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关键词

社会生活作为联结人与城市公共空间的纽带，

深刻地影响着城市开放空间的形态。香港这个特殊城市，它

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人文因素，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们
的社会生活有了高效率的特点。这种高效的社会生活影响了

城市公共空间形态（包括了交通、休闲、工作、学习、生活

空间）的发展模式。本文从高效率方面分析了香港的社会生
活状况特点同城市公共空间形态之间的关系。

社会生活、效率、公共空间:

ABSTRACT/ As a conne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the city public space, social life deeply influences

the conformation of the city open space. HongKong is a

special city, it s particular geography, economy and
culture, makes citizens social life efficient .The

efficient life affects city public space s

conformation(including traffic, entertainment, work,

study and living space).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Kong social life s character

and the city public space s co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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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认为建筑物总是形单影只地矗立在一片
空地上，而在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城市，形态都呈现

建筑群体紧密地围绕着城市开放空间。 ·亚历山

大在《城市设计新理论》中总结了城市发展的七条

细则，其中细则四——城市正向空间，就强调了每

个建筑物在其附近必须既有机联系又优美典雅的公
共场所，即每建造一个建筑项目都要以它能够创建

优美的人行空间为原则来实施。在这里，亚历山大

认为为了使城市发展具有整体性，应打破以往认为

的建筑的空间为正向空间的常规，认为应强调

“‘建筑物围绕空地’，而不是‘空地围绕建筑

物’”的观念。
香港由于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及经济、科技、

人文等因素，使得自身城市公共空间发展模式将这

种理论发挥到了极致。在香港，这种城市公共空间

发展为了空间立体模式，建筑物在平面上围绕开放

空间的同时，在垂直方向上也将公共空间包容其
中。建筑职能空间与交通、休憩空间相互穿插，形

成了城市一体化的形态。而这种城市公共空间发展

模式同香港的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相互影响。

·亚历山大在《建筑模式语言》中提出“事

件模式”，即每个地方的特征都是由不断发生在那

里的事件模式所赋予，空间模式与事件模式相对
应，二者之间没有相互决定论，只是相互影响的重

要因素。这个概念同诺伯格 舒尔茨的场所概念有类

似的地方，他认为场所是具有清晰特性的空间，是

由具体现象组成的生活世界。场所是空间这个“形

式”背后的“内容”。场所是由自然环境和人造环
境相结合的有意义的整体。这个整体反映了在某一

特定地段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自身的环境特征。
对舒尔茨的“场所精神”影响甚深的海德格尔在解

释其现象学概念时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以希腊神庙

为例，人们因为神的存在而进入到神庙中顶礼膜

拜，神是人在神庙中发生祭祀行为的因素，“在这
座神庙中，神祗既是一位出席者，又是一位缺席

者，它在显灵的过程中显现，又从人的视野中悄然

隐去”。 神和神庙是相互影响的重要因素，却不是

决定因素。

社会生活，即人们在城市空间中的行为活动，
成为了事件模式的主体，社会行为成为连接城市公
共空间与人的纽带。社会生活在人与城市公共空间

的关系中扮演人与神庙行为关系中神的角色。社会

生活来源于人的各种需求，在现代城市，随着城市

化进程速度的不同，生活在不同城市的人们的生活

需求也不同。

香港的社会生活状况

香港是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城市，作为世界贸

易中心，频繁的商业行为带来了复杂的交通矛盾。
另外，香港在世人眼中也是旅游购物的天堂。这些

都给香港带来了高密度的人流往来以及在当地的行

为活动。因而，发展受地理环境限制的香港如何承

担如此庞大的交通量成为这个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

所在。提高效率作为一条必然的途径成为解决这个

社会问题的办法。身处香港，无不处处感受到效率
之高，工作、学习、生活等各方面高速地运转着，

一、城市公共空间与人的关系

二、香港的人与城市公共空间

香港城市公共空间浅析

唐炎潮 Tangyan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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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井然有序。因此高效率成为了香港社会生活的

一大特点。

香港的公共空间状况

作为一个经济、技术，人文等高度发展的城

市，香港的生活状况使得生活其中的人们在对城市
公共空间的使用上有了相应的需求。在这个讲求效

率的城市，人们对公共空间的需求有几种趋向：

（ ）、工作环境——高效率密集工作环境下

的精神短暂缓和；

（ ）、消费环境——繁荣商业行为中的休闲

场所；

（ ）、教育环境——嘈杂城市环境中的文化

净土；

（ ）、居住环境——私人空间的狭小精致与

公共空间的丰富相融合。

于是，人的需求转化为社会生活一部分，成
为影响空间模式形成的事件模式。下面以香港几种

建筑类型的外部公共空间的形式和塑造方法为例，

说明该城市公共空间环境的特色。

（ ）、办公及商业建筑外部空间——香港中

环
中环是香港的政治经济中心及高级购物饮食地

区，香港的繁荣兴衰也与中环息息相关。作为香港
的中心地段，有数不尽的办公楼、商业金融中心，

以及形形色色的餐饮店和名人名肆。在这里，公共

空间演绎着各式各样的社会生活。

（ ）、学校建筑外部空间——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位于香港九龙红勘地段，处于城

市当中，周边是密集的建筑群，并且临近九龙广铁

火车站，其入口与地铁站相接，来往人流频繁。因

此，香港理工大学在这样的客观环境限制下，布局

整体集中，在整合的建筑布局中，通过建筑物的围

合，限定及人造高差的设置，形成清晰的交通体系
和层次丰富的开放空间，在这喧嚣的城市地带开辟

出一方学习的宜人环境。

（ ）、居住建筑外部空间——大屿山居住区

大屿山是香港最大的岛屿，面积 ，大

小等于两个香港岛。岛上有山峦，东西延伸，最高
的山为凤凰山（海拔 ），此外还有二东山、大

东山、弥勒山等。大屿山是香港地区一处风景优美

的闹市中的静地，文物古迹众多，原先作为香港一

块发展旅游度假的地区。今年来，随着香港城市人

口、建筑密度的提升，城市向外发展，在大屿山地

段开发了许多住宅区。由于交通便利，环境清幽，
这里也成为了居住的新趋向。为了保护大屿山原有

的人文自然资源，这里的住宅开发以高容积率为原

则，多是高层住宅，因而，对住宅区内部的公共空

间设计具有了一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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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环中银大厦和
道路高差形成小环境

图2 中环渣打银行大厦
利用地形形成入口平台

图3 中环花旗银行大厦
利用地形形成休息庭院

图4 中环花旗银行大厦
利用地形形成休息庭院

香港理工大学入口 香港理工大学内部高差庭院

香港理工大学交流学习空间 香港理工大学内部休闲空间

高层住宅 高层住宅底部架空绿化平台

住宅休闲空间 停车交通休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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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键词：

中国和意大利由于不同的地理、历史、文化

背景而导致宅园山水观的异同，本文通过对庭园中具体元素

的比较，试图深入地剖析其蕴含的文化本质，以期为分析研

究两种文化的人提供参考。

宅园 自然观 山水观 石情 水韵

Abstract: The difference of the background of

geology , history and culture cause the view of

landscape of outdoor garden on China and Italy

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 This article compared the

concrete element , tried to chip away the cultural

essence , thus provided the reference for someone who

analyze and study the two kind of culture.

" "人们常说： 东有中国，西有罗马 。中国的文

化源远流长，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而意大利的历

史文化也十分久远，古罗马在公元前就征服了古希

腊，成为横跨亚欧大陆及非洲的西方大帝国。因此
比较这两个文明古国住宅园林中的山水设计观以及
与此相关的文化背景，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东

西方文化的区别和联系。

要了解中国人的自然观就必须先探讨中国文化

的本源。中国先祖伏羲所处的时代开始有了阴阳五
行的概念，中国人的自然观应该以此为草创。后来

中国古人又创造了天干与地支，并编制了农历，开

始用中国人独特的方式去解释这个世界。因此自古

以来中国人的自然观就强调人是自然中的一份子，

人要顺应自然，这种对自然的理解导致后来的山水
画与山水园林的蓬勃发展。

而意大利自然观的起源可能要追溯到古希腊时

期。尽管在公元前古罗马就征服了古希腊，但正如

古罗马人所言：“征服者被被征服者征服”，即它

在文化上被古希腊的所征服，可见古代希腊创造了

多么伟大的文明以至于侵略者都为之折腰，这同时
也说明了，意大利人自古就对他国文化有巨大的包

容性。

以上所述的这种包容性，意大利与中国颇为相
似。具体地说，古希腊人认为世界是由土、水、

气、火四种基本元素构成并提出了数的概念，认为
自然界是“大宇宙”，人体是“小宇宙”，人体是

世界构造的反映，人的灵魂是数的和谐。与此相似

的是中国古人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

种元素构成，并将这些元素互相联系用来解释人体

运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人与希腊人具有相

似的自然观。不但大部分希腊文化都被罗马人所吸
收，而且希腊泛神论的宗教背景也同样影响了意大

一、 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自然观

中意宅园山水观比较研究

何建美 Hejianmei 张卫 Zhangwei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Landscape Conception o f House Garden between China and Italy

三、 结语
香港城市的地理环境约束了城市向外扩张的可

能，城市内建筑物见缝插针般发展，从而使得建筑

密度、人口密度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建筑物的高

密度使得其外部空间环境的形式内容受一定的阻
碍，但同时也形成了特殊的空间感受。如此一个负
担着高密度人群、建筑物、人类行为活动的弹丸之

地，产生了密集型的生活节奏，使这个城市有着非

同一般的效率。也正如这个城市的高效率特点一

般，它的城市开放空间也显得利用率如此之高，在

承载了休憩、交通等人类行为活动的同时，也履行

了作为城市景观的职能，提升城市形象。城市中的
建筑物平面与公共空间形成了城市的“图——底”

关系，但在这样一个高密度的城市环境里，“图”

和“底”有很大一部分是交错层叠在一起的，也就

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这种城市开放空间模式，体现
着这个城市人们社会生活的高效率特点。

（作者为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研究生；

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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