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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冬!北京"寒风过处!枝上残
叶寥寥" 圆明园在初冬的阳光下依然难得
安寂" 近日!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
会一则关于研究论证重建圆明园的建议
让圆明园是否重建的讨论再起波澜" 这处
已经存在了 !&!年的残园废墟再次成为
公众关注的焦点"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巨大的悲剧主
角! 圆明园始终是国人心头一块时时隐
痛的伤疤!一个难解的心结" !&!年前!

圆明园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 杰出的营
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
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于
世!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
园之园%" 辉煌和骄傲在 !'(#年初冬的
那场大火后嘎然而止" 熊熊燃烧的大火
把$圆明园%的创伤定格成一个恒久的耻
辱象征!它静静看着时光流转!以自身的
遭遇! 默默地折射着这片国土的荣辱兴
衰!矗立在北京西北的断壁残垣废墟!已
烙印进了中国人的精神血脉"

有关圆明园遗址未来的命运!在学
术界和社会上一直争论不休!基本分为
$重建派%#$整修派%和$废墟派%" 其中!

$重建派%又有$原址重建派%和$异地重
建派%" $重建派%主张全面修复!以显示
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整修派%主张部
分修复!作为历史纪念和旅游之地&$废
墟派%主张保存好遗址!稍加修整!作为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国耻%纪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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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的同治皇帝无疑是最早
的$原址重建派%的代表" !'"$年!$亲
政%刚刚一年的同治就下达了重修圆明
园的上谕'$因念及圆明园本为列祖列
宗临幸驻跸听政之地! 自御极以来!未
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 于心实有未
安!日以复回旧制为念%" 此时距圆明园
第一次被烧已 !$年" 这个时期!大清帝
国对外通过与外国列强媾和!换来了一
段较长时间的$和平%&对内靠曾国藩#

左宗棠#李鸿章等的湘淮军队!彻底镇
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再加上大兴洋务运
动!帝国隐隐有复兴之兆"

即使如此! 同治对圆明园工程耗费
亦有所知!$现当库款支绌之时((诚恐
不敷" %所以$再四思维%!决定$择要兴
修%!$其余游观之所概不修复%" 并专门
为重修圆明园筹款发出上谕'$着王公以
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

重修圆明园的幕后推手应该是慈禧
皇太后"她重修圆明园的心情比同治更为
迫切" !'"$同治发布上谕的当月!她就几
次催促皇家建筑设计御用的 $样式雷%呈
交烫样!并亲自进行修改" 这一次的整修
计划!最初设计总共有 $###多间建筑!包
括正大光明殿#九州清晏#上下天光等 %!

个景区" 但整修工程并无意准确恢复原
状!设计全凭慈禧和同治的喜好!很多建
筑都准备大幅改动"

但同治没想到! 自己亲政后想要创
造的第一得意杰作!居然阻力重重"先是
御史沈淮疏请缓修圆明园工程" 同治览
奏大怒!立即召见沈淮!严词申斥" 接着
御史游百川再上疏谏阻!同治更恼!下令
将游百川革职!随后他干脆发了个上谕!

勒令群臣不准复言"

即便如此!当时的恭亲王奕 #醇亲
王奕 #大学士文祥#帝师李鸿藻等重臣
也不为所动!依然极力反对!君臣矛盾爆
发"据晚清文学家吴汝纶日记记述'召见
时$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 谓十
年以来!无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
事!昨谕著即撤销云云%"其结果是'双方
互做妥协!重修圆明园改为修葺三海"至
此!圆明园重修宣告结束"耗费了 )'#多
万两白银的这项工程! 有 !##座 &##间
殿阁亭榭动工在建!没有一座完工"

实际上!同治时期所谓的$中兴%

不过是这个没落帝国的回光返照!羸
弱的清王朝早已沉疴难救"

此后十余年间!清朝统治者没有
大兴土木" 直到光绪年间!再一次垂
帘听政的慈禧! 为贺自己的六十整
寿!挪用海军军费修复了原为圆明园
附园的清漪园!改名颐和园"

!*##年!八国联军再次火烧圆明
园!残破的圆明园在战乱中遭到彻底
的毁灭" 随后!圆明园还经历了$木
劫%#$石劫%和$土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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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中国为了保护圆明园
遗址!专门成立了圆明园管理处" 也
就是从这时起!如何修整和保护圆明
园!就开始有了分歧的端倪"

但真正让这种分歧放大到引起
全社会关注的!是一份声势浩大的倡
议书" !*'#年 '月!*#多名古建和历
史专家在北京召开圆明园罹劫 !%#周
年学术研讨会" 会上!当得知一个外商
想在圆明园投资盖宾馆的消息时!与会
者决定写一份倡议书并征集社会名流
签名!尽可能扩大社会影响!号召对圆
明园进行保护#研究和整修" 这份*保
护#整修#利用圆明园倡议书+提出'政
府重申保护法令!公布圆明园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立专门的机构
研究和管理&修建围墙#防止破坏&妥善
安排遗址内农民& 有计划地发掘遗址#

研究史料!做好整修准备工作"

那一年! 有 !&'$人在这份倡议
书上签字!这是一份超级$华丽%的签
名名单!列在前面的有宋庆龄#沈雁
冰#习仲勋#许德珩#张爱萍#史良#荣
毅仁((老将军张爱萍所写$整修整
修!还我河山锦绣%一度成为那个时
代的流行话语"

这份倡议书使圆明园成为举世瞩
目的焦点!同时也引爆了一场旷日持久
的争论"

反对的焦点集中在于'中国刚开
始改革开放!还很穷!问题成山!需要
大量经费解决"这在当时是很有代表
性的一派观点"有人甚至把整修圆明
园和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
相类比"

而支持者认为' 整修圆明园是
$振兴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映射着中
华民族百年屈辱史的圆明园! 也同时承
载起了百年强国梦"

恰逢此时!电影*火烧圆明园+上
映!引发轰动!也让更多的人对圆明园
的悲剧历史有了直观的认识"在这样的
争论声中!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
游作为圆明园$出路%的想法轮廓初具"

!*'$年!圆明园沦为废墟一个多

世纪后! 终于在北京的城市规划中被
定性为遗址公园" 作为遗址公园建设
的一期工程! 福海于 !*')年 !%月 !

日开挖"沉睡了一百多年的圆明园!在
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中苏醒了"

随后!关于圆明园遗址的保护问
题每隔数年就引起纷争!先后经历了
四次大的争议'!*'#+!*''年的遗址
清理整治与保持废墟之争&!**&+

%###年与 %##$+%##)年的部分整修
与维持残园之争&%##& 年圆明园遗
址的防渗措施与保护生态之争&%##(

年到 %##*年由浙江横店圆明新园工
程的动议和启动引发的圆明园异地
重建与反对重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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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修派%和$废墟派%的争论从
上世纪 *#年代一直延续至今! 矛盾
激烈时势如水火"

%###年!北京市出台了*圆明园
遗址公园规划+!从某种程度上说!这
个规划也是各方观点争论出的结
果,,,既适度整修! 又不盲目行事"

*规划+ 重申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
护原则!批判商业游乐化倾向!决定
恢复全园的山形水系及植物配置!保
持大部分遗址被毁面貌!必要的建筑
物恢复限定在 !,!#以内" 这些内容
足以让$整修派%无比振奋"让人意想
不到的是!在*规划+出台之后!环保

主义者异军突起!成为$废墟派%的新
生力量!并且在$废墟派%的发言体系
中占据了越来越重的分量"

就在$整修派%和$废墟派%还在
争论不休的时候!$重建派%突然横空
出世!以咄咄逼人之势抢占了争论的
焦点"

%##'年 %月! 浙江横店方在北
京钓鱼台国宾馆高调宣布!$按 ! !!

的比例重造一座圆明园%" 豪言一出
遂引起全国范围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但由于该项目规划用地 (!(& 亩!其
中 $#*(亩土地不符合横店镇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 包括基本农田 !#&"-)

亩"圆明新园重建计划在宣布两个月
后即被紧急叫停"

圆明新园重建虽然停下!但它掀
起的波澜至今没有完全平息"这种争
议本身也反映了在国力提升和国际
影响力扩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和民众
如何对待伤痛历史的纠结以及回归
理性探讨的态度"

!&!年间!几代人试图重建圆明
园的计划都在争议声中几经波折!每
次方案的出台都能挑动中国人最敏
感的历史神经! 掀起新一轮 $修%与
$存%的论辩"

对于圆明园一去不返的 $绝世美
景%!公众一直带着遗憾进行想象" 是
修复那曾经的华美梦境! 还是保存这
遭受蹂躏之后留下来的断壁残垣) 可
以预见!争论仍将继续!作为举世无双
的皇家御苑和当之无愧的 $世界园林
之王%!圆明园本身就承载着中华民族
的美丽与哀愁! 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形
式存在! 圆明园都是一个震撼人心的
梦幻杰作! 永远不会从我们的视野里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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