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民俗景观

城市除了就自然山水等所形成的特征外, 还可以借助自身

的文脉特征建立形象。历史愈悠久, 文化积累愈深厚, 城市景观

就愈丰富动人。这要求深入认识历史、发掘并再现其活力。那么

旅游者的体验将是全方位的, 城市居民更将受益于浓郁的文化

氛围。

厦门“扼台湾之要, 为东南门户”, 形势险要, 历来为兵家所

重视, 形成众多军事景观: 600 年前建的厦门城, 古营寨、古炮

台、隧道、水操台。

历史人物有郑成功, 还有首创水运仪象台的苏颂, 倾资办学

的陈嘉庚。这里是著名侨乡, 华侨出入口岸。

厦门仍保持着古中国的茶道。岛上虽不产茶, 却茶香飘于大

街小巷, 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八大菜系之一的闽菜以福州

菜和厦门菜为代表, 素菜和小吃是厦门菜的两大拳头商品。

鼓浪屿有“琴岛”之誉。集美螯园荟萃闽南石雕。厦门民间艺

术有南曲、锦歌、答嘴鼓、高甲戏。厦门方言是汉语“活化石”。

如果对它们不加以重视, 这些人文景观特色之源将逐渐被

淡忘而消失, 更不要说建立当代的地域人文景观了。

景区开发规划

11 适度开发, 保持地方生态的良性循环——生态可持续原

则

景区新项目的规划要因地制宜, 尺度合适, 不与山水争色,

增景不争景。在整体观点的指导下, 逐渐开发、改建和调整, 避免

一次性地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像鼓浪屿以所谓开发旅游资源

为由蜂拥而至的项目对自然景观历史风貌的破坏是得不偿失

的。所以宁缺毋滥, 新项目的开发要综合衡量利弊, 慎之又慎。对

于未开发的地区, 在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前提下,

适度开发才能使景观保持持续发展的活力。

21 无形的文脉蕴涵于有形的景观, 创造全方位的体验——

文化特色原则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 不少历史遗迹逐渐消失。这些历史遗

迹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若能加以保护和开发, 往往成为城市的特

色历史文化景观。例如厦门市区的古海湾如今只能从历史的地

形地貌中寻找, 而“七池八河十一溪”多已名存实亡。若开辟“古

海湾池河溪”旅游线, 怀古惜今, 情趣盎然。而古八景、新八景因

为开发力度不够, 鲜为外人所知。

对于已开发的景点, 则需要进一步突出特色, 特别是与当地

的人文资源相结合。旅游的初级阶段主要是娱乐活动, 发展到高

级阶段, 除了娱乐外主要是满足文化兴趣。如鼓浪屿的万国建

筑, 外行的游人往往走马观花。如果我们不只是因借建筑本身的

景观, 而是借此创造建筑博览文化, 建立小型的博物馆、展厅, 以

通俗明了的方式介绍这些建筑的历史背景、形式来源、文化内涵

等, 游人得到的就不仅是视觉体验, 而成了全方位的感官体验。

同样,“钢琴之岛”的美誉也不只是偶尔飘至的琴声, 人们应该还

可以进一步的接触, 更深入的了解甚至亲身一试, 感受全方位的

钢琴文化氛围。至于厦门的茶文化、闽南民俗风情、文化艺术、特

色民居——大厝等等, 都是值得挖掘的景观资源。

保持风土人情是抬升景观价值的关键。同样的景观因为蕴

涵其中的文化内容不同而独具魅力。无形的文脉与有形的景观

的有机结合, 才能显示出城市景观的个性。

31 新的活力的注入, 城市景观脉络的延续——时代发展原

则

城市特色不仅来自得天独厚的自然、历史人文景观, 也源自

与时代紧密合拍的新生景观。城市的景观是发展的, 景观的延续

反映了城市的进化。我们不可否认这种变化, 不可否认今天的人

工、人文景观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因此就必须既尊重历史又

考虑到未来的变化。在城市景观建设中, 不断注入时代因素, 保

持城市景观特色的延续。

结语

城市景观是动态的, 具有强烈的时间性、地域性。一个有地

域特色的景观城市为居民带来认同感和归属感, 更展现出生态、

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地域性景观城市的创造必须立

足于城市特有自然环境的保护利用、历史文脉的挖掘再现, 以及

两者的结合, 并注入时代的内容而得以持续发展。

参考资料
1　吴良镛《吴良镛城市研究论文集—迎接新世纪的来临》中国建筑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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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协二届学术年会土建优选论文 (二)·规划·设计·环境·论坛·

滨水旅游城市设计要素分析
张燕来　 (厦门大学建筑系　361005)

　　〔摘　要〕　滨水旅游城市越来越受到关注, 针对这一特定类型的城市, 本文从点、线、面三方面初步探讨了这类城市

的设计要素。

〔关键词〕　滨水旅游城市设计　线形设计　城市风格　建筑环境

The urban D esign elem en ts of sea shore tour c ity
Zhang Yan lai(A rch itecturalD epartm en t X iam en U niversity 361005

　　Abstract: To typ ical seasho re tour cities, w h ich been paid

more atten tion recen tly, w e p robe in to the elem en ts of urban de2
sign from do t, line and surface.

　　Key words: 　 seasho re tour cities　urban design 　city

style　arch itectural environm en t.

信息化的来临与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鲜的生活工作方式,

网络时代、全新消费模式、生活理念又进一步导致了城市功能的

质变, 从某种意义上讲, 城市已不可能是原来的城市了。

旅游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正越来越吸引着人们的关

注, 而由中国的地理特征 (漫长的海岸线、长江、黄河两大流域、

众多内陆湖泊⋯⋯)导致的众多的滨水、滨海城市自然在旅游意

义上具有更大的魅力。同时, 城市的滨水区往往是一个城市发展

的起点和城市生活的载体。可以这么说,“海洋文化”直接导致城

市文明的启蒙。西方的城市文明起源于地中海海洋文明城市体

系, 从古代希腊、罗马开始, 它们的文明中心就建立在海港, 15

世纪后, 葡萄牙和英国的殖民活动又将此格局放诸四海, 纽约、

旧金山、新加坡、香港、上海⋯⋯并逐步形成所谓海洋文明的格

局, 滨水区带动滨海城市, 中心滨海城市带动沿海地带, 乃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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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家, 沿海地带形成一个国家的中心区域。

近年来, 国内外许多城市, 从东京到香港、珠海都提出了规

模宏大的“海市计划”, 科学家钱学森也曾提出“把整个城市建设

成为一座超大型园林”, 即所谓“山水城市”、“城得山水而灵”。可

以说, 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上的现代滨水城市设计已成

为新世纪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

从旅游心理学角度来分析, 旅游者对城市的把握往往是片

断的、浅层次的、主客观交叉的, 但正因为如此, 往往是小中见

大,“窥一斑见全豹”。因此, 从滨水、滨海旅游城市的设计要素来

分析, 我认为滨水城市应从点、线、面三个要素来分别对待、整体

把握:

一、线——山体轮廓线, 水体边界线及建筑轮廓线。

有水 (主要是海) 的城市往往大都有山, 因此线形 (自然线

形: 山体线、水体线, 人工线形: 城市景观轴线、建筑轮廓线) 的设

计与处理对于滨水城市而言尤其重要。对比香港中环与纽约曼

哈顿的城市形象, 我们不难发现香港中环的城市形象更具人情

味和柔性, 其原因便是有太平山作为“天然后台布景与屏障”的

作用。 (图一、二)

图 1　纽约曼哈顿城市形象——“都市石林”

图 2　香港中环城市形象——“都市石林+ 绿色屏障”

　　在具体设计中, 我们应尽量保留原有山形与水体的完美线

型, 并结合景点建筑物布局与设计, 整体考虑。一方面原有山形

与水体曲线是可持续设计的基点; 另一方面, 好的景点设计, 如

标志性建筑等又可为轮廓线带来某些变异的美感, 并形成必要

的视觉和构图中心。英国建筑师塔? 法雷尔在香港太平山顶设

计的凌霄阁就是很好的一例, 它使香港中环相对混杂的高层建

筑群在太平山顶后到了一个较好的视觉焦点。

重庆是另一个有着难得先天条件的城市, 两江环抱、山峦叠

翠、巴山夜语, 在谈及重庆最新的城市设计时, 重庆市副市长甘

宇平这样说:“我们的目标是把它建设成经济发达、环境优美、有

山城特色的山水园林城市。我们的总体规划要把重庆的特色融

进去, 要显山露水”。因此, 在具体规划设计中, 我们必须考虑山

际线和水际线, 就是建筑物必须与山水相协调, 尤其是沿江沿海

沿山的建筑要特别研究、仔细设计, 建筑的高度、体量、颜色, 都

要展现和服从于该城市的个性, 不能破坏山体和水体本来的形

态与面貌。

二、点——建筑风格与城市风格相统一

对于滨水旅游城市而言, 城市的风格是一种虽然看不见、摸

不着, 但又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周围的具体的东西。从建筑史

的角度来看, 世界上众多的滨水城市各具特点, 有的保留至今,

成为人类的财富, 有的已遭破坏, 被“国际式”的城市建设所吞

没, 变得毫无光彩。由此看来, 建筑风格与城市风格的统一与协

调是城市设计中的又一重要议题。

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或许能给我们不少启示: 广场周围的

建筑均建于不同时期, 但在大海的衬托下它们又是多么的协

调! ——建筑并不因自身而美丽, 而由建筑共同形成的广场空

间却散发出无穷的永恒的魅力!

从滨水城市的特点来看, 临水、亲水建筑的风格大致应是轻

盈的、通透的, 具有海韵建筑、亲水建筑品味的, 但具体的建筑设

计处理手法则应从具体的城市大环境、大风格中去寻求协调。厦

门国际会议中心的设计在这一点上可谓成败皆有: 悬挑的屋顶

意向与翘起的建筑立面处理的确具有海韵建筑的意境, 但过于

敦实的建筑基座处理又使之显得有些滑稽与模棱两可。 (图三)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即使从广义的城市设计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建筑风格也

应让位于城市风格, 因为城市风格、城市形象直接来源于地域特

点与城市文脉。与建筑风格相比, 城市风格更稳定、更理性。可喜

的是, 现今大多数建筑师都能够从城市整体出发来思考建筑, 而

不仅仅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营造城市。张永和在谈及自己理想

中的城市时写到“一个城市应该这样: 绝大多数建筑在高度、用

材、形式上比较相似, 然后很少的市政建筑如博物馆、歌剧院等

画龙点睛, 盖里和李祖原的一些大雕塑我也挺喜欢, 但它们应该

是城市中少数的异化的部份。”

三、面——城市空间与建筑环境的协调。

在滨水旅游城市设计中, 由于旅游者主要位于城市大环境

中, 在建筑外部空间停留、观赏时间相对更长, 因此建筑环境与

城市空间的协调便显得尤为重要。我觉得对具体城市的人性尺

度的把握是其关键。

城市的形成最早便是由人类定居地以尺度构成的空间来得

到体现。从位于长达 7. 9 公里中轴线上的元大都有的规划到世

界上最小的城市国家梵蒂冈 (0. 44 平方公里) , 我们通过一系列

城市尺度把握国家、城市的精神状态和文化价值观。对于滨水旅

游城市而言, 一方面, 每个城市独特的海、山、水等自然尺度必然

会在城市空间、城市尺度上有所体现与表达; 另一方面, 旅游者

的参与又进一步对城市建筑环境与空间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烟花三月下扬州”, 可是现在的扬州, 到处是宽阔的马路、

漂亮的高楼, 原先的城市尺度遭到破坏, 直接带来的感觉就是瘦

西湖更“瘦”了。而与扬州邻近的苏州城在九十年代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名城时便是因为干将路建设的尺度破坏了苏州城原有的

尺度而遭拒绝。

从历史和现实两个侧面透视城市空间与建筑环境的关系有

助于我们在具体设计中把握滨水旅游城市设计中向旅游者展示

的“面”的部分。最近在国内的城市建设中, 有了一种“建筑学大

连”的现象, 客观地分析, 大连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海滨旅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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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在城市布局、公共空间设计上确有不少可取之处, 但不顾具

体城市地域特点, 城市尺度照搬大连式的市民广场、滨海公园等

做法显然是急功近利的。

可以想见, 随着二十一世纪的来临, 滨水旅游城市设计将在

现代城市中扮演着积极和充满遐想的角色, 莱特早在《建筑的未

来》一书中便畅想:“去任何一个地方的一日游不久将在实质上

成为某种乐事, 不管在什么地方, 旅游都是快活的⋯⋯”愿莱特

的畅想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　王建国 1 城市设计, 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9

2　甘宇平 1 重庆: 要显山露水, 南方周末, 2000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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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协二届学术年会土木建筑优选论文 (二)·规划·设计·环境·论坛·

厦门中山路商业环境现状及展望
——厦门中山路的传统和文化调查

谢弘颖　 (厦门大学 97 建筑系)

　　〔摘　要〕　针对厦门中山路的商业环境进行调查, 分析存在现象的原因, 展望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提出中山路完善

的主要方法在于尽量保持原有的街道空间的完整性, 继续发挥其在文化方面的作用的观点。提供一条在旧城改造中, 寻求

现代商业文化和地方性传统文化的切合点的新思路。

〔关键词〕　厦门中山路　商业环境　传统文化

Urban Env ironm en t Investia tion and Econ struction Proposa lofor Zhongshan Street in Xiam en
X ie Hongyi(T he A rch itecture D epartm en t of X iam en U niversity 361005)

　　Abstract: T he result is base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vesti2
gation of the Zhongshan Road of x iam en. W e try to find out the

cause of som e business phenom ena and fo retell its future. W e

suggest its keep ing the in tegrated im age of the o ld fo rm s and tak2
ing a more active part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ffairs. It gives an

idea of finding a w ay out betw een the modern business culture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o ld cities.

　　Key words: Zhongshan Road 　business environm en t　

traditional culture

调查的背景和意义

厦门中山路的建设于 1926- 1933 年间, 是厦门老区中极富

特色的建筑群之一。全长 1200 多米, 宽 15 米, 建筑多为 3- 4

层, 两侧建筑高度与街道宽度比为 1: 1. 2- 1: 1. 1 左右。具有欧

美古典建筑细腻的特点, 门窗, 廊柱, 花纹的雕饰使建筑群更贴

近人的尺度。建筑为骑楼式, 适应厦门多雨, 日照时间长的气候

特点。中山路是中华十大名街之一, 是全国唯一一条通向大海的

商业街, 在厦门市民心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几年来, 随

着上海南京路, 苏州观前街, 北京王府井⋯⋯全国一些重要的城

市街道的改为步行街, 把中山路改为步行街的设想日益得到厦

门市市政府和市民的关注。结合城市规划课的课题, 我们五位同

学组成“蓝点”小组。针对中山路的商业, 文化, 历史方面进行了

调查和研究。

调查时间: 2000 年 11 月

调查地点: 厦门市中山路

调查目的: 了解厦门中山路的现有状况, 分析现象形成原

因, 预测将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调查内容: 1. 对中山路的各项服务设施作了统计。

2. 对中山路上行人的数目, 年龄, 活动进行了观

察和分析。

3. 作问卷调查。

调查采用发放和收集表格与访问相结合的方式, 共发放表

格 120 份, 收回 108 份, 经整理符合要求的有 97 份, 有效率为

89. 8%。表格主要采用提问的方式进行, 采访对象为行人, 其中

老年人 15 人, 占 15. 46% , 中青年 74 人, 占 76. 2% , 少年儿童 8

人, 占 8. 25%。

调查与分析

经过我们对中山路现有商业状况的观察我们发现了:

第一个问题: 中山路目前的商业发展呈现出明显不平衡的

状况。

现状: 上半段的行人较少, 生意也较清淡, 下半段则相反。我

们测得数据: 在节假日期间下半段人流最多可达平均 110 人ö分
钟, 同一时段上半段仅为 75 人ö分钟。我们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

下几点:

1. 地理因素: 下半段 600 多米长几乎为平地, 行走轻松, 终

端的鹭江和鼓浪屿的景色成为潜在的吸引因素。上半段则为坡

地, 逛街时易产生疲劳感, 整条街又缺乏相应的休息服务设施。

2. 公交车站的站点设置和通过的公交车数目: 下半段有 15

路公车通过, 上半段有 9 路车通过。厦门市的公交系统发达, 公

共汽车是市民的主要交通工具。

　　中山路土地节点及视线分析图

　　3. 商业特色和商业结构: 根据我们统计的结果中山路上共

有大小商店 255 家, 其中上半段 150 家, 下半段 105 家。上半段

商店的结构显得过于简单, 同类商品布局较为分散。除了正在兴

建的宏辉广场和恰好处十字路口外的大陆商厦外, 主要为店面

装饰简单的零散的小规模经营。普遍存在着经营特色不足的问

题, 因此缺乏对顾客, 尤其是年轻顾客的吸引力。下半段的商业

结构较为合理: 拥有 4 家层数在 6 层以下的中型商场和许多分

布集中, 特色鲜明, 占小店数量的 60% 以上的小型专卖店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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