统风貌的建筑，仅对立面进行维修工程。

（5）更新重建：针对建筑风貌或格局等与文物环境不协调的建筑进行更新重建。条件不成熟的可在建筑使用寿命到期时进

行重建。重建建筑高度要保证文物景观视廊不受影响。

（6）降层改造：针对建筑高度对文物景观视廊造成较大影响的建筑，可进行降低建筑高度及层数的方式进行重建或改造。

（7）拆除不建：对文物安全或对文物景观视廊造成较大影响的建筑应进行搬迁和拆除，拆除后不再建设。

8.2.3 环境整治措施

（1）结合历史文化街区及城市交通系统改造，拓宽慈氏塔周边用地作为慈氏塔疏散广场。梳理上慈氏巷，保留原有石板道

路铺装，现有道路铺装改造应充分考虑地方材料和做法。

（2）上慈氏巷南、北两侧道路进行路线调整和路面改造，连通慈氏塔与周边历史街区的联系。

（3）慈氏塔周边培育植被，形成相对安静的文物外围环境。

8.3 建设控制地带环境整治措施

8.3.1 环境整治对象：建设控制地带内对文物及环境有影响的建筑。

8.3.2 建筑整治措施：

（1）对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构筑物采取保留改造、立面整饬、更新重建和拆除不建的方法。

（2）保留改造：建筑风貌较好建筑采取局部改造的措施，应保持与文物环境协调的风格。

（3）立面整饬：建筑高度对文物环境无不利影响，仅外观与历史风貌不够协调的建筑，可进行立面整饬的方法取得和谐

的环境效果。

（4）更新重建：建筑高度及风格对历史环境有不利影响的建筑应逐步进行更新重建。有条件的按照控制要求分期进行重

建或改造。条件不成熟的可在建筑使用寿命到期时，按管理规定进行重建。重建建筑高度要保证文物景观视廊不受影响。

（5）拆除不建：对文物安全或对文物景观视廊造成较大影响的建筑应进行搬迁和拆除，拆除后不再建设。

（6）对新建、改建建筑的高度、形式及材料等均应以改善和维护慈氏塔周边良好的景观环境为目标，逐步进行改善。

8.3.3 环境整治措施

（1）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的各项建设指标及周边环境，尽量减少现代城市化氛围，强化历史文化街区环境。

（2）结合城市规划，分期调整建控地带内的工业港口及物流仓储用地。

（3）结合城市绿化，充分利用地方树种和草种，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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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空间关系保护措施

（1）保护慈氏塔西望洞庭湖的开阔视野。

（2）疏通慈氏塔到吕仙道观和岳阳楼的视觉通廊，控制视觉通廊两侧建筑的高度。

（3）保护慈氏塔与基督教堂、岳阳楼、岳阳慈氏塔的对景关系。

8.5 环境卫生设施措施

（1）保护范围内考虑展示需要，适当设置垃圾箱。

（2）保护范围采用雨污分流方式，分别接市政排水管线。

（3）保护范围内设小型垃圾收集站，按时将垃圾集中送往城市垃圾处理站。

第九章 展示利用规划

9.1 展示利用原则

略

9.2 展示利用目标

略

9.3 展示总体布局

（1）结合慈氏塔选址及周边环境资源特点，慈氏塔景区的展示将同岳阳楼景区、岳阳慈氏塔特色文化景区一起，构成岳阳

历史文化名城楼、庙、塔三极中的一极，并与洞庭湖形成对景的整体展示布局。

（2）慈氏塔景区的展示内容将以慈氏塔为展示核心，同时联系周边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将慈氏塔的展示纳入到历史文化

街区的展示中。

（3）慈氏塔还将与洞庭湖及码头之间形成景观视廊，同时慈氏塔也将作为周边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标性建筑。

9.4 展示方法

（1）本体展示：可以直接近距离接触观看的文物本体。本体展示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真实全面的展示出来，让参观者充分

体会历史的真实性。

（2）标识展示：受保护条件的限制，一些遗迹遗存可采取地面标识的方式进行展示，如古道路，通过考古明确其位置，在

地面做出走向与痕迹的标识。

（3）多媒体展示：在慈氏塔周边历史建筑内设展陈室和多媒体播放系统，通过三维的方式全方位的展示慈氏塔历史格局及

选址环境。

（4）为更深入的了解文物的历史信息，在各文物展示点设置说明牌。其形式和材料均须与遗址相协调。

9.5 展示服务设施

（1）慈氏塔周边历史建筑可作为服务管理用房，提供游客服务、咨询等功能。

（2）停车场：可利用慈氏塔南侧现岳阳市港务局内现有空地作为景区停车场，面积约 1500 ㎡。停车场宜采用嵌草式生态

型。

（3）在慈氏塔周边广场内为参观者提供休息点，可设休息椅。利用慈氏塔西北侧现有公共卫生间进行改造，为景区服务。

（4）慈氏塔周边历史建筑可作为文物管理用房，设置监控室、急救室、办公室等。

（5）展示区内路标，指示牌，垃圾桶应合理设置。

9.6 交通游线组织

（1）对外交通：结合城市道路改造，洞庭南路连接上慈氏巷将作为慈氏塔的主入口，同时洞庭南路、长郡巷、马家湾街和

滨湖路形成慈氏塔的外围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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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部交通：慈氏塔周边将形成环形广场，以利于参观需求；慈氏塔周边街区内道路进行改造后，由上慈氏巷连通街区

内部，以利于周边街区及建筑的参观需求。

9.7 展示教育

（1）采用多手段进行展示，并通过制作宣传册、多媒体等手段加强对慈氏塔的宣传。

（2）编制详尽的解说词，详尽解说慈氏塔内建筑建造的历史以及宗教文化、地方传统文化内涵。

（3）慈氏塔的展示可与周边其他文化资源点有机结合，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地和传承地，可互相促进。

（4）不断提高展陈的质量，改进展陈手段，尽可能的显示和宣传文物的价值，扩大教育文化的影响，为公众提供丰富的展

示内容，同时调动当地民众文物保护的积极性。

9.8 游客管理

9.8.1 观众管理目标

（1）在确保文物安全的情况下， 大限度地增加参观者对文物的鉴赏及欣赏。

（2）控制观众容量，疏导观赏路线，规范观众行为，以使游客的观览活动不会对遗产的文化价值带来不良影响。

（3）加强文物展示信息量，提高观众参观兴趣。

9.8.2 观众容量控制

（1）按照文物面积、景区面积、道路长度综合计算，文物面积和景区面积按每 50 平方米每日 3 轮次计算，道路长度按每

10 米每日 3 人次计算。开放天数按每年 270 天计算。

（2）其中慈氏塔文物区开放面积 8000 平方米，文物区按面积法，周边历史街区等非文物线性游览区按线性法计算。展示

区整体观众容量 高为 1000 人次/日，年观众承载总量为 27 万人次。

——具体计算如下：

① 物建筑总游客容量：

按面积容量估算公式 Q=ST/M

其中

S=8000m2

M 大=20m2/人 M 小=10m2/人

Q=8000/20=400 人

Q 高=8000/10=800 人

② 非文物线性游览区游客容量：

按线容量公式为 Q=LT/M

其中

L=1000

M 大=10m/人 M 小=5m/人

Q=1000/10=100 人

Q 高=1000/5=200 人

c、合计

日 高人口容量：800+200=1000 人

年游客承载量：一年游览日按 270 天计算，则为 27 万人次/年。

9.8.3 观众管理监测

（1）定期发放调查问卷，提高文物展示水平和管理能力。

（2）设立游客安全监测与紧急救助系统，保证观众安全。

（3）规范游客行为。

9.9 社区参与管理

（1）鼓励社区及居民积极参与慈氏塔的各项文化建设活动，充分发挥慈氏塔在地方建设中的作用。

（2）积极组织多样的儒家文化宣传活动，调动地方居民保护慈氏塔，参与文化建设活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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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安全防灾规划

10.1 规划目标

略

10.2 安全监控措施

（1）保护范围为防范重点区域：文物建筑病害和安全的监测、防火预警及自然灾害、环境监测、各种人为破坏监测。

（2）将文物防范风险等级与设计防范级别有效结合，确定符合要求的防范系统，并制定出防范系统工程技术性能指标。

（3）建立慈氏塔保护范围内监控系统，采取可视系统进行 24 小时监控。

10.3 防雷措施

（1）慈氏塔作为周边地区地标性建筑，应特别注意防雷安全。除塔刹自身防雷作用应加强外，塔顶应单独设置防雷措施。

防雷设计应由具有专业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承担，批准后方可实施。

（2）应建立和健全安全防灾相关制度，编制应急预案。提高紧急救援的反应速度和快速有效的处置能力，将灾害造成的危

害和损失降至 小程度。

10.4 防火措施

（1）慈氏塔周边建筑密集，应特别注意防火安全。保护范围内划分三片防火区域，设置消防通道及必要的消防车回车场。

（2）洞庭南路作为外部消防通路，慈氏塔周边设环形消防路。可满足一般消防车通行要求。

（3）慈氏塔周边建筑按防火规范配备灭火器、消防斧、消防水桶等器材。建筑内设置手持灭火器。

（4）在慈氏塔周边供水系统中考虑消防用水。

（5）慈氏塔周边建筑外挂电路布线及设施应符合防火规范要求，以防止线路起火。

（6）应有专人负责慈氏塔消防管理及日常监督检查工作，管理人员应接受基本的消防知识和技能培训。

（7）与文物相关的各建筑必须经过严格的消防验收后方能使用。建立健全的安防制度，增强防火意识。

10.5 防震措施

（1）慈氏塔地处地震多发区，属 7-8 度抗震设防地区，应特别注重防震减灾工作。建立健全地震前兆观测和地震预警系统，

完善地震应急预案和通讯系统，加强现场救援能力。

（2）慈氏塔周边区域应进行地基地质勘查，周边建筑应进行结构评估，有针对性的采取抗震加固措施。市政管网、交通、

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也应进行抗震设防。

10.6 防洪防涝措施

（3）应完善洞庭湖在规划范围内区段的水文监测数据，以及湖岸和码头的日常监测工作，并制定防治措施及应急预案。

（4）慈氏塔地处洞庭湖岸高地，西侧地势向洞庭湖岸倾斜，应作为防治重点区。场地排水应结合地形地势进行组织，将有

组织排水和无组织排水相结合。

（5）慈氏塔所处地区多雨，应加强慈氏塔周边排水系统的维护。采用明沟和暗渠结合的排水方式，与市政管线相接。

（6）应加强慈氏塔塔基及周边地面的防水防潮措施。及时防止塔基周边积水，以免导致塔基返潮，砖石砌体酥碱。

10.7 安全防灾管理

（1）慈氏塔设安全防灾管理人员，负责文物安全监测。

（2）积极宣传，培养居民树立防灾意识，以及应急处理灾情的能力。

（3）加强对参观者的安全教育和管理，加强防火防盗宣传。

（4）把安全防灾工作列为整个文物管理工作的重要部分，做到同计划、同部署、同检查、同总结，使安全防灾工作做到经

常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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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其它防灾

（1）应做好文物建筑防震、防雷、防潮、防洪等工作，建立医疗急救站。

（2）慈氏塔周边广场可作为紧急的疏散场地。

（3）特别注意在地方民俗节庆活动期间的人员活动安全。

第十一章 文物保护与地方社会发展协调规划

11.1 文物保护与社会发展协调原则

略

11.2 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协调

（1）城市的建设应强调生态化，低碳化，控制建设规模，按规划进行。文物院落应挂牌明确，建设者应学习文物法，接受

文物部门的指导管理。

（2）建设控制地带城市建设规模及用地范围近期可维持现状，建筑重建时应按建控地带管理规定进行。

（3）在不损害文物的前提下，完善市政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11.3 土地利用调整

（1）保护范围用地性质建议全部调整为文物古迹用地。

（2）一类建设控制地带内，结合城市规划，建议部分港口用地作为景区展示和洞庭湖沿岸休闲用地，建筑限高要求按相应

保护区划管理规定执行。

（3）二类建设控制地带内，结合城市规划，建议部分公共设施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或商业用地，部分居住用地和教育设施

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建筑限高要求按相应保护区划管理规定执行。

（4）应注意绿地的培育，充分考虑植物的配植，加大本地区的植物覆盖率。

（5）保护区划内不再设置工业用地及仓储物流用地。

11.4 道路系统调整

11.3.1 城市主干道路

目前慈氏塔周边城市主要洞庭南路和滨湖路，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11.3.2 城市次要道路

（1）保护范围内，结合周边建筑搬迁，拓宽慈氏塔周边用地，增设疏散缓冲空间，并对上慈氏巷路面保护改造。完善上慈

氏巷与城市道路之间的畅通衔接，为慈氏塔的消防安全和急救疏散提供保障。

（2）保护范围内，慈氏塔南、北侧，拓宽和改造现有建筑之间巷道，以保证慈氏塔周边历史街区格局的完整性以及文物的

安全性，巷道宽度应不小于 1.5 米，以利于紧急情况人员疏散。

（3）建控地带内，结合城市规划，对长郡巷和马家湾街进行路面改造，与洞庭南路和滨湖路有效衔接。

11.3.3 停车场：慈氏塔西南侧新建停车场一处，应为生态型停车场，可采用嵌草砖等形式的铺装。

11．5 基础设施规划

11.4.1 供水系统

消防用水结合现有给水管线进行增设，以满足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安全需要，均采用埋地铺设。用水量估算：近期应不小

于 10L/s；远期应不小于 15L/s。

11.4.2 排水系统

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经处理后可利用慈氏塔周边明沟和暗沟汇集，部分用于周边植被灌溉，其他可接城市管网排出。周

边历史建筑及街区民居建筑等产生的生活一般污水（经过滤网）利用街区内暗沟，接城市排水管网。

11.4.3 电力电讯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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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力电讯由城市管线引入，变电箱一处设于慈氏塔东南侧入口处，即洞庭南路一侧，具体位置可与市政部门协调。

（2）进入慈氏塔周边广场的管线应尽量为地下铺设，局部地段可沿周边建筑外墙挂设，外挂线缆需考虑与文物建筑及环境

风貌相协调。

11.4.4 环境卫生设施

（1）慈氏塔西南侧街区内设置一处公共卫生间，即利用现有卫生间进行改造，同时需满足居民生活和展示需要。

（2）慈氏塔周边广场根据需要设立仿生垃圾筒，搞好白色污染处理。

（3）建立卫生巡查体系与环卫队伍，确保绿色环保要求。

第十二章 保护管理规划

12.1 保护管理目标

略

12.2 管理机构设置

（1）岳阳市文物管理处为《湖南省岳阳市慈氏塔文物保护规划》的实施单位，文物保护的专业管理部门。

（2）在岳阳市文物管理处下成立慈氏塔保护管理机构，管理机构编制确定为近期 2-4 人，远期 6-8 人，下设办公室和保护

技术部门，管理部门负责整个文物保护管理、展示利用的各项事务。

（3）慈氏塔保护管理机构负责文物的专业保护管理、安全监测、展示利用、城市建设管理的协调等各项事务。

（4）增设慈氏塔保护管理员，形成保护组织网络，明确职能和责任。

（5）管理机构办公地点可设于周边历史建筑内，或利用周边建筑进行改造。

12.3 管理规章制定

（1）按管理要求编制《慈氏塔保护规划管理条例》。

（2）公布调整后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3）确定市、区两级人民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领导责任制。

（4）文物所在的城区应宣传文物保护的法规和法令，协助作好文物保护工作，教育居民保护好文物院落。

（5）加强行政管理的力度，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6）文物部门应加强对居民建设活动的管理，积极宣传文物法，提高居民保护文物的意识。

12.4 法律管理措施

（1）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办法》，尽快使批准后的保护规划列入地方社会发展

的总体计划。全面提高文物保护管理的水平，加强执法力度。

（2）制定详细的奖励和惩罚措施。在管理工作中加强检查和监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严厉打击各种破

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行为。

（3）将批准后的文物保护规划和管理条例公告居民，宣传群众，以使居民产生自发保护地方文物的情感和精神。

12.5 技术管理措施

（1）保护规划审批后，详细制定各项保护工作的技术设计、实施方案、科研课题计划，并建立论证和审议的制度。

（2）各项保护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应委托专业机构完成，以保证文物遗存的真实性不受到损害。

12.6 宣传教育措施

（1）通过多种手段和方式宣传教育，普及有关文物保护知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广大群众了解遗产的丰富价值，增强

群众文物的保护意识。

（2）加强对保护区划内相关单位及居民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其理解实施文物保护措施的必要性、严肃性，以取得理解和支

持。

（3）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群众监督的作用，保护和鼓励群众参与，把保护工作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与支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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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大事记

1. 1956 年 7 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慈氏塔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1965 年 8 月 10 日，塔顶铁链被雷击断一根。

3. 1965 年 9 月 22 日，省文管会古建专家戴亚东赴岳阳调查并写出“岳阳慈氏塔调查记”（文存省文管会）。

4. 1965 年 11 月 18 日，湖南大学建筑系杨慎初教授在考察慈氏塔后，写了“关于岳阳慈氏塔年代问题”的考察报告（文存省

文管会）。

5. 1966 年 8 月，受当时“破‘四旧’”影响，城北基建队少数人移动塔顶铁刹相轮，取走槽内铜钱，截断两根铁链，龛内佛

像多被取走，并将塔第一级西面凿洞，慈氏塔受到一定程度破坏。

6. 1972 年 9 月 2 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重新公布慈氏塔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7. 1973 年 7 月，岳阳县人民政府对被凿掘的洞穴进行了修复与复原，维修后的慈氏塔基本恢复原貌。

8. 1973 年 9 月，上海同济大学喻维国教授考察慈氏塔，写出了慈氏塔年代问题的意见（文存省文化厅文物处）。

9. 1983 年 10 月 10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第三次公布慈氏塔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0. 1984 年 7 月 17 日，岳阳市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南政办[1984 年]10 号《关于加强对慈氏塔的维护管理的通知》文件。

11. 1984 年 7 月 17 日，岳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制订公布了《慈氏塔保护规则》。

12. 1984 年，岳阳市文物理管所与当地居民签订慈氏塔保护协议，并成立慈氏塔文物保护小组。

13. 1985 年 6 月，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我国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在其出版的《中国古塔》

一书中，有专门的章节对慈氏塔的建筑形式、建筑风格和修建年代进行了考察和论证。

14. 1990 年 9 月，岳阳市文物工作队组织专家郭胜斌、符炫、龚延武对慈氏塔进行实测。

15. 1990 年 10 月 30 日，岳阳市人民政府竖立慈氏塔保护标志碑和说明词碑。

16. 1991 年 3 月 27 日，岳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岳政办发[1991 年]6 号文件，划定慈氏塔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

17. 1992 年 9～10 月，岳阳市文物工作队与当地居委会重新成立保护小组，制定保护措施，签订保护协议。同时组织人员对慈

氏塔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居民住房和其他建筑进行了调查并予以登记。

18. 1993 年 4 月 8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发[1993 年]6 号文件，公布慈氏塔的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

19. 1993 年 5 月，岳阳市文物工作队建立慈氏塔保护档案。同年 10 月，全面完成慈氏塔“四有”工作。

20. 1994 年 9 月，岳阳市文物管理处重新成立慈氏塔保护领导小组，成员有何钦法、郭胜斌、李德操、张中一、周满庭。并完

善慈氏塔“四有”纸质文本档案。

21. 1998 年、1999 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温玉成教授曾先后两次来到岳阳，在考察慈氏塔后，温先生指出：慈氏

塔高拔挺秀，佛龛壶门收缩作法为南宋特点；原塔一层有东西相通的塔门是佛教密宗过街塔的遗留。将实物与史料综合考察，

慈氏塔应是南宋孟珙所建。

22. 2009 年 7 月，岳阳市文物管理处邀请湖南省文物保护中心古建专家编制完成了《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慈氏塔修缮工程

方案》，该修缮方案将待省文物局组织相关专家审查通过后予以实施。

23. 2009 年 8 月 10 日，市政府第 26 次常务会议对慈氏塔的保护和“国保”申报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会议肯定了慈氏塔文物

保护的意义，并明确慈氏塔的保护和周边环境整治将在沿湖风光带三期工程建设中予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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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原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情况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文件（湘政发[1993]6 号）关于公布我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

控制地带的报告的通知》公布的慈氏塔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保护区划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两级。

（1）保护范围：自塔基起，至东 15 米及南、西、北各 40 米处。

（2）建设控制地带：至保护范围外东 55 米，南 50 米及西、北各 120 米处。

（3）



湖南省岳阳市慈氏塔文物保护规划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 84

附件三 相关研究文献目录

一、 书籍
1. （明）刘玑编次，张治编纂，明弘治岳州府志；

2. （明）李元芳修，钟崇文纂，明隆庆岳州府志；

3. （清）李遇时修，杨柱朝纂，李寿瀚重修，黄秀续纂，清乾隆元年岳州府志；

4. （清）黄凝道修，谢仲元纂，清乾隆十一年岳州府志；

5. （清）陈玉垣、庄绳武修，唐伊盛等纂，清嘉庆九年巴陵县志；

6. （清）姚诗德、郑桂星修，杜贵墀编纂，重修学宫记，清光绪巴陵县志；

7. （清）姚诗德、郑桂星修，杜贵墀编纂，道光二十三年重修记，清光绪巴陵县志；

8. 熊培庚,漫话慈氏塔,岳阳天下楼,1987 年；

9. 陈湘源，岳阳说古，岳麓书社出版，1998 年；

10. 邓建龙，千年古城话岳阳，华文出版社，2003 年；

11. 陈湘源，漫话岳阳名胜，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 年；

12. 陈湘源，千古名城岳阳解迷，解放军出版社，2006 年；

二、 论文
13. 戴亚东，岳阳慈氏塔，1965 年；

14. 杨慎初，关于慈氏塔年代问题，1965 年；

15. 喻维国，慈氏塔断代问题，1973;
16. 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85 年；

17. 杜飞豹，慈氏塔，1987 年；

18. 陈湘源，慈氏塔的性质与始建年代辨析，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 年 06 期；

19. 欧继凡、龚延武，慈氏塔的建筑特点和修建年代分析，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3 年 00 期；



湖南省岳阳市慈氏塔文物保护规划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 85

附件四 现状照片

1.慈氏塔

西南立面 东北立面

北立面外墙 西立面外墙

北立面外墙 西立面外墙

西南角柱 南立面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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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洞庭南路

入口 东侧历史建筑

东南侧街区 东北侧街区

教堂 市港务局

东侧近代建筑 洞庭南路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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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家湾街及码头

马家湾街西望 马家湾街东望

住宅建筑 港务局建筑

码头西望 码头东望

仓库 货运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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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慈氏巷

上慈氏巷西望 上慈氏巷东望

街区风貌 公共厕所

多层住宅 一层民居

废弃建筑 垃圾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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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长郡巷

长郡巷东望 长郡巷南望

长郡巷西望 历史建筑

民居建筑 搬运子弟学校

二层住宅 垃圾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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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建筑图纸

塔一层平面图 1:50

北

200*100*50麻石燕尾榫

330*330*1200麻石条台基石

330*160*50青砖片砖台基

塔身有无地心室未作进一步考查

塔二层平面图 1:50 塔三层平面图 1:50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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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石条檐

麻石条檐

麻石条檐

麻石条檐

麻石条檐

麻石门眉石

麻石门眉石

麻石门眉石

麻石门眉石

麻石门眉石

麻石门眉石

铁刹

青砖浮雕莲花瓣

青砖浮雕莲花瓣

青砖浮雕莲花瓣

青砖浮雕莲花瓣

青砖浮雕莲花瓣

青砖浮雕莲花瓣

青砖浮雕莲花瓣

缩进20mm,以上各层相同

缩进20mm

铁链，共八根

正立面图 1:50

佛像

以上各层相同

麻石条檐

麻石门眉石

麻石条檐

麻石条台基
麻石砌体

青砖砌体

青砖砌筑须弥座

青砖砌体

青砖砌体

铁制铁刹

麻石块砌体

麻石块砌体

麻石块砌体

1-1剖面图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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