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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武定

1城市何以要有特色

现今“雷人”成了一种时尚，规划设计必
“出奇”才能制胜，建筑必设计成“地标”才被
看好。似乎不这样，方案就不能“雷人”，城市
就没有特色。一个好的城市应当有风貌特色，
应当能吸引人；但有“雷人”的建筑、“雷人”
的景观的城市，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城市、一个
宜居的城市。例如，巴西利亚规划确实很“雷
人”、也很有特色，但按这样的规划建起来的
城市却并不宜居，并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城市。

城市景观是人们通过视觉所看到的城市
各构成要素的外部形态特征，是由街道、广场、
建筑群、小区、桥梁等物体所共同构成的视觉
图像，是城市中局部和片段的外观。城市景观
提供的是一种视觉信息，是城市的视觉形象。
一个城市的景观如何、景观规划与设计的成
败，除了依赖自然景观条件以外，在很大程度

上还取决于规划师与建筑师的设计理念(主
义)、审美观、艺术修养、设计技巧与设计手
法。城市景观可以因景观设计的创意而很出
色，使城市富有特色，也可以因模仿、抄袭、
克隆而使城市显得平庸和俗气。

城市景观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每个城市所
在国家和地方受当时主流文化的主导，以及因
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不同而形成
不同的城市价值观，从而形成不同的城市景
观，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城市景观是以视
觉图像为主的城市局部或片段的知觉形象，而
城市风貌特色则是以多方位的感性特征为基
础对城市进行总体形象把握的联觉形象。城市
景观可以反映和显现城市风貌特色，但城市景
观不等于城市风貌特色。

城市风貌是对某个城市而言具有深层文
化意义的城市形态特征，而这种形态特征可以
由城市中的各种景观集综合地反映出来，也可

风貌特色：城市价值的一种显现

[ 摘　要] 城市风貌特色是城市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各种自然地理环境、社会与经济因素及居民

的生活方式积淀而形成的城市既成环境的文化特征。它是城市的灵性，使城市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使

其得以延续、发展并发挥其传播文化的基本功能。规划师应注重保护城市的风貌特色，善于挖掘具有

个性化和典型文化意义的城市风貌特质，并加以培育、提升、强化，用特征化的建筑和景观语言解读

城市独特的城市文化，以凸显城市风貌特色；避免“克隆”“抄袭”“模式化”等导致“千城一面”的

现象；同时，区别对待仿古、仿真作品和假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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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tyscape is a cultural character deposited by natural, economic, and lifestyle factors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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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某些局部景观上突出地反映出
来。城市风貌与城市特色两者都以城
市景观所具有的感性形态特征为基
础，但城市风貌侧重的是作为文化载
体的城市的文化特征；而城市特色所
侧重的是作为审美对象的城市的审
美特征。城市特色也可以说是某个城
市所独具的个性化和典型意义的城
市风貌，因此也可以把它称为城市特
色风貌或城市风貌特色。

人们常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教
科书，它记录了人类文明的历史、经
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及人类五花八
门的生活方式。城市风貌特色则是城
市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各种自
然地理环境、社会与经济因素及居民
的生活方式积淀而形成的城市既成
环境的文化特征。城市风貌特色作为
整体性的艺术符号，它呈现给人们的
城市艺术形象传达了人类社会生活
的本质和意义，承载着深层次的文化
内涵，城市风貌特色是以特征化的城
市形态与形象所显现的城市的文化
价值。这就是城市风貌特色所具有的
美学意义。

人类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人所
生活的世界，并不是纯自然的世界，
而是经过人类认识和改造了的自然世
界，是经过“人化”了的世界。城市
就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产生
的典型的“人化”了的世界。人们在
“人化”和社会化自然界的同时，也
“人化”与社会化了自身，使自己成为
社会的人，成为现实世界的人。这种

“人化”了的自然界及由人所创造出来
的一切，即人类生活的文化环境，就
是人类社会化生存的必要条件。人从
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无时无刻不处于
这样的文化环境之中，它构成了人的
物质世界，也造就了人的精神世界。

人类的文化是一种社会性的需
要，是一种群体生活、社会化生活的
需要，而不是本能的需要。人类在群
体的社会生活中，结成了一定的劳动

关系和生活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必须
靠文化来维系，必须要进行物质性的
传承，必须要有制度化的保障，必须
要进行经验的传授和思想的交流。离
开了文化这一人类创造出来的社会化
存在的工具，人类就无法在社会中生
活。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是人的本
能所能具有的，而是一种习得性的、
需要社会的教育和传播才能得到的属
于人类社会本质性的东西。

刘易斯·芒福德指出：“城市通过
它的许多储存设施(建筑物、保管库、
档案、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能
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地往下
传，因为它不但集中了传递和扩大这
一遗产所需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
了人的智慧和力量。这一点一直是城
市给我们的最大的贡献”[1]。文明发展
的前提是文明的保存。人类只有将自
己置于已有的文明成果基础之上进行
有效的创造，才能使人类社会与文明
获得进步与发展。城市的一大功能就
是作为文化发展与进步的基因库，城
市中所积淀的人类物质文化、制度文
化与精神文化的历史成果，都是后人
进行文化传承、更新与创造的基础。
城市作为文化的基因库，对于人类文
明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以各种象征形式及人类形式
传播一种文化的代表性内容的功能，
是城市的一大特征；而这种功能的一
个主要方面就是以城市风貌特色为传
播载体和手段的。没有特色的城市或
失去特色的城市，在传播文化这一至
极性的城市功能和价值上就失去了重
要的根基。

凯文·林奇认为：“一个好的聚
落应该具有如下能力：能够增强一个
文化的延续、持续其种族的生存、增
加时间与空间的关联、允许或激发个
体的成长等，这是一种基于持续性、
通过开放和相互之间的联系上的发
展”[2]。城市的风貌特色是一种隐藏
在城市的形态和各种城市景观之下的

城市的生命力。一个有风貌特色的城
市，因具有高度的可感知性，对居住
于其中的城市居民能产生对该城市的
亲切感、安全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激
发和产生凝聚力与向心力，使城市的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
的)得以保护和传承，在空间和时间
上得以保持连续性。同时，因为具有
相对稳定的与各种条件相宜的特色文
化环境，城市居民也将“安居乐业”、
全面地发展。

一个有风貌特色的城市，具有在
认知上的清晰度，能增进来访者对该
城市认知的理解力，产生对该城市的
期待感、好奇感、兴奋感、认同感和
迷恋感，因而使该城市具有很强的亲
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这也是城市
风貌特色的魅力所在。

城市风貌特色是城市的灵性，它
使城市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使其得以
延续、发展并发挥其传播文化的基本
功能。

　　

2关于城市风貌特色的几个议题
　　

2.1 保护、传承与培育
城市风貌特色与诸多因素有关，

其中包括自然因素(区域的地理、水
文、气候、资源条件等)、人工因素、

历史因素、文化因素、社会生活因素
等。城市风貌特色是在城市发展过程
中形成的多因素的历史积淀。其中有
一些因素可以人为地改变，有些因素
(如地理、气候、区域、历史等)是难
以改变的。

城市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由于自然因素与历史、文化的因素
长期相依相融作用而形成了一些独
特的文化生活环境(如城市生态环
境、居住群落形态、城市肌理、城市
空间结构的基本格局等)。这些独特

的文化生活环境对于形成该地独特
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是形成该城市风貌特色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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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因素，也是保持人们对该城市记
忆的感性对象性要素。对于这些基质
性风貌特质的保护与传承是该城市
发展的基础，是维护该城市在空间与
时间上的连续性的保障。这些独特的
城市风貌特质只能“保育”而无法设
计，它只能在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
逐渐被人所认识，“因势利导”地予以
加强和提升。独特的城市风貌特质如
果被忽视，或因有意地改变某些因素
而被淡化和削弱，会使城市失去原有
的生命力和魅力。

对我国江浙一带的江南水乡城镇
而言，河网水系就是形成城市风貌特
色的基质性因素，前街后河、枕水而
居的空间结构和居住群落形态是这些
城镇魅力的根基。可是在20世纪60
年代～20世纪70年代，围湖造田、填
河建路曾一度使有2　000 多年历史的

苏州城失去了原有的特色河网结构，
值得庆幸的是，“文革”后经抢救和恢
复使其重获魅力(图1) 。

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是一个累进的
积淀过程，城市的风貌特色也是历史
文化积淀的结果，时代的变迁、社会
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必然也会给城
市的风貌带来变异。城市的特色风貌
在其传承的过程中也会加上新时代的
因素，产生一些新的文化特征。规划
师和建筑师应当做的就是：在形成新
城市景观的同时，挖掘出能传承、弘
扬和拓展城市原有风貌特色，并具有
个性化和典型文化意义的城市风貌特
质，加以培育、提升、强化和放大，突
显城市风貌特色。最近，苏州在其新
城区的金鸡湖畔所建的李公堤特色风
貌街，既使人感到面目一新，又延续
了苏州原有的城市风貌特色(图2)。

　　　

2.2 仿真与假古董
这些年来，那种拆了真古董而大

建假古董的劣行已成众矢之的而被大
加讨伐。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而言，
我们应当认真地奉行“原真性”的原
则，严格地“去伪存真”。然而从彰显
城市风貌特色的文化特征性的需要来
看，有时也可采用一些显现传统风貌
特质的“仿真”之作。这样的“仿真”，
并不是为了冒充“古董”、混迹于文化
遗产之列，而是为了强化人们对该城
市风貌特色认知的感知度。我们痛斥
那些对大肆破坏历史文化遗产毫不痛
心、却热衷于建假古董的做法，但笔
者认为不能因此而不加区别地一刀切
地反对“仿真”。

圆明园是否要按原样重建？这是
个极有争议的课题。新建一个“假古
董”式的圆明园，对保护历史文化遗
产而言毫无意义。何况，即使是“原
真”的圆明园，也并不是北京古城风
貌特色的基质性特征景观。因此，新
建这样的“假古董”在这两个方面都
没有意义，也许只在旅游业上会有吸
引力。同样，在我国的很多城市中，为
了发展旅游业、吸引游客，纷纷建起
了各种“汉城”、“唐城”和“宋城”，以
及各色“仿古街”，这些旅游景点或商
业街往往与该城市的地方特色文化没
有多大的关联，建在哪里都可以，缺
乏深层次的文化底蕴，因此对彰显该
城市的风貌特色无法起到什么作用。

在历史的进程中，由于天灾(如地
震、台风等)或自然损毁及不可抗拒的
事故(如战争、火灾)等原因，使某些
极具代表性的风貌景观遭遇损毁甚至
消失。后人为了使这些景物中具有的
深层次文化底蕴的地方特色文化得以
传承，修复、制作一些具有原有文化
韵味的仿古、仿真作品是值得认可的。
例如，位于四川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
的一些羌寨(图3)，在“5·12”汶川
大地震中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震后
重建的规划建设方案为重现羌寨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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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很有特色。因此，在一些基本相
近或类似的文化环境条件的城市中，
规划师和建筑师就应当善于去发现和
挖掘与众不同的、具有个性化特征的
文化特质，发现与其他城市在形态特
征上的差异性，并加以强化与弘扬，
培育成该城市的特色。

福建省的泰宁县在其县城新一轮
的发展建设中，挖掘出了地方民居中
以“徽派”建筑为基调，但又有自己
地方性特征的建筑文化基质，并将之
弘扬、应用到不同功能的几乎所有类

型的建筑上，增加感受的信息量强度
(图6)。经过多年的努力，建成连街
成片的景观风貌，形成了具有明显特
征的城市风貌特色(图7)。

城市特色可以传承、培育和弘扬，
但无法抄袭和克隆。因为离开了它的
特殊环境和文化根基，个性化的特征
就成了无本之木，失去了生命力。在一
些城市里，房地产住宅开发建设“欧陆
风”盛行，它们大量抄袭和克隆了西方
的建筑形式，使城市原有的风貌特色
大为减弱，到处是似曾相识的景观。上

海按“一城九镇”的思路所建的“德国
城”、“泰晤士小镇”等新城，是一种“泊

来品”，它们所展示的是其原有国度的

城市文化风貌。这样抄袭和克隆而来
的风貌，是与上海郊区的地方特色风
貌风马牛不相及的，作为以居住功能
为主的城市社区，离开了植根于地方
文化的生活环境就会显得毫无生气，因
而也不可能承担传播地方特有文化的
功能，形成城市的风貌特色，而只能作
为一种类似于主题公园的旅游资源，让
人观赏异国风光和摄影采风(图8)。

　　
2.4 符号化与模式化

人类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能使

用符号来传达意义、交流思想和感情。
作为城市文化价值显现的形式和文化
传播的手段，城市风貌特色往往也是
通过符号化的感性形态与形象来达到
传达文化意义的目的。规划师和建筑
师就是要善于发现和提炼隐藏于感性
形态之后的文化意义，用符号化的建
筑和景观语言，让人们与特定的文化
情景相联系，感知城市的风貌特色，
并据此解读该城市独特的城市文化。

周庄、乌镇、西塘、同里、直等
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江南水乡城镇。这
些城镇中一些带有特征性的景观风貌
已成为水乡城镇风貌特色的基质性符
号，成为典型的水乡城镇的意象要素。

色风貌、复原羌族特色的文化生活环
境，进行“仿真”性的设计，这是应当
提倡的。又如，南京秦淮河、夫子庙一
带的传统特色风貌是当地长期的历史
文化积淀的具体体现，具有典型地方
文化的代表性意义。历史的变迁和城
市的不断更新建设，使秦淮河、“乌衣
巷”等特色风貌景观已难觅踪影。近
些年来经过不断的努力，南京市“仿
真”了原有的“秦淮风情”，成为展现
南京城市风貌特色的重要场所，深受
好评(图4)。再如，成都在武侯祠旁所
建的“锦里”，尽管是全新之作，但展
现了成都市民的风土人情，在典型化
的街巷生活景观和建筑形态的背后，
隐含着深层次的文化底蕴，使“到此
一游”的人能强烈地感知成都的风貌
特征，对成都的特色文化起到了传播
作用，是构成成都风貌特色的基质之
点，应当说也是一个成功之作(图5)。

　　
2.3 强化、弘扬与克隆、抄袭

一个城市的风貌特色是植根于这
个城市所在地区的自然、历史和社会、
文化环境的基础之上的。同一个国家、
地区和民族的城市，会有基本相同或
类似的城市风貌，因为它们有相同或
类似的文化根基，但这些城市也可以
具有各自的城市特色。世界上没有完

全相同的两个城市，因为不可能有两
个地方有完全相同的自然、地理、历
史和社会文化环境。那么为什么我们
会感到一些城市十分雷同和“千城一
面”、没有特色呢？

如果我们在一些城市中感觉到文
化特征的相同性(城市风貌的共性)在
强度上压倒了审美特征的个性化和典
型化的差异性，那么我们更多地是感
到了它们的雷同。而如果一个城市中
所具有的特色城市景观达到了一定的
量，或是该方面个性化的典型风貌特

征达到了一定的强度，我们就会很容
易地把它与其他在文化根基上类似的

城市区别开来，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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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近些年来的旅游开发，这些
符号却被演变成了一种模式化的运作，
到处模仿和抄袭，反而失去了它原有
的文化内涵，仅仅只剩下了形式上的
外壳。更有甚者，一些原本非典型性的
物象也被作为模式化的符号而大肆推
销，导致“伪币”大有取代“真币”之
势。例如，周庄出了一个“万山蹄膀”，
于是所有的江南水乡城镇在旅游开发
时都卖起了蹄膀；不知哪个城里先挂
起了红灯笼，于是乎红灯笼便染遍了
大江南北(图9)。当反映地方特色的亚
文化在为商业化而生产时，它的特色

就会褪色、变异而失去原有的魅力。当
“旅游经济”把地方文化特色变成“模
式化”而到处传播、“克隆”时，文化
的“本土性”也将“寿终正寝”了。

3 结语

传承城市文化，保护、弘扬和突
显城市风貌特色，是规划师和建筑师
的历史责任。如果能让每个城市都因
其保有个性化的风貌特色而彰显其城
市价值，那么规划师和建筑师也彰显
了自身的历史价值。

为进一步提升南宁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域
性国际化城市形象，提高南宁内外交通一体化的衔接水
平，构筑一个与南宁地位相匹配的城市交通运输系统，由
南宁市人民政府主办、南宁市规划管理局承办的“2009
可持续畅通南宁规划国际论坛”于2009 年12 月13 日在
南宁市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是“畅通南宁·绿色交通”。
南宁市黄方方市长、周家斌副市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
厅韦力平副厅长等嘉宾出席了此次论坛。国内外著名交
通领域的工作者和高校学者等共计400 多人出席了会议。

与会人员就城市交通战略及交通政策，城市交通可
持续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交通发展新技术、新方法、新
模型，城市交通控制，交通安全与环境，区域交通，交
通土建等交通热点研究领域共同探讨了南宁作为广西的
首府和联结泛珠三角、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以及南贵昆

西南大通道的交通枢纽，将面临的城市发展及交通畅通
问题，为南宁交通献计献策。

美国国家工程院邓文中院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李晓江院长、同济大学杨东援教授、美国都会区规
划组织协会技术委员会焦国安主席、达尔集团旗下的IPA
城市和基础设施经济咨询事务所总经理傅瑞德博士、美
国 Fehr & Pee r s 交通咨询公司主管 Sorab Ra s h i d
博士、解放军理工大学国防工程系主任陈志龙教授等专
家发表了主题演讲。

此次论坛的举办，将有利于更好地树立南宁的城市
品牌，进一步提升南宁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区域
性国际化城市形象，对南宁构建一个面向国际合作和区
域合作的高水平、高效率、多层次的综合交通体系具有
很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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