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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与活化利用“重庆古城墙”，彰显城市人文底蕴

与独特山城、江城风貌 

 

重庆是一座具有 3000 多年悠久历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城，重庆渝中半岛是城市的发祥之地，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

其中重庆古城墙因其“宛自天成”的特色与丰富的人文内涵，成

为渝中半岛众多古迹中的杰出代表，是人们记忆中重庆城市的形

象地标。对重庆古城墙实施整体保护与活化利用，对于留住城市

文化根脉，彰显城市人文底蕴与独特山城、江城风貌，提升城市

品质，推动产城景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重庆古城墙遗址的价值 

（一）古城墙遗址现状 

图 1  重庆古城墙遗址分布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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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筑城史 2300 余年，主要经历战国、三国、南宋、明代

4 次筑城和明清 9 次修补。按照文献记载，城墙周长 8720            

米，经过考古实测，现存城墙 4404米，其中包括露明城墙 3396

米，掩埋城墙 1008 米；已毁城墙约 4316米。现存城门和瓮城遗

址共 7 处，3 座开门：通远门、东水门、太平门；1 座闭门：人

和门；3处部分瓮城遗址：千厮门、南纪门、储奇门。 

（二）具有的历史、科学、文化和旅游价值 

1、历史价值 

古城墙遗址是记录重庆历史演变的“活化石”。城墙遗址包

含南宋、明、清各个时期的城墙、城门、瓮城和炮台遗址，遗存

类型丰富、时代特征鲜明，是研究重庆古代社会军事、城市空间

布局、古代城市发展演变史的重要实物标本。其中现存最早的宋

代城墙是南宋嘉熙三年至四年（1239-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兼

重庆知府彭大雅所筑，是南宋重庆城作为宋蒙（元）战争巴蜀战

区军政中心进而影响世界中古史进程的的重要物证，是研究重庆

地方史和宋蒙战争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2、科学价值 

古城墙遗址具有重要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科学价值。城墙是中

国古代城市的骨架。重庆古城在选址布局上，遵循《管子》的营

城思想，充分利用渝中半岛两江环抱的地理优势，以及中央高临

江低、西高东低的地势特点，“沿江为池，凿岩为城”，依山就势

构筑城墙、城门。城墙平面呈自由式布局，城墙东西最大高差达

150余米，险峻而雄伟，形成“石城削天，字水盘郭”的独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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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山城景观。 

因应重庆长江上游水运交通枢纽发展需要，古城设九开八闭

十七门，每个开门与码头相连，具有药材、棉花、蔬菜、木材等

水陆物资转运功能，并形成了联系上下半城，通达各个城门及码

头的完善山城步道系统。在城墙结构设计上，与大多数平原城市

夯土甃砖传统不同，采用了独有的夯土甃石结构，墙体临崖而筑，

外高内低，易守难攻，既有强大的军事防御功能又可兼顾防洪，

堪称我国古代山水城市规划和防御工程技术的典范之作。 

3、文化价值 

重庆古城墙蕴含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凝聚着巴渝先民的聪明

智慧和忠勇精神，是巴渝文化的重要见证和重庆城市文脉的重要

载体；重庆古城墙承载着重庆人的历史记忆和辉煌，具有不可替

代的情感寄托价值，是重庆人心中的乡愁；重庆古城墙是重庆历

史文化名城的核心构成要素，是重庆城市形象的文化符号，还是

今天我们塑造和彰显城市自然和人文特色的重要依托。 

4、旅游价值 

重庆古城墙具有重要的旅游开发价值。重庆古城墙位于两江

交汇处的渝中半岛，地标位置突出，又地处重庆历史文化和山城

风貌的核心展示区。古城墙以内现有文保单位 42 处，历史建筑

12处，其中，国家级文保单位 18处；现有历史文化街区 1处，

传统风貌区 3处，古巴渝十二景 2处；城墙外 500米范围内有文

保单位 7处，为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等的发展提供了优良的

资源条件，通过整体保护和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可以进一

步激活各类资源的生命力，推动产城景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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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庆古城墙保护与利用面临的挑战 

    当前，重庆古城墙的保护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影响与挑战。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与挑战 

从古代到近现代，随着城墙防御功能的退化，人们对城墙的

重视程度也逐渐降低，极少再对城墙进行修整加固。在漫长的岁

月中，城墙在风雨侵蚀、河流冲刷、杂树滋生等自然力的作用下，

墙体逐渐风化、老化，破损、坍塌等现象时有发生。此外，城墙

还会受到战争、地震等外力因素的影响。如二战时期日军对重庆

的狂轰滥炸，就导致了重庆古城墙的严重损毁。 

图 2  左图太安门城墙局部、右图储奇门城墙局部 

（二）城市发展的影响与挑战 

重庆古城墙地处老城核心区。随着城市的成长发展，商业商

务、金融、行政办公等各种功能不断集聚，建筑和人口密度急剧

增加，交通日益拥堵。由于长期以来缺少一以贯之富有远见的统

图 3  左图凤凰门城墙局部、右图南纪门城墙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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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规划的引领，导致古城墙保护在与周边城市发展的取舍中间处

于劣势，重建设，轻保护，历史上曾屡屡出现为打通道路、修建

码头拆毁城墙，在城墙上或依附城墙修建房屋、道路，甚至为建

筑房屋、道路挖掘墙土、墙基等现象。 

（三）社会参与的影响与挑战 

过去，由于宣传教育引导不够，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不

健全，加之具体保护政策缺乏创新，导致社会公众对重庆古城墙

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保护的积极性不高，一些居民和利益

群体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时往往选择经济利益而非古城墙保护。

同时，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支持，也导致古城墙保护资金投入不足、

缺乏持久的驱动力。 

三、保护与活化利用重庆古城墙的建议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书写城

镇化与历史文物共同发展的画卷”，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为新时

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针对重庆古城墙保护所面

临的问题与挑战，结合重庆实际，借鉴国内外城墙遗址保护和利

用的成功经验，建议如下： 

（一）融入环境整体保护，建设城墙遗址公园 

图 4  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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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遗址公园是目前世界各国城墙遗址保护与展示的主要

方式之一。通过建设城墙遗址公园，既可以保护古城墙遗址，彰

显城市历史文化内涵，同时还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户外文化休闲活

动的绿色空间，提升了城市核心区的环境品质。2005年，渝中

区建成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2013年，国务院公布通远门及城

墙、东水门及城墙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议依托现存的城墙、城门遗址，结合半岛沿岸现有湖广会

馆-东水门历史文化街区，山城巷-金汤门、十八梯、白象街 3处

传统风貌区的保护，新增东水门至太安门、太平门-人和门-储奇

门、南纪门-金汤门 3处城墙遗址公园。在城墙、城门遗址发掘

保护的同时，还可根据史料记载在临崖处进行部分复原重建，先

期在滨临长江的下半城形成相对完整的古城墙遗址带，打造重庆

标志性文化地标。城墙周边还可培植草坪、栽植花木、开辟游憩

小公园、小广场。利用城墙居高临江的地理优势，在城墙上布置

座椅，供人们观景休憩，构建富有山地特色的带状城市阳台，使

居住于林立高楼中的城市居民得以亲近大自然，享受江风、山景

带来的心旷神怡。 

（二）让文物讲故事，建设城墙遗址博物馆 

图 5  朝天门城墙遗址现状 

建立城墙遗址博物馆是在已发掘的部分或全部遗址，或正在

发掘中的遗址本体上进行现场保护展示的方式。城墙博物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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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一些体量较小、保存状况好、展示性强的遗址。 

建议借鉴南京城墙遗址博物馆经验，以朝天门-西水门-千厮

门明代和宋代城墙遗址的发掘保护为契机，建立重庆城墙遗址博

物馆，辅以相关文物陈列，充分展示重庆古城、古城墙的考古及

研究成果，让更多重庆市民和外地游客了解重庆古城发展演变的

历史故事，学习文物保护和考古知识，增进全社会对古城墙保护

的理解与共识，激发市民热爱重庆、保护文物、弘扬重庆优秀历

史文化传统的热情。 

（三）多方式结合，全要素展示城墙遗址信息 

城市，应有看得见的历史，成为一部可以阅读的历史教科书。

应通过因地制宜、多方式结合的保护，全面真实地展示古城墙蕴

含的历史信息，充分彰显其历史、科学、文化和旅游价值。 

图 6  左图东水门城门遗址现状、右图金汤门城墙遗址现状 

1、露明展示。露明展示是指将地上遗址在其原地进行陈列

与展示，在遗址上不附加任何建筑设施的展示方式。其主要适用

于有一定体量、本体保存较好、受自然环境影响小，在实施一定

保护措施后，可长时间保存的遗址。建议借鉴南京和扬州古城墙

遗址保护经验，对 4404 米现存城墙进行整体整治维护，首先通

过拆除影响建筑、去除附着物、整饬植被等解决可视化问题，预

计可以重新显露城墙 2000 余米，通过对其进行露明展示，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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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从中真实感知重庆古城格局、城墙形制、防御技术、山城风貌

等历史信息。  

2、标识展示。标识展示是指根据遗址的具体情况，采用植

被、堆土、标识牌等展示遗址历史要素的展示方式，适用于地下

遗址和破坏较为严重的地面遗址的展示。建议借鉴日本奈良平城

宫遗址保护经验，对长约 4316 米已毁古城墙段、现已无踪迹可

寻的城门如定远门、西水门、翠微门、金紫门、凤凰门等进行标

示展示，在城墙沿线堆土加高、栽植植被或设立标志碑，以相关

历史事件、掌故传说等为内容设置文化解读标识牌和说明牌，发

挥文化遗产的综合价值。 

图 7  标识展示示例 

3、虚拟展示。虚拟展示是指利用近年来出现的高新技术，

为参观者提供视觉、听觉、触觉真实感受的展示方式。建议除露

明展示和标识展示外，可依据考古资料，利用电脑模拟再现重 

图 8  左图体验互动示意、右图全息投影示意 

庆古城墙三维空间的虚拟世界，具体可设计体感互动、全息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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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展厅等内容。如通过虚拟成像技术将城墙的相关影像投射到

全息介质上，在参观者眼前呈现出动态或静态的 3D效果，多维

度展示重庆古城和城墙的古往今来；还可根据不同的场景设计

“亲临战场”“城墙值守”“城墙攻打”等互动体验。 

（四）串联历史文化项链，建设环古城墙步道 

图 9 环城墙步道规划示意图 

 重庆古城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形成了贯穿半岛南北、联系

东西、通达两江码头的一条条充满生活情趣的步道，建议结合半

岛地形和现有山城步道基础，借鉴西安、南京古城墙保护修复经

验，规划建设环城墙步道+环城墙绿带，步道全长约 14km，串联

各段城墙遗址，以及湖广会馆历史文化街区，山城巷、十八梯、

白象街等传统风貌区，构筑更加完善的半岛步行系统，打造山城

风光旅游的新亮点。 

（五）发展多元立体公交，提升古城墙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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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母城人多路窄，交通组织有其特殊性。为保障市民和外

来游客出行的效率与舒适度，应结合半岛全域旅游的发展，构建

“微公交+特色交通”为主导的立体复合公共交通体系。以微公

交为核心，以索道、缆车、扶梯、电梯、步行、水上巴士等特色

公共交通方式为补充，进一步提高古城墙等文化景点游览的交通

可达性。建立最严格的小汽车交通管理制度，减小其对古城环境

的影响，提升旅游体验。 

图 10  微公交特色交通设施示意图 

（六）全域联动，打造环半岛文旅产业带 

渝中半岛老城作为重庆的母城，文化底蕴深厚，留存的历史

古迹众多，但这些古迹多呈现碎片化与孤岛化分布的状态。当前，

随着湖广会馆-东水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修复，南宋巴县衙署

的发掘保护，白象街、十八梯、山城巷-金汤门传统风貌区等的

保护修复，重庆古城的形象正逐步清晰，而尚存的古城门、城墙

段正好可以作为线型遗产空间，串联沿线的这些文物古迹，展现

重庆古城的完整形象，提升重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价

值。 

同时，依托城墙遗址公园、城墙遗址博物馆、环城墙步道等

的建设，发展文化创意、商业商务、酒店餐饮等新兴产业，疏解

老城原有的批发、物流、交通枢纽等功能，促进老城核心区的产

业转型，构建环半岛历史文化旅游产业带，激活和释放渝中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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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产业发展潜力，构建“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动

力机制，实现城墙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双赢。 

图 11  山城步道、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区分布图 

（七）借力智慧城市建设，创新古城墙文旅营销模式 

建议依托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加大信息技术在重庆古城墙文

化旅游中的应用。加强与国内外媒体和知名旅游电商平台的合作

交流，加大重庆古城墙旅游推介宣传，着力推出具有独特文化魅

力的古城墙旅游品牌、形象口号、专题影片、摄影展等；借助四

川美院等高校资源开发以重庆古城墙为主题的旅游文创产品；进

一步创新文化体验方式，开发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优化提

升已有的公众号服务水平；以古城墙为主题，打造智慧旅游景区

和智慧旅游产品，推出线上“旅游管家”，开发私人订制的自由

行服务，提升旅游公共服务和产品营销的智能化水平。 

（八）加强统筹规划，创新政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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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古城墙是一个有着特殊价值的、不可再生的文物古迹，

应倍加珍惜。建议由市政府牵头统筹重庆古城墙保护与活化利用

工作。一是在摸清城墙遗址及周边环境、城墙沿线地上地下文物

情况的基础上，组织相关机构，制定《重庆古城墙遗址的专项保

护与活化利用规划》及实施计划，首先对留存至今的通远门、东

水门、太平门、人和门遗址以及地面以上城墙段实施严格保护，

划定核心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二是建立健全古城墙保护的

相关地方法律法规，主动对接，争取国家和地方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专项资金的支持；三是创新具体保护政策，充分运用政府主导、

市场参与等政策手段，调动全社会参与古城墙保护的积极性；四

是抓紧收集与古城墙相关的历史记载、图片影像、传说故事、传

统风俗、人物事件、诗词歌赋和防御技术等“隐性”文化遗产，

依托古城墙进行爱国主义基地建设，发挥文化遗产强大的感召力

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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