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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结构如何？有啥新特色？
揭开重建的明昌塔“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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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景
再现琼台“塔光蜃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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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袁市民期盼已久的明昌塔终于重建了袁预计将在今年 9 月底投入
使用遥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明昌塔的内部结构钥 与古时的明昌塔有何区别钥 噎噎别急袁
商报君为您揭开它的神秘面纱遥

2 什么风格：整体建筑以岭南风格为主
由于明昌塔的原址已不适宜修建
塔楼袁只能另寻新址遥 重建的明昌塔位
于府城以北袁美舍河西岸袁与五公祠相
距 2 公里袁在今夏瑶村渊夏瑶小区冤以东
约 400 米袁 国兴大道美舍河段附近袁距
原址约 200~300 米的东西轴线上遥
负责明昌塔重建的泛华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职群接受记者采
访时介绍袁他们开始建设项目时袁就把
明昌塔定位为百年大计尧千年大计的民
心工程和历史性工程袁明昌塔重建项目
是琼州文化传承的重要标志袁也是一项
野以人民为中心冶的文脉复兴工程遥 该集
团专门派了修复古建筑的施工团队从
历史资料以及美舍河生态修复方面袁最
大程度复原明昌塔遥
今年 6 月 10 日袁 明昌塔项目主体
工程顺利封顶袁 当天有许多热心市民
来到施工现场 慰问 工 人 们 袁徐 中 良 也
在现场袁 他将一箱箱饮料送到工人手
中袁 脸上洋溢着笑容袁 将这一刻定格
为美好的历史瞬间遥
据了解袁明昌塔总体规划用地面积
40.21 亩渊26800.33 平方米冤袁项目总投资
9920.7 万元袁整体建筑风格以岭南风格
为主遥 除了明昌塔本身袁还有集纳众多
附属建筑文昌阁尧先师殿尧东西配殿尧敬
事亭尧山门遥 塔院处有山门入口袁通过入

口往里走袁敬事亭出现在绿树葱茏中袁游
人可在此小憩遥 走过敬事亭袁前方是先
师殿袁殿中塑孔子像袁洋溢着浓浓的文化
气息遥 沿着塔院内两旁连廊向前走袁可
以见到明昌塔矗立前方袁塔前则是文昌
阁遥
记者注意到袁 在设计方案上每栋建
筑的门口都会悬挂对联袁每副对联都蕴
含了一个海南历史故事遥 其中袁文昌阁
初步设计将悬挂野奏考回琼冶对联袁这里
有个很感人的历史典故遥 琼州是王弘诲
的故乡袁它四周环海袁离京城较远袁足有
万里遥 海南儒生要横渡琼州海峡袁长途
跋涉到雷阳渊今海康县城冤才能参加院
试遥 交通极不方便袁途中又多盗贼袁走这
么远的路去参加院试袁既要花费很多钱袁
又极为艰险遥 如在嘉靖三十六年一次覆
没者就有数百人袁当时护送考生的临高
知县杨址也因此葬身海上袁酿成一大惨
案遥 此种痛苦没人过问袁王弘诲当官后袁
深知琼州儒生渡海应试的艰辛袁便上奏
疏请在琼州增设考场袁由琼州兵备道台
兼提学考官袁获得诏准遥 从此以后琼州
儒生都在琼州应试袁 不需再踏海历险遥
后人把此称为野奏考回琼冶遥
据了解袁建成后的明昌塔景区内沥
青小路四通八达袁除此之外还有生态停
车场尧下沉广场尧休闲广场等遥

3 什么特色：本地火山岩 + 进口菠萝格

1 怎么建设：按照“文化 + 旅游”框架重建
近年来袁重建明昌塔的呼声越来越高袁为了回
应百姓的关切袁 海口市区两级相关部门多次召开
座谈会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遥 同时袁邀请
设计研究院顾问尧 原国家文物局专家委员会专家
孙大章先生实地调研指导遥
2018 年 8 月 21 日袁明昌塔重建项目专家论证
会在北京召开袁孙大章尧业祖润尧朱宇华等五位国
家文物局古建专家袁 以及市民村民代表等出席会
议遥 专家一致认为袁明昌塔传承着海南历史文化袁
明昌塔的重建工程不仅在海南尧海口袁在国内国际
也会产生好的影响遥 重建不仅是重拾海口城市历
史袁继续挖掘民族文化的记忆袁还是见证海口这座
历史名城在新时代呈现的文化内涵遥
野明昌塔的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遥 许多人一直
认为海南地处天涯海角袁 是远离中华核心文化圈
的地方袁 实际上海南与华夏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
联系袁这些联系通过文明载体比如塔来呈现遥 冶清
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尧 博士生导师贾珺就表示袁
明昌塔有非常明显文化地标的含义袁与一般的佛

塔有明显区别袁具有多种功能遥 从历史记载尧后人
叙述来看袁第一袁明昌塔对当地人民文化生活有很
大的推进作用曰第二袁具有一定的祭祀功能袁与佛
道两教有密切关系曰第三袁兼具灯塔的作用袁显现海
口作为港口城市的特殊性曰第四袁作为景观标志袁登
塔可以观城市尧港口周边风光遥 这四点特性组合起
来袁让明昌塔在全国范围内都算得上比较难得的人
文景观遥有机会对其进行重建袁在文化传承的同时袁
再赋予一些新时代的文化含义袁 对提升城市的形
象尧加深公众对文化的认识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遥
野通过文脉挖掘梳理袁增加地区文化内涵及价
值袁充分发挥耶文化+旅游爷的优势袁能够极大提升
海口整体文化形象遥 冶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
建筑师尧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孙大章说袁明昌塔
重建是非常有必要的袁 因为海南的历史遗迹非常
少袁对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名胜应该恢复起来遥
2018 年 12 月袁经海口市委尧市政府批准袁明昌
塔重建项目顺利开工建设袁2018 年全省野12窑28冶重
点集中开工项目之一遥

据项目施工方介绍袁明昌塔形状呈
八边形袁高 33 米袁分七层袁主体采用钢
筋混凝土结构袁塔内地板使用海南本地
火山岩渊花岗岩冤铺设遥 这种石材的颜色
是灰白色袁 与当时明昌塔的颜色很接
近袁能更好地体现古朴的效果袁而且又
是海南当地特有的石材袁他们经过深思
熟虑后才选用了这种火山岩遥 而门窗则
采用进口菠萝格制作遥
施工团队在收集史料时得知野南溟
奇甸冶这个典故遥 在明代以前袁历代封建
统治者大都轻视甚至丑化海南岛袁把其
作为罪犯和贬官的收容所袁以致其成为
仕宦畏途遥 明太祖朱元璋认识到海南岛
战略地位的重要袁彻底改变对本岛的传
统看法袁还升琼州为府袁誉为野 南 溟 奇
甸 冶袁 统 领 崖 尧 儋 尧 万 3 州 袁 筑 野 海 口 所
城冶遥 对海南寄予厚望袁使得海南人民特
别是广大士子深受鼓舞袁 故有明一代袁
海南人才辈出袁 名满神州袁 如海瑞尧丘
濬尧王弘诲噎噎因此袁在重建明昌塔时
所用的瓦当尧 附属建筑椽头瓦当就有
野南溟奇甸冶的含义袁一排排的瓦当层层
叠叠袁犹如云雾缭绕的仙凡之境袁仙凡
之境有奇岛遥

开放游览后袁4.5 米高的塔基座层作
为展厅供人们欣赏袁 布展内容为海南历
史文物尧书画等遥 从塔内拾阶而上袁一层
有门无窗袁二至六层有一扇门及两扇窗遥
第七层有一扇门和六扇窗袁 人们可以在
这里登高远眺袁尽览海口风光遥
与过去的明昌塔不同袁 即将建成的
明昌塔从第一层到第七层都装设了石质
栏杆袁 市民游客可在每层的栏杆处登高
远眺曰 以前的明昌塔每层塔上绘有龙凤
走兽尧鸟虫花卉袁现在则雕刻着中国结尧
龟寿尧云龙尧仙鹿等样式的浮雕曰古时的
明昌塔夜晚是灯塔袁为渔民指引回家路袁
现在当夜幕降临时袁 明昌塔及附属建筑
的夜景亮化灯会亮起绚丽的灯光袁 妆点
塔身上下和美舍河沿岸袁 为市民游客带
来缤纷多彩的古典韵味遥
据介绍袁 明昌塔预计将在今年 9 月
底投入使用遥 琼山区旅文局局长王武表
示袁明昌塔字面含义包括政治清明尧文化
昌盛的含义袁反映当时海口的社会状况遥
在明清两代袁 明昌塔热闹非凡尧 文风鼎
盛袁今天的重建就是重拾海口城市记忆袁
充分发挥野旅游+文化冶的优势袁让琼台
文化的海南记忆得以延续遥

短评

留住
延续文脉，
“城市之魂”
姻 尚保平

英国作家约翰窑罗斯金在 叶建筑的
七盏明灯曳中袁把诗歌和建筑这两者看
成是克服人类遗忘的有力征服者遥 从这
个角度讲袁每一座历史建筑就好比一首
珍贵的诗篇袁历经岁月沧桑袁最终汇成
城市的史诗遥
在重建明昌塔的过程中袁海口注重
处理好城市建设和历史文物之间开发
与保护尧继承与创新尧共性与个性的关
系袁 顺应自然条件袁 保护周边生态环

境袁深入挖掘琼台历史文化底蕴袁不断
丰富城市内涵和品位袁延续美舍河流域
文脉遥
一个民族需要有民族精神袁一个城
市同样需要有城市精神遥 明昌塔的重建袁
也催促着人们去更好地坚守 野文化的城
市冶野精神的城市冶袁 守护城市里的文化乡
愁遥不让城市的文脉中断袁城市的精神得以
永存遥这样袁我们的这座城市既富有历史底
蕴袁又充满勃勃生机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