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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漳州台湾路历史街区的整治保护规划在贯彻保护历史的真实性、保持风貌的完整性、维护生活的延续性等方

面的做法进行了研究,指出了该街区的整治实现了历史景观与现代商业的完美结合,为城市建设与名城保护实现和谐发

展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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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湾路历史街区概述

台湾路历史街区位于漳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唐宋古城核心区

内,街区内有台湾路、香港路、始兴南北路、芳华横路、芳华北路等

老街道, 还有两座古牌坊及文庙等国家级文物, 是漳州历史文化

名城最具代表性的部分。

1)台湾路: 作为传统商业街的台湾路古称 府学前街 , 是一

条具有丰富民俗的漳州老街区, 是研究闽南建筑史、漳台文化亲

缘史和中外商业交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东段是仿照英国 麦加

顿 式建筑的骑楼店面, 上楼下廊, 富有 西欧风情 ; 中段是典型
的中西合璧式建筑, 具有 南洋风格 ;西段是闽南特色民居, 呈现

一派隋唐 活化石 建筑的 中原风韵 。

2)香港路:位于漳州市区南部的香港路, 始建于唐, 是唐宋至

明清时期漳州的城市中轴线。清末民国初期由于工商业的发展 ,

香港路南端的九龙江边形成了河运码头, 香港路逐渐成为市区南

部的主要商业街。路两侧遍布着独具闽南特色的 竹竿厝 骑楼
式建筑,全砖木结构, 沿街店铺为 前店后坊式 建筑,招牌字号都

雕造在骑楼上方。

3)街区内的始兴北路是闻名漳州各县的 府埕 ,原为 1919 年

陈炯明主政漳州时所建的 迎宾旅馆 , 现为漳州传统小吃的荟萃
之地; 芳华北路则集中体现了漳州传统的二层住宅形式, 双坡红

瓦屋面、木墙板、木廊檐带内天井。

2 台湾路历史街区主要景点

5 辽金时期

辽、金的建筑就实物而言, 至少在斗拱的尺寸上沿袭了唐风。

独乐寺观音阁、应县木塔(见图 3)、奉国寺大殿等建筑, 其斗拱与

柱高之比例均达 1!2 之多。建筑风格也以沿袭唐制为主。

6 宋朝期间

宋代经济的繁荣和这个朝代优雅纤细的文化气质, 促使斗拱

发展到形制丰富和结构严谨时期。

这个时期的斗拱在技巧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极为复杂与

精美。为了建筑的外形美观 ,斗拱在尺寸上减小了, 数量上却增

加了。在柱与柱之间还增加了一攒 平身科 ,即补间铺作。
建筑的屋身变高, 屋顶变陡, 中景不再充满斗拱, 而是由屋

顶、屋身根据合理比例构成的。斗拱既是柱檐之间传递力的关

节,也是檐下的一种点缀。

宋代斗拱及建筑的秀美,均是一种实实在在,经得起考究、推

敲的精美。然而斗拱至宋起, 由大而小, 由简而繁, 由雄壮而纤

巧,由真结构而渐次甚至于增加了掺假成分。宋初斗拱渐见减

缩,至北宋末, 比例更见缩小仅及柱高的 2/ 7。到了南宋的苏州三

清殿,斗拱的比例又更小了一些(见图 4)。这样尺度的斗拱隐于

陡檐之下显得分量得体,大小适宜, 加强了建筑的整体感。

7 元明清期间
到了元、明、清, 由于木结构整体功能的提高, 墙体大量使用

砖和石灰, 抗雨水能力增强, 从而使承托屋檐伸出的斗拱作用大

为削弱,沦为装饰构件, 把斗拱密密麻麻地排列成了装饰手法。

斗拱的比例被再次减小, 补间铺作增至六七攒, 排列更加从

密,构成排列的图案, 强调动感、节奏感, 前后空间虚实的关系内

檐各节点的斗拱也逐渐减少,梁身直接置于柱上或插入柱内。

造型上追求和谐、秀丽, 加上纯丽色彩的彩绘, 追求强烈的浓

艳奇巧的艺术表现效果。

斗拱不再是结构之关键、度量之匣, 而是柱檐之间奢侈的装

饰品,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意义。 竞亦沦为装饰累赘矣 。

8 结语

斗拱演变历程是中国建筑史不可或缺的一页。作为中国木

建筑中一个独特且重要的构件,斗拱映射着传统木建筑的兴衰史,

而且蕴含着中国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 意义甚为深刻。无论是 建

筑意 还是 诗书画意 ,都在檐下斗拱处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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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漳州明代石牌坊
漳州明代石牌坊, 位于芗城区香港路北端双门顶的 尚书探

花 和 三世宰贰 两座明代石坊, 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是

现存漳州石坊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见图 1)。

2. 2 漳州文庙
在漳州市区修文西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 # # 漳州府学亦

设于此。1190 年, 朱熹知漳州时, 曾 每旬之二日必领官属下州

学 。庙坐北向南,占地 15 000 m2, 现存建筑面积 2 600 m2, 有仪

门、前殿、两庑、丹墀、祭台、大成殿。

2. 3 全国最小庙宇 # # # 伽蓝庙
位于香港路的伽蓝庙, 据称是全国最小的庙宇。它只有

3 m2, 而且是建在小巷口的顶上, 已存在了数百年。

2. 4 迎宾旅馆
漳州中山公园南门的府埕 迎宾旅馆 , 拆除原有建筑, 新建

的骑楼式建筑,从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中可以发现过去的建筑风

格,根据历史定制, 恢复陈炯明主政漳州时期旧市政府广场的模

样,带有南洋建筑风格。拟作为府埕小吃风味一条街。

2. 5 老字号招牌
置身台湾路历史街区,一个个老字号招牌随处可见: 至人药

房各色洋货 、有大道华洋杂货 、洛阳楼 、黄合德中外靴鞋 、

万圆钱庄 、商务印书馆代理处 ∃∃一个个招牌足见中国明清
时期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商务印书馆代理处 这大大的招

牌使人窥见漳州早期文化事业发达的一斑(见图 2)。

3 台湾路历史街区整治保护

自 2001 年起, 漳州市相继投入 4 000 多万元, 对历史街区进

行修缮, 做到 修旧如旧 , 通过 洗脸 、嵌牙 、穿衣 的整容方
式,香港路、台湾路老街区重焕往日风采, 再现富有闽南特色的建

筑风韵。由于其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电影%云水谣&、%台湾往事&
等均在此取景拍摄。此外, 该规划方案于 2004 年获得了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荣誉奖。

3. 1 台湾路街区修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历史环境风貌存在相当程度的破坏, 普遍存在随意搭建、

改建的情况,造成大片的骑楼、竹竿厝、闽南大厝等闽南传统建筑

逐渐地消失。

2)街区内建筑密度高, 缺乏室外游憩活动的空间, 基本无绿

化设施,导致外部积极空间的匮乏。

3)部分木结构建筑存在糟朽、倾斜现象, 同时, 路面狭窄, 缺

少贯通的巷道和停车空间,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4)过度商业性房地产开发对该街区风貌构成威胁, 街区传统

的商业优势逐渐弱化,客源日趋萎缩。

5)市政配套设施不够完善, 给排水系统落后,强弱电线路架

空杂乱。

3. 2 文物保护

台湾路历史街区内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宋代 文庙 和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明代 嘉济庙 ,还存有大量建于明清至民国年间
的建筑。街内的建筑可分为 3 类,即保护建筑、历史建筑、一般建

筑,对不同类型的建筑采取了不同的保护措施。对文庙, 其主要

任务是恢复其周边历史环境,将西侧的西桥小学用地归还文庙并

根据%府志&上府学的布局进行重建, 其功能可更新为反映漳州地

方文化特色的博物馆;沿始兴南路则应延续始兴北路(府埕)的轴

线,重建商业步行街,使其与台湾路的商业气氛相呼应, 恢复其传

统的街巷空间和商业氛围。而对于嘉济庙则保留 庙居一体 的

家庙 特征,拆除随意搭建的部分, 拓出原有巷道,恢复历史上其

宗教活动与世俗生活密不可分的特点(见图 3)。

3. 3 街区风貌保护
针对历史街区内不同地段的历史背景和现状,采取不同的保

护思路, 努力突显其人文内涵。对台湾路沿街建筑的整治保护 ,

着重恢复特色老字号商铺, 其立面上欧式拱窗、柱式和线脚等体

现出浓郁的 南洋风格 ,集中体现了外来文化对侨乡漳州的深远

影响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轨迹; 府埕 是漳州传统小吃的荟集之
地,但历史风貌已消失殆尽, 根据历史老照片, 按照 1919 年前后

陈炯明主政漳州时所建的 迎宾旅馆 模式进行重建, 着重强调其

节庆时的 热闹 场景。

3. 4 街区生活延续
在保护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加大街区更新的力度,对原有建筑

进行内部改造, 配套厨卫设施及接入给排水、电力、电信、有线电

视、网络线路等管线,彻底改造了街区内的市政基础设施, 提高了

防灾能力, 改善了街区的生产、生活和交通条件。使生活在历史

街区的居民也能感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对于较有保留价值的

徐氏家庙、罗厝、徐厝、刘厝等带有院落空间的大宅子进行重点维

修,恢复其闽南地区大家宅院的传统风貌。对于其他一般建筑的

住户,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居民自愿异地搬迁以降低街区的人口密

度,但不主张将街区内居民全部外迁, 以维护历史街区原有生产

生活的延续性,使街区内居民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历史街区保护内

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结语

台湾路历史街区作为漳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的真实载体, 成为

了历史的延续和连接现代的纽带。街区按照 保护历史的真实

性、保持风貌的完整性、维护生活的延续性 三大原则整治改造规
划,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得到了保护和延续, 基本保持了原有街

区的风貌。台湾路历史街区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与名城保护实现

和谐发展的成功范例,也为其他城市在改造修缮历史街区方面提

供了借鉴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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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街巷以其尺度和线性设计, 促进了步行交通和人在户外

的停留, 尊重人的步行局限。现代街道功能恰恰相反, 大尺度的

距离将人与人、人与事的距离加大。然而在现代大空间、大尺度

的城市中也需要小尺度的街巷空间来衬托。

户外空间是形成生活的地方, 人们在户外停留时间的长短意

味着居住环境和城市环境的活跃程度。而充当城市血脉的街巷

不仅仅是物质的载体, 还是人们户外生活的场所和舞台, 承载着

人们的生活和记忆。如果过去的设计原则是在有限的室外空间

创造出小中见大, 那么在当今的建筑中则需要注意的是大中见

小,使不同层次的空间得以在相互对照中共生。史可鉴今, 在当

今城市问题越来越多, 设计趋同化的时候, 回顾过去或许会让人

们走得更好更远。

1 街巷空间的发展历史

我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岁月里, 就营国制度

体系传统而言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封建制兴起的春秋、战国到秦

汉时是第一阶段; 自东汉到明、清, 则是第二阶段。而唐、宋及明

清是三个较为典型的、较成熟的发展阶段。

1. 1 唐的街巷空间
过去人们处于农业社会制度下, 井田制 观念影响深远, 在

古代城市规划中,人们也用它来作为设计的主要依据。因此就产

生了古代城市典型的 棋盘式 格局, 唐长安就是最为典型的例

子。那时,人们每日早出、晚归的作息由统一的鼓声来限制: 四合

院的居住形式、里坊以大面积实墙面临街 # # # 生活方式和空间形

态都是极其内向的。人们过着以 院 为空间核心, 以 家族 为精
神核心的自足自乐的生活,从而产生出 内向空间 所引导出的归

宿感和认同感,是与当时社会面貌和心理状态相适应的。

1. 2 宋的街巷空间

由于工业生产的发展促进商品经济欣欣向荣,人们的商业观

念也逐渐增强,传统的里坊制已经不能适应生活的需要了。晚唐

开始出现坊内设店和夜市, 到了南宋 ,里坊的墙终于被打破了, 城

市首次出现了 街市 和 临街建筑 。

这时, 城市以另一种新的方式 # # # 坊巷制 来规划生活区。
这里名为 坊巷 , 实则 坊 已经消失, 城市的商业、居住格局由

面 变为 线 。街道依然是连续的 十里长街市井连 ,只是此时
的街道已经不再是大面积的实墙面了。酒肆茶楼的各色招牌、临

街商业建筑的各式店面、南来北往的商人, 夜市千秋照碧

云 # # # 城市街巷活跃起来了, 宋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生动

地描述了这一场景。由唐之 里坊制 到宋之 坊巷制 ,这一由面
到线的转变意义重大。城市性质由内向、封闭转而为外向、乐生 ,

城市面貌由简洁规则到热闹繁华。

1. 3 明清的街巷空间
南宋以后的城市保持了 坊巷制 的基本格局。街坊内部功

能增多, 街巷空间丰富起来, 尤其是多姿多彩的小街小巷更成为

人们闲暇的生活所在,人们喜欢到门外看看,增加见闻,这种将居

住环境扩展、延伸使之与公共空间交融重叠是街巷的活力之所在。

从封闭的 里坊制 到线状开放的 坊巷制 再到街巷空间的
丰富化可以看出 ,随着时代的发展, 城市街巷空间的格局是一步

步走向科学化、人性化、丰富化的。虽然由于社会政治体制、思想

意识形态的局限,古代城市规划体系较之现代城市规划格局显得

僵化, 但其合理成分也并不因为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复存在, 它

仍然留给人们很多启示。

2 街巷的人性化所在

2. 1 街巷的场所感
街巷的 边界 要素是人们生活起居的民居带,它丰富的生活

[ 3]曹 阳. 历史名城保护与城市建设共赢 # # # 漳州市台湾路历
史街区整治保护实践探索[ J] .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2006 ( 1) :

28 32.

[ 4]谭 英. 福建泉州古城保护回顾和探索 [ J] . 世界建筑, 2001

( 6) : 59 63.

Discussion on governing and protecting

plan of Taiwan Road historical block in Zhangzhou
YANG Jia lin

Abstract: It researches the reality, integr ality and continuity in protecting t he histor y, preserving the scene and maintaining the life o f governing

and protecting plan of Taiwan Road historical block in Zhangzhou. It also points out this block∋ s governing realize the per fect combination be

tw een historical scenes and modern business, w hich can be reference for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ity construction and city protection.

Key words: histor ical blocks, governing and protect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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