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庆 星 湖 风 景 名胜 区管理 局
标记 C类
肇星管 函 E2020〕 14号

关于对政协肇庆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第 245号 政协提案的答复
高菲等委员

:

您们提 出的关于肇庆 七星 岩摩崖 石 刻 的保 护 与利用 的
建议提案收悉 ,您 们提 出的宝贵建议对进一步加强摩崖石刻
保护和利用 工作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 们将广泛借鉴和吸收 。
感谢您们对肇庆 七星岩摩崖石刻保护、管理和利用等方面工
作的关心和支持 !结 合景 区的实际情况 ,现 就您们提 出的宝
贵建议答复如 下

:

七星岩 摩崖石刻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是 南中国最
完整和最集 中的摩崖石刻群 。一直 以来 ,受 到 了国内外游客
以及广大学者的普遍关注和广泛赞誉 ,是 星湖文化的最大亮
点 ,也 是肇庆旅游的重要卖点。近年来 ,在 上 级部 门的重视
和支持下 ,星 湖景 区严格贯彻落实文保 工作方针 ,为 促进七
星岩 摩崖石刻保护与利用先后开展 了一 系列 工 作 ,也 取得 了

一定成绩 ,具 体包括

:

一是认真做好 日常管理 工作 。做好七星岩摩崖石刻的 日
常工作 ,是 保护和利用的重要前提 ,景 区对此项 工 作高度重
视 。一 方面是景 区文物职能部 门组织 工作人 员做到每天的定
期巡查 ,严 禁涂写和破坏现象 ,发 现 问题及时制止 ,将 对摩
崖石刻 的保护 工 作 落到实处 ;另 一 方面结合摩 崖石刻的情
况 ,定 期 组织进行清洗苔藓 ,祛 除枯叶朽枝 ,清 除地衣等

,

消除对石刻的不 良影响 ;同 时组织对摩崖石刻进 行填 红 ,减
少甚至杜绝有害化学品对石刻的破坏 ;结 合摩崖石刻长年暴
露在风雨 中的实际情况 ,为 减少雨水 的冲刷 ,为 摩崖石刻建
立专门的雨 水分流渠 ,最 大限度地使书体各异、题材丰富的
摩崖石刻得到有 效保护 ,并 最大限度地 发挥其观摩和科研的
重要价值。
二是争取资金切 实加强保护 。近 年来积极 向上 级争取文
物保护专项 资金 ,先 后争取专 项资金开展 了七星岩 摩崖石刻
保护规划 编制 、七星岩摩崖石 刻除险加 固保护 工程等 多个项
目,在 对做好保 护规划的同时 ,消 除摩崖石 刻危岩体的安 全
隐患 ,使 景 区 内的摩崖石 刻得到完好的保存 ,为 保护摩崖石
刻提供 了有力的保障。
三是积极做 好活化 利用 工作 。近 年来 ,景 区充分发挥摩
崖石刻 资源丰富的优势 ,挖 掘特色文化 ,展 示独特 魅力 ,通

过编辑 出版 七星岩 摩崖石 刻拓片集 ,编 辑 出版 星湖 摩崖石 刻

诗词 选 集 ,编 纂 星湖 文化系列丛书 ,编 撰 《星湖志》,组 织
“
学 生志愿者 向游客宣传、讲解摩崖石刻 ,组 织举办 七星岩
”
摩崖石刻诗词大 会 ,加 强与城区中小学校 的联 系 ,组 建志
愿服务队伍 ,利 用星湖博物馆 这所肇庆 目前唯 一一所景 区博
物馆 这个重要的平 台,进 一步 向游客介绍摩崖石刻文化等多
种方式 ,不 断加深人们对摩崖石刻文化的 了解 ,最 大限度地
发挥摩崖石 刻 的重要功能 ,在 活化利用 等 工 作 中彰显其价
值 ,对 进一步丰富星湖景 区厚重的文化 内涵 ,提 高景 区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 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取 得 了良好的成效。
四是建章 立制 ,不 断规范管理 。2017年 在肇庆文广旅体
局的重视 、支持和指导下 ,我 们将包括摩崖石刻在 内的星湖
景 区的文物制定 了暂行管理办法 ,为 保护这些重要的宝贝撑
起 了一把保护伞 ,严 禁破坏行为 ,进 一步规范 了对七星岩 摩
崖石刻的保护 、管理和利用 工作 。
在接下来的工 作 中,星 湖景 区将严格按照文保 工作的要
求和方针 ,切 实加强保护和管理的力度 ,借 助星湖成 功创建

5A级 旅游景 区的东风 ,充 分发挥摩崖石 刻的重要价值 ,促 进
星湖景 区的建设和 发展 。 同时 ,请 各位政协 委员一如既往关
心和支持 我们的工 作 ,共 同为促进星湖景 区的发展 而努力
再次对各位政 协委员表示 衷 心 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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