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城市公园到小尺度庭园，从古典园林到现代城市绿地系统；从

风景名胜、花园、公园等地形地貌到道路、建筑、叠石堆山及植物

种植，风景园林无处不在。风景园林是综合利用科学和艺术手段营

造人类美好的室外生活境域的一个行业，随着时代的进步已成为一

级学科，风景园林进入了创新、科学发展的新时代。

我国经典风景园林取自然山水之胜，因地制宜，丰富多变的设计

手法和丰富多样的植物造景，在国际园林景观中享有极高的盛誉。

尤其是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中国山水美学”景观设计的典范，它

与众多寺庙、亭台楼阁等景观浑然天成，不仅对现代园林设计而且

对其它国家的园林景观有着深远的影响。

近几年来，杭州在风景名胜保护和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等方面取得

了卓有成效的成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国家越来越重视风景园

林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建设美丽中国、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美好

家园的新形势下，《杭州风景园林》的创刊旨在传播环境生态保护

和历史文化保护理念，总结和宣传各地风景名胜保护、风景园林规

划设计、园林工程建设、园林绿化养护的好做法。

今后，你们还将继续追踪和剖析国内外风景园林事业发展的重

点、热点和难点，特别是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传承、绿地

结构优化等主题，突出“生态优先、以人为本”理念，研究绿地景

观设计、新优植物应用等关键技术，努力将刊物办成中国风景园林

行业的重要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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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02年以来，杭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保护西湖、申报世遗”的目标，迎来了连续
十余年的西湖综合保护工程，作为这项浩大工程的全程参与者，对西湖综合保护工程的作用和意
义有着深刻的体会。本文从西湖综合保护工程的实施背景、基本原则出发，回顾西湖综合保护工
程实践，从传承与创新视角探讨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为杭州风景园林事业
的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可持续发展；风景园林；启示

传承与创新  西湖风景名胜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杭州西湖综合保护工程为例

张建庭 / Zhang Jianting

1 研究背景

杭州西湖是中国最著名的风景名胜区之一，展

现了东方景观设计自南宋（13世纪）以来讲求‘诗

情画意’的艺术风格，是‘中国山水美学’景观设

计最经典的作品，不仅对中国，也对海外园林景观

产生了显著影响。它是一处景观元素特别丰富、设

计手法极为独特、历史发展特别悠久、文化含量特

别厚重的“东方文化名湖”，是世界独具一格的文

化景观遗产。

西湖由泻湖演变而成，西湖能保留至今，影响

着杭州的城市发展，这和历代对西湖的保护与治理

是分不开的。从形成之日起至近代，历史上经历了

23次大规模的保护与治理。国内外很多学者曾进行

过相关的研究。日本学者沈悦等从西湖景观构成和

形成进行过分析，台湾学者杨舒淇和日本学者进士

五十八则对西湖景观自公元9世纪以诗文绘画等形式

传入日本之后产生的影响等进行过探讨。

近几年，杭州通过综合整治西湖以及实行景点

免费开放等创新举措，有效促进了杭州西湖历史文

化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极大提高了杭州的竞争

力。本文以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实例为研究对象，通

过实地调研、文献查阅等方式，从传承与创新的视

角，从保护促可持续发展角度展开研究。

2 研究内容

2.1 西湖综合保护工程的实施背景

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实施前，西湖风景名胜区存

在着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2.1.1 风景名胜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

西湖风景名胜区土地组成中平坦土地仅占23％

左右，其余为山林和水系，土地珍稀性十分明显，

但在其最宝贵的约13km2平坦土地中，与风景名胜

无关的机关企事业及其他单位却有百余家、居住人

口3万余人，造成景区建筑过多，直接损害风景名胜

区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2.1.2 游览活动分布不均衡的矛盾突出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Study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est Lake Scenic Area
Taking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Project Of Hangzhou West Lake As An Example

西湖全景（韩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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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游客集中于灵隐、三潭印月等主要景点，

使这些景点处于超负荷接待状态。而部分价值较高

的风景资源尚未充分挖掘利用，大量景源处于湮没

之中，不能合理有效疏散游客，造成游览活动分布

不均衡。

2.1.3 基础设施不完善直接影响西湖水质和景区环

境质量

西部流向湖中的4条主要溪流是西湖水的主要来

源。由于基础设施不配套，这4条主要溪流却被当地

居民当成生活、生产水源；大量开采使用地下水；

生产、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溪涧、流入湖中。这些人

为因素使西湖所担负的生态负荷达到极限，湖水透

明度很低，总磷、总氮等关键指标超标。

2.1.4 管理体制不顺

2002年以前，西湖风景名胜区59.04km2分别

属于西湖、江干、上城三个行政辖区，而杭州市园

林文物局为西湖风景区的主管部门却无权指挥协调

景区内的街道和农村，从而导致在执法、规划、建

设、环卫、商业网点、农居人口管理等方面多头管

理，职能交叉，权限分散，严重影响了管理效率，

增加了管理成本。

针对上述困扰，西湖风景区保护与发展的问题

以及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风景名胜资源保护的

要求，西湖的保护和综合整治工作显得愈发迫切。

2001年萧山、余杭撤市设区，使杭州市区面积扩大

到3068km2，为西湖的综合保护创造了千载难逢的

机遇。2001年年底，杭州市政府提出实施以“还湖

于民、还绿于民”为出发点，以生态保护为立足

点，最大化、最优化体现西湖资源的社会价值、生

态价值，提升杭州的竞争力为最终目标的西湖综合

保护工程，全面保护和整治西湖。

2.2 西湖综合保护工程的实施原则

2.2.1 保护第一，生态优先的原则

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充分尊重和传承已延续几百

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风貌，详细分析众多不同类型

的保护对象，采取多种有效的保护措施，不惜一切

代价保护区域内所有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

工程在实施过程中，除部分因植物种植过密需

适当调整迁移透出视景线外，原则上不迁移或砍伐

乔灌木，因地制宜地加以利用，形成独特的植物景

观。对湖岸线的恢复也是因势利导，不墨守成规。

经过详细研究从唐宋时期到民国时期西湖水面变化

的历史资料（尤其是明代时期），在充分尊重已经

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确定曲折有致的湖

西景区湖岸线。

2.2.2 突出文化，传承历史的原则

西湖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凝聚着数千年来杭州

人民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过程中传承下来的

文化精髓。在西湖四周，留下了吴越文化、南宋文

化、明清文化的深刻印记和无数文人墨客的佳话诗

篇，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大量的历史遗存被

埋没和破坏。

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将历史文化内涵的发掘和展

现作为工作重点，经过近十年的西湖综合整治，共

整治、修复、恢复历史文化景观180余处，无不渗透

着浓郁的历史文化信息，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

对景区范围内20世纪80-90年代建设的农居进

行整治，对有一定历史的传统民居和50年以上的历

史风貌建筑进行保护时都贯彻着保持传统风貌，但

尊重现代生活需要的原则。对农居建筑的整治，不

是“另起炉灶”，而是在现有农居建筑的基础上

通过增加传统山地民居的元素和语言，使原来杂乱

的建筑形态和色彩得到统一。由高低错落、粉墙黛

瓦的农居建筑组成的景中村在水墨江南的山水背景

下，静谧和谐，成为景区一道靓丽的风景。

对历史和传统建筑形态及元素的尊重则贯穿整

治工程的始终。整治后，盖叫天故居、都锦生故居

等传统建筑的原汁原味；传统山地民居、北山街及

南线景区民国时期历史建筑的“修旧如旧”，无不

体现了遗产保护的准则。

2.2.3 以人为本，体现民本的原则

实施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搬迁环湖单位和部分住

户，拆除违法及有碍观瞻的建筑，根据《杭州西

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要求打通环湖绿地，建

设环湖大公园，新增公共绿地，完善、贯通环湖游

览系统，全面免费对外开放，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

还湖于民，使更多的人能享受到西湖丰富的旅游资

源，实现公共资源最大化、最优化，让广大市民和

中外游客共享西湖的每一处美景。

在景区建设实施前，整治设计方案通过公示以

及在新闻媒体上公开征集市民意见等方式，认真听

取和吸纳市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公示，不仅

倾听到了来自于群众的声音，还能使市民、游客、

学者、媒体等都参与其中，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及

特长，成为西湖保护的参与者。公众的参与真正拉

近了政府与百姓之间的距离，体现了“民主决策，

以民为本”的创新思想。

2.3 西湖综合保护工程的主要内容

 1  2 
1_ 亭湾骑射

2_ 西湖综合保护工程环湖整治位

置图（杭州园林设计院供图）



010
传
承
创
新·

IN
H

ER
IT

A
N

C
E &

 IN
N

O
V

A
T

IO
N

011
传
承
创
新·

IN
H

ER
IT

A
N

C
E &

 IN
N

O
V

A
T

IO
N

西湖综合保护工程自2002年1月开始实施，先后

实施了西湖南线、湖西景区、湖滨景区、梅家坞茶

文化村、北山街历史文化街区、西湖二堤三岛、龙

井茶文化景区、吴山景区、灵隐景区等整治工程。

2.3.1 南线景区整合建设

工程本着“还湖于民”、“还湖于游客”的宗

旨，按照“开放性、通透性、可进入性”的要求，

通过拆除围栏、调整树木、增加绿化、引入水系、

辟建河埠、建设滨湖步行道、配置灯光和背景音乐

等措施，打破独立公园的组景概念，拓宽了环湖公

共绿带。充分挖掘南线景区深厚的历史文化、民俗

文化、名人文化、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提升景区

的文化品位，成为一条展示西湖独特文化内涵和文

化特色的文化廓道。通过整治，共搬迁住户400余

户，恢复和修建历史文化景观18处，使沿湖数十个

景点连成一片，形成了十里文化景观长廊。

2.3.2 湖滨景区整治

湖滨景区涉及西湖岸线1.5km，作为城市与西

湖风景区的过渡地带，体现城湖合璧风貌，是西湖

的门厅。主要是通过搬迁单位以及住户，将湖滨机

动车通道改走地下、开挖沟通水系、调整绿化结构

等措施，使湖滨新景区成为具有“生态、旅游、休

闲和商贸”等功能的综合现代化景观休闲绿地。弱

化交通功能，调整居住功能，通过功能置换，将西

湖的自然空间、山水景观引入城区，最大限度地降

低了街区建筑密度，为旅游者提供更多的空间。同

时，结合湖滨路东侧商业街的整合调整，加大对湖

滨路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力度，严格控制滨湖建筑

的高度、体量、造型和色彩等，将带有人文气息的

滨湖风貌渗入城区，保护西湖的优美天际轮廓线，

保持“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市特色，从而使湖滨

旅游商贸特色街区成为“西湖的大门”、“城市的

客厅”。工程实施中共拆除无保留价值的建筑总面

积3.7万m2，新增大型音乐喷泉1座。

2.3.3 西湖湖西综合保护工程

湖西区域范围内分布着大量的自然风景资源和

人文资源，尤其是拥有独特丰富的水资源和大量

的动植物资源，构成了西湖西部独特的空间地域结

构。本着全面贯彻生物多样性原则，坚持“整治、

引水、美化、造景”的方针，加大环境综合整治力

度，合理优化景区内外交通结构，以综合手段鼓

励、组织居民或已农转居的人口外迁，推动农居点

适当集中，降低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强化生态功

能和旅游功能，提高景区环境容量。

工程把疏浚和引水放在突出位置，利用水塘密

布、河港交错的有利条件，在现有地表水、溪涧水

入湖前得到净化的基础上，通过外运土方和从钱塘

江向西湖的引水，复原了历史上湖西的奥水幽景，

钱江水沿杨公堤北上，进一步改善了西湖周边生态

湿地，提高西湖水体质量，营造浓郁的江南湿地水

乡风情。使西湖山水风貌浑然天成、相映成趣。工

程还利用地形、植被资源和水体条件种植大量乔灌

木,使西湖湖西成为四季花开、百花争妍的大花园。

一是工程共拆迁住户933户，单位125家，拆除

建筑面积达27.67万m2，其中拆除违法建筑近5万

m2，拆除各类有碍景观和无保留价值建筑22万m2，

改造建筑面积8万多m2。二是通过深入挖掘和保护

湖西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历史遗迹，共整理

出36个历史文化景观。三是实施西湖水环境综合保

护。通过从钱塘江引水和配水工程的实施，每年向

西湖的供水量达到1.2亿m3。四是恢复水面，改善

和复原了西湖周边的生态湿地，基本恢复了300年前

西湖的原貌。五是调整景区绿化，恢复自然生态。

在景区内种植水生植物66种计100多万株，增强了水

体的自净能力；开挖外运土方180万m3，恢复茅家

埠、乌龟潭、浴鹄湾、金沙港等水面共计90km2，

与里西湖、西里湖相互贯通。通过以上这些措施，

使整个湖西成为风景优美、空气新鲜、充满野趣的

自然生态湿地。

2.3.4 北山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程

北山路历史上曾是众多达官显贵官邸、别墅、

宗教寺观及民国时期首届西湖博览会工业馆旧址所

在地。但由于历史等多种原因，整治前的西湖北山

地区已成为环湖最为杂乱无序的地段，与西湖极不

协调。北山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整治一期工程本着

“尊重历史、挖掘文化、营造环境、追求特色”的

原则，对北山历史建筑进行整治。整个工程主要包

括修缮穗庐、镜湖厅等历史文化景观，优化和丰富

宝石山林相色彩，北山街夜景灯光工程，以及对北

山街、葛岭路、栖霞岭路道路两侧建筑立面及滨湖

绿地进行一系列整治。通过以上措施，北山街历史

文化街区的历史风貌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部分历史

建筑作为公共资源得到了合理利用。

2.3.5 湖中“二堤三岛”保护修缮工程

三潭印月、湖心亭、阮公墩是镶嵌在湖中的三

颗宝石，苏堤、白堤是环绕其间的两条玉带，构成

了西湖核心景区的主要景点和景观带。保护修缮工

程充分考虑历史成因，尊重现有格局，通过修缮整

治,明确功能定位、强化景观特色。三潭印月的修缮

整治主要是调整充实文化内涵，加强绿化美化，整

合游船码头资源。湖心亭主要是围绕“湖心平眺”

景源，通过采取完善植物配置和配套设施、淡化商

业氛围等举措，突出“风月无边”的景观。阮公墩

主要是凸显其生态功能，加大绿化力度，完善植物

1_ 浴鹄湾鸟瞰（孙小明 摄）

2_ 茅家埠（孙小明 摄）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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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营造体现自然、充满野趣的宁静氛围。对于

“二堤”的整治，白堤主要突出其“朗”、“艳”

风格，形成“十里花堤”独特的景观特色，苏堤主

要是保持其“幽”、“野”风格。

继完成西湖东西南北中的整治之后，西湖综合

保护工程一直延续至今，灵隐景区、吴山景区、虎

跑景区、龙井景区、八卦田景区等综合整治工程相

继实施，西湖风景名胜区生态环境得到了更为有效

的改善，历史人文景观资源得到了充分挖掘。

2.4 效益评估

实施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对促进杭州旅游业的发

展和提升杭州综合竞争力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西湖景点免费开放的创新举措，虽然减少了门票收

入，同时增加了大量的日常维护、清卫保洁、安全

管理等方面费用。但从大杭州这个角度，所带来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巨大的，环境的改善、生态

的修复提高了杭州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和美誉度。

2.4.1 社会效益

从社会效应看，一方面，景点的免费开放为整

个景区乃至杭州的旅游赢得了良好声誉，得到了本

地市民和外地游客的赞誉。另一方面，政府出资为

景区原住民改善生活条件，弘扬龙井茶文化，鼓励

开设农家茶楼、民宿，创造就业机会，使景中村原

住民切实感受到思路创新带来惠及于民的大实惠，

受到当地居民的好评。

从文化效应来看，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十分注重

对西湖固有历史文化的挖掘、传承和保护，并加大

了对各类自然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做到了山水与

人文完美结合、天然与人工精致和谐，使西湖文化

得以延续。

2.4.2 环境效益

实施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十余年来，工程累计拆

除景区内违法、影响景观和无保留价值的建筑57.5

余万km2；共外迁住户和单位3000多户；减少景区

人口7000多人；新增公共绿地100余万km2；恢复

水面0.9km2,使湖面面积由2002年的5.6km2增加到

6.5km2；完成了西湖疏浚工程以及引配水工程，西

湖平均水深由疏浚前的1.65m增加到2.5m；年配水

量达1.2亿m3，西湖水实现一月一换，水质极大改

善，透明度从以前的50cm提高至73cm。同时，核

心景区的景中村全部得到整治，环湖地区保留的单

位和住户均实行截污纳管，电力、电信等杆线一律

“上改下”，彻底改变湖西地区“脏、乱、差”和

环境污染严重的状况。工程还恢复、整治180多个

景区（点），使西湖的景点格局更为完善。工程获

得了“中国十大建设科技成就奖”和“中国人居环

境范例奖”、“2008年迪拜国际改善人居环境最佳

范例奖”；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相继荣获“中国顾

客十大满意风景名胜区”、“中国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综合整治先进单位”、“全国首批文明风景旅游

区”、“中国首批5A级风景名胜区”等称号；杭州

西湖还当选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湖”之一。

2.4.3 经济效益

从杭州2001-2010年旅游统计情况（表1），可

以看出2001年至2010年间杭州旅游总收入呈逐年递

增状态。其中，2001年西湖综合整治还未启动时，

年游客总量是259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249.70亿

元；2002年环湖整治后，沿湖公园绿地免费对外开

放，年游客总量逐年递增，2010年游客总量达到了

658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1025.70亿元。西湖综合

整治工程实施的九年中，旅游总收入翻了两翻。

从上表旅游总收入和总人数分别与上年差额比

较，可以看出，除了2003年因为SARS的影响，旅

游总收入较上年减少了31.5亿万元以外，总收入呈

逐年递增状态。尤其是2004年实施北山街历史文化

街区整治等项目后的总收入逐年递增差额为50亿万

元以上。旅游总收入和总人数与上年比值都在100%

以上，即皆高于上年，尤以2004年更为显著，这与

2002年实施的环湖整治、2003年国庆节对外开放的

湖西综合保护工程有直接关系。

同时，环境的变化不但使原住民的居住条件得

到了改善，也使村民发展茶产业以及茶楼、农家餐

饮等休闲旅游的愿望成为了现实。据统计，2010年

景区茶农龙井茶销售收入6832万元，比2003年增长

127.3％；农家茶楼也从无到有,至2010年已有396农

户从事与茶和旅游休闲有关的经营,年收入达10654

表1 杭州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内容以及旅游概况

年 份 项 目
旅游总收入
（亿元）

旅游总人数
（万人次）

2001 尚未启动 249.0 2592

2002 环湖南线整治后，首次提出环湖公园免费开放 294.4 2758

2003
湖滨新景区、湖西综合保护、
梅家坞茶文化村综合整治

325.9 2862

2004 北山街历史文化街区整治 410.0 3139

2005 “二堤三岛”修缮、西湖博物馆、韩美林艺术馆等 465.0 3417

2006 灵隐景区、吴山伍公山景区综合整治等 543.7 3864

2007 高丽寺恢复、八卦田遗址保护、虎跑公园整治等 630.0 4320

2008 孔庙复建、九溪-杨梅岭综合整治等 707.2 4772

2009 六和塔沿江环境综合整治、满觉陇景中村整治 803.12 5324.12

2010 江洋贩公园建设、梵村整治等 1025.7 6581湖滨景区整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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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010年茶农人均收入14705元，比2003年增长

46.9％。与此同时，环境改善也刺激了旅游等服务

行业的发展。如今的西湖新景区，已成为游客争相

游览的首选目标,由此带动了全市宾馆、饭店、购

物、交通等其他服务行业的发展。

3 经验和启示

综观西湖综合保护工程的实施过程及所取得的

成果，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传承与创新走出了一条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3.1 景区免费开放

杭州西湖环湖景区实施综合整治后，景区全部

实行免费开放。2002-2012的十年间西湖景区免费

开放的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达52处，占西

湖景区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总数的73%。

杭州西湖和博物馆的免费开放成为了中国“风景

资源回归大众”的典范。没有围墙、不收门票的完

整西湖，俨然成为公众的大客厅，杭州市民、中外

游客都成为了直接受益者，这不仅体现了对公众文

化权利的尊重，也为杭州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

实践证明，免费后带来的综合效应，使西湖这一公

共资源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大处着眼，树立“大旅游”

观念，整合旅游资源，把“门票经济”逐步转变为

“产业经济”。

3.2 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

2001年11月，杭州市人民政府调整杭州西湖风

景名胜区管理体制，成立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

会，将西湖风景名胜区内所涉及的街道社区和农村

交由管委会托管。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作为

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市政府正式对西湖风景区

区域内实施统一管理，履行风景区保护、管理、规

划、建设的职能。实践证明，这一调整不但对西湖

综合保护工程的顺利推进起到了很好的保障，对西

湖的各项保护、管理、经营工作也是极好的促进，这一风景

名胜区创新体制也被中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积极推广。

3.3 居民参与决策

西湖综合保护工程通过方案公示和征求意见等方式，允

许景区原住民深入参与项目各个环节，原住民在实施的前、

中、后均提出了不少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参考，并对调

节项目实施者与住户的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结束语

环境是杭州构筑大都市的独特优势和战略资源，实施西

湖综合保护工程是整合西湖风景资源，优化杭州城市环境、

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必然要求。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有效地

促进了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切实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增

强了城市综合竞争力，而实施合理而有效的经营管理则是发

挥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后续效果，促使西湖风景区可持续发展

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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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 湖西景区整治后茅乡水情（杭州园林设计院供图）

2_ 涌金广场（孙小明 摄）

3_ 湖滨景区整治后—惜别白公（杭州园林设计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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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临《杭州风景园林》创刊发行，盛情约我投

稿，我提笔想起苏东坡“谁能识其全”的诗句不禁

文思茫然，以何为题呢？

“风景园林地标，人向洞天福地”、“意象相

符，风雅积深”、“西湖美在人与天调的历史积

淀”、“一见钟情，永誌不忘”、“问名心晓，天

遂人愿”、“国必依山川，境因人成胜”等一一在

脑海里浮过。最后我把它定为：“西湖，高山流水

间的诗意栖居”。其实都是同一认知，就风景园林

学科而言，寻觅和创作健康长寿诗意栖居的仙境是

我辈的天职。据题发文应该是正本清源的。

天人合一 问名心晓

人具有双重性，即自然性和社会性。二者的矛

盾与统一即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和文化总纲。管子

说：“人与天调，而后天下之美生。”以美学而

论，风景园林是将社会美融于自然美，从而创造风

景园林艺术美。因此，钱学森先生说这是一门科学

的艺术。非科学、不合情理的作品固然不能称之为

艺术，但仅符合科学和情理而没有出人意料、令人

惊叹的作品，也难以登上艺术殿堂的宝座。就自然

方位而言，凡湖在城西的湖水都可称为“西湖”。

于是，我国有三十九个西湖。而为什么惟杭州西湖

能“一见钟情，永誌不忘”地深入人心呢，就因她

是人与天调、天人合一而形成的，而不仅仅是一个

方位的自然属性。

西湖最早称“武林水”，自汉才有“金牛

湖”、“明圣湖”之号。后又有“钱水”、“钱

湖”、“龙川钱源”结名。唐时“钱塘湖”名盛一

时，后唐人称“西湖”。白居易多首诗文中以西湖

相称，但又因白居易筑石函泄湖水而又称“石函

湖”。总之，名称的历史沿革不一，并不稳定，而

众所公认者惟“钱塘湖”与“西湖”。苏东坡酷爱

西湖，并用中国文学的比兴手法在诗中说：“若把

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就将自然和人

文融汇为一了，从根本上肯定了西湖的风景素质佳

若西施，因天生丽质而浓淡咸宜。这就是说西湖的

四时、朝夕、阴晴都一样美。这两句诗比兴合宜，

影响至深。又一说，西子忘吴，西湖忘宋，触景生

情。故北宋后官方文件、名家诗作也都以西湖为名

了。这也是名人效应，充分印证了“文藉景生，景

藉文传”的传统理念。

天生丽质 因人成胜

中国人解决人对自然环境的需求有两种方式，

一是走出去到自然风景中去享受大自然之美，二是

通过人造的手段把自然请进来。前者称为风景名胜

区，以自然山水为主体，展示自然美为主，人工辅

以游览休息需要的设施和人文艺术美的点缀。而城

市园林则是以人工兴造景物为主体，涵山水地形、

建筑、道路场地、置石掇山、植物种植和园林小

品，以展示人造自然的艺术美为主。以西湖而论，

以风景名胜区为主体，以人造自然为辅弼。风景名

胜区中包涵人造园林，人造自然融汇在大自然中，

将城市园林孕育在风景名胜区中。

自然山水的风景资源充分显示了西湖的天生丽

质，天佑斯于西湖也。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

好。山水相映成趣，山因水活，水得山秀。青山叠

峰，烟水无穷。西湖山水由天目山发脉，从北高峰

和南高峰分脉南北，形成“三面湖山一面城”之势

（图1）。群山内峰外耸，各安一方，构成“各景”

的骨架。外围主要由石英砂岩构成，含北高峰、天

马山、天竺山和五方山等。岩性坚实，风化侵蚀较

慢，因而峰峦挺秀、谷壑纵横、山林翠郁、泉湧溪

流，是西湖名泉遍布的所在。内圈的山有南高峰、

飞来峰、凤凰山和玉皇山等，山势稍低，正合前低

后高之层次美；表层砂岩已风化不存，故石质主要

由石灰岩构成，易受溶蚀而形成洞穴潜藏、钟乳万

象、六月无署之仙府洞天。著名的有烟寝、永乐、

玉乳和紫来等。天自西来东衍，山势气脉尤如龙翔

凤翥，天成了诗称“龙飞凤舞到钱塘”的形胜，表

现出吴国和南宋建都之胜。“山不在高，有仙则

灵。”若论山之三远，可谓兼具“双峰插云”耦峙

无依，至变无上。三面云山平远展曲，西面和西南

之山层层交叠，山色由浓渐淡，另有孤山脱离北山

从地脉中独巘秀挺。山色应四时而异，春来“柳浪

闻莺”，夏日“晴空青翠”，秋深“醉颜秋满”，

冬雪“银白覆盖”。晴方好，雨亦奇。除了孤山秀

峙湖中，伸入湖中之山上有南面之夕照山，湖西面

的丁家山都以半岛形成插入湖中，水边轮廓线和地

形起伏皆极尽自然。

西湖自然的山水资源十分丰厚，但不可能完全适

应人民（游客）避暑休息的社会需要。首先，如何保

证西湖山水的持续发展（图2）。中国人认识到“国

必依山川”，活山活水便成为国家大事。从古迄今，

有多少知名和不知名的官员和文人志士投入了他们

的心力。三面环山意味三面有水土冲刷的泥沙排入

西湖沉积。水变浅，水容量减小，标志性的水草即

“葑”，如无人调天的疏浚治理怎么会有今日之西

湖？历史上西湖曾大旱水涸，以水为灵魂的西湖必因

干涸而丧失生生不息的生态环境。“忽惊二十五万

丈，老葑席捲苍烟空”是生态文明的丧失。

古代吴国的钱繆就从治理钱塘进而着眼西湖治

理。隋代虽建六桥相公堤沟通南北交通兼而划分西

都水面，但由于“西湖西退”而对西湖偏东的中心

区影响不大。因此，唐代兴建的白堤在改善生态、

便利交通，特别是在划分和组织水空间和滨水选景

方面给西湖建设以莫大的启发。原自然水面隔绝了

孤山与东岸的联系，因建堤联通，同时自然地划分

出南北向的水空间。这才有湖分内外，进而导致西

湖水空间总体布局划分为五，即外湖、北里湖、西

里湖、岳湖和小南湖。绕湖岸近十五km合围的水

面何其巨大矣。若仅自然之旷大而缺乏层次深渊的

1_ 西湖山水形胜（图片来源：google卫星图）

2_ 西湖平面图（孟兆祯绘制）

西湖，高山流水间的诗意栖居
West Lake, Poetic Habitat In Mountains And Lakes

孟兆祯 / Meng Zhao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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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则易流于空乏冗长而索然于诗情画意了。加

以不能以东西向堤阻断南北向的对流，又遵循“疏

水如为无尽，断然安桥”之道，安“断桥”，扁

长、低平架于湖上。古代桥中高立桥坊，水境因人

成胜，这才有“孤山不孤，断桥不断”之说。西湖

十景中的“平湖秋月”和“断桥残雪”也才因境而

生。这种治水的综合效益当传承发展。

唐代治理西湖开了一个好头，南宋元祐年间苏

东坡守航又开浸湖水，所积葑草挖土筑为长堤，

即苏堤。诗云“六桥横接天汉上，北山始于南山

通。”道莫便于捷，堤为直线，鉴于水之西来而为

了贯通水流，与杨公堤相应作六桥。自北迄南，纵

截湖面，绵亘数里。古有工五起伏、六桥九亭、

深柳疏芦、春花莳放，景从境生，又产生“苏堤春

晓”、“花港观鱼”和“三潭印月”三景。

作为两朝国都的杭州必然蓬瀛仙想，西湖出现

“一池三山”乃帝王御苑之紫宸志，但又是向公众

开放的公共游览地。宋代还兴建了小瀛洲主岛，主

岛的体量和位置还要考虑到持续发展的空间，尺度

必须大小适度。“独立端严，次相辅弼”的设计逻

辑是正确的。位置为远城近苏堤的西湖西南部，山

脉蜿蜒相叠而远景无穷。估计因土方不足，而以外

围成其大，岛中呈“田”字型堤堰，堤内为湖。由

是产生了“岛中有湖”之胜。

葑草在深水区不能生长，故以三点成一面的

三角点上立了三座石灯，用以标志控制水深的检

测面积，石灯有小品之美，“兵不厌诈，景不厌

精。”，月影落于三潭间，自成“三潭印月”名

胜。此乃“精艺”与“输巧”的高度结合，化工程

为艺术（图3）。

明代心领神会地在主岛北侧辅弼了客岛“湖心

亭”，清代收笔于配岛“阮公墩”。历经隋、唐、

宋、元、明、清六个朝代，千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西

湖这一文人写意自然山水的锦绣大观。三面青山

抱湖，一湖碧水为心，长堤纵横贯穿，仙岛烟雨星

点，山中有湖，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复层水空间

景物。如一人执笔胸有成竹、有条不紊地挥洒泼

墨，千年如一日。慢工出细活，切记急功近利的浮

躁，终至水到渠成。天生丽质的自然山水资源固

然是根本，人为艺术加工与自然协调共成天人合一

之中国风景园林地标。美学家李泽厚从美学角度

将中国风景园林概括为：“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

化。”“景物因人成胜景”还包括历代君王、军政

要员、文人墨客和名媛、高僧、艺人见景生情所赋

诗词歌赋。自然与人文交融，达成“深浅随所得，

谁能识齐全”的至高境界。

 

宏观杖法谨严 微观逗人情缘

中国风景园林艺术讲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的境界，这是由“天人合一”经中国文学“物我交

融”的境界衍生而来，将文学的“比兴”理法化为风

景园林的“借景”，并非借贷之借，而是凭籍造景。

借与籍同义，以借景为中心放射而串联起中国造园的

创作序列：明旨→问名→相地→立意→布局→理微，

各理法均以借景为至要（图4）。如将相地立意合

一，则可增加余韵。借景理法有三：借景随机，借景

无由，触情俱是，以及臆绝灵奇的高标准。

钱塘十景和西湖十景是杭州湾钱塘江流域和杭

州西湖两个地理层次的风景园林规划和风景名胜

总体设计，是从文学到绘画，从绘画到实景的综

合艺术创作。文是本源性的，故有境界和意境。

文人是具有高度文学修养之人，以诗言志，以歌咏

言，深爱自然山水并道法自然，主张以和为贵、爱

国爱民，重视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以文修身，以

文会友，并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终生实践的

座右铭。遇国难则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爱

国主义精神，向往太平仙境的诗意栖居并以品德和

才艺严格自律，从诗画落实到人居环境安康快乐的

向往。以诗为景题以名，随境生景，尊重和顺从自

然，以求“人与天调，天人共荣”之道。景点按景

题文意抒展，景面文心。

西湖十景源于南宋画院西湖山水画题名，今存

南宋祝穆《方舆胜览》中记载：“好事者尝命十

题，有曰：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雷峰

夕照、南屏晚钟、曲院风荷、花港观鱼、柳浪闻莺、 

三潭印月、双峰插云。”。皆为自然山水环境中的诗

意栖居。山水林木、春夏秋冬、风花雪月、朝夕阴

晴，不仅视觉，还涵盖了嗅觉、听觉和触觉；不单

是视觉冲击，而是应目会心、赏心悦目的全方位物

质和精神的享受。西湖有总的地宜，各景点又有各

自的地宜，相地倍景更彰显了这些地宜。这是“巧

于因借，精在体宜”的实践成果，巧于通过相地寻

觅地宜之因，借因成果以体现用地之地宜。这十景

在清康熙题名时将“麯”改为“曲”而成“曲院风

荷”，景址也从灵隐之东山坳中的古酿酒麯院改迁

至岳庙前。十景自清皆有景亭内置石刻景名碑。

实际上西湖十景以外还有引人入胜之景点，佳

景不受此限。除山外山、楼外楼还有景外景。这些

景外景大都在南宋以后兴建（图5）。

灵隐胜境

西湖水由西面之天竺而来，天竺山下即灵隐胜

境所在，峰峦起伏，洞穴潜藏，山岩万状，林壑

秀美。水有地面水和地下水湧泉，石灰岩岩溶景观

丰富多彩。就自然山水资源而论，具有两大地宜：

一是岩石面层砂岩风化已尽，露在表面的都是石灰

岩，与附近砂岩之山风貌迥异。二是地下水源丰

富，地下水冬暖夏凉。开发灵隐胜境的宜人之志，

智慧过人，利用这两项地宜为借景之本，作了合宜

的发挥。印度高僧慧理说：“此山由印度飞来，故

石质与周围的山大不相同”。于是有了“飞来峰”

之称。有人问何以印证，慧理说，我在此山养了黑

白二猿，呼之能来。于是又开创了“呼猿洞”。慧

理之言有符合情理之处，因为从地理学来看，大陆

漂移是有科学依据的。他出人意外之想是利用山岩

石质与近山的差异而遐想“飞来”，给人以“问名

心晓”的综合冲击。现存理公石塔便是纪念这位开

山祖师的。地面水与地下水同时存在并不稀奇。但

籍地下水水温低之由而名以“冷泉”就引人向往

了。飞来峰前山后溪涧相汇，借景为“合涧桥”。

又春天山上化雪成洪流下泻，苏东坡诗有曰“春淙

如壑雷”，因而在溪涧中建“壑雷亭”。后因屡遭

水击破坏而迁址岸边，与冷泉寺为邻。

武林山后北高峰下的灵隐禅寺在清《武林灵隐

寺志》中载：“寺自晋咸和间理公（慧理）开山，

 4 

 5 

 3 

3_ 小瀛洲平面图和鸟瞰图（图片来

源：潘谷西《江南理景艺术》）

4_ 借景理法（孟兆祯 绘）

5_ 西湖美景



020
传
承
创
新·

IN
H

ER
IT

A
N

C
E &

 IN
N

O
V

A
T

IO
N

021
传
承
创
新·

IN
H

ER
IT

A
N

C
E &

 IN
N

O
V

A
T

IO
N

山门榜曰‘绝胜觉场’”。又：“至唐初，自宋之

问咏灵隐诗，承朕未就，绕廊行吟，骆宾王时避祸

隐于僧，乃续曰：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向

欣然用之，灵隐之名大著。”

由此可知，灵隐胜境是风景名胜区的总称，灵

隐禅寺只是其中寺观。今将“灵隐禅寺”额题挂在

入口正面明处，而将“灵隐胜境”挂在反面暗处，

有本末倒置之嫌。此处水景为石灰岩融浅溪涧，有

管理者与自然相违逆，叠一大堤成湖，致原来的冷

泉、枕流石等景点均不得见，风景名胜被破坏了。

杭州气温摄氏四十度时，进入岩洞则凉风习

习，辐射热到不了洞中。这一组山洞也是借景定

名：一线天、玉乳、龙泓、射旭、青林等。《西

湖记述•飞来峰》载：“高不逾数十丈，而苍翠玉

立。渴虎奔猊不足为其怒也，颠书吴画不足为其变

幻詰曲也。”，实是掇山之师，“有真为假，做假

成真”之道也。我数十年赴杭总要钻飞来峰下洞，

常苦于洞内胶片摄影难以成像。如今数码录像机则

可在一支烛光下成像，积累良多，可极尽“搜尽奇

峰打草稿”之功（图6-9）。

岳坟

苏堤北端、西泠桥西之高台上有庄严肃穆的岳

庙，由南入门有东西向副轴引入岳坟。由山麓至山

坡总共两进院落，拥忠贬奸，歌颂中华民族抵御外

侮、抗金民族英雄岳飞，开展生动爱国主义教育，

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融为一体，是一座文人写意

式墓园（图10）。

墓园门东向，藉高尺度的黛瓦粉墙南北各开一

门，中间安置了一座名为“精忠柏”的半壁亭。传

说岳元帅在风波亭遇害之时，近旁有一株老柏树

慷慨示志说：“我也不活了”，于是化为坚石。木

化石是现实的硅化石，而其中以壮烈之词言志的浪

漫主义设计是感人的。柏树精忠，何况人乎！这一

“起”多么切题，令人一见生敬，永志不忘。达到

赏心悦目的瞻仰效果谈何容易，但点到而已，不在

门口大做文章（图11）。

岳母在岳飞背上刻字的史实家喻户晓。在此以

墙背为人背，以粉墙为纸，浓墨大书“尽忠报国”

四个大字，令人注目。岳母深爱儿子，在国难当头

之时，首要的是刻骨铭心地教育儿子成为精忠报国

的好儿男。岳飞题“还我河山”自铭并号召全国同

胞共成大业。将中国书法“以文载道”、“以书传

文”的社会和艺术效益发挥到极致的境界（图12）。

用什么空间环境布置墓园的第一进院落呢？岳

飞是国防英雄，中华民族自古便以“金城汤池”的

城池来表达巩固国防的心态。砖垒城墙犹如铜墙

铁壁，令敌人来犯者碰得头破血流。我们护城河里

的水是滚开的沸水，烫死来犯的敌人；因此作象征

护城河的汤池为轴心压在轴线上，而这一进山院的

锦缎就是叠雉顶的石城墙。城下的一口井也是冠以

“忠泉”之名（图13-14）。

岳坟一进南北为边廊，用碑刻展示岳飞的文作

为书法。另一边则为世人歌颂岳飞的碑刻。作者在

歌颂忠将的同时还有力地批判了误国佞臣。巧借秦

桧之名是因为正巧有一种乔木名桧柏，而中国人对敌

人的下场都有“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之愤恨填膺之

想，臆绝灵奇地设置了“分尸桧”，让人民解恨。虽

将桧柏竖劈为二，由于植物的形成层未破坏而可成

活。原桧已不存，补植新桧达不到这样高的境界。苏

州木渎清、奇、古、怪却正符其意（图15-18）。

西泠印社

西泠桥东、孤山西端座落西泠印社，这是我到

西湖后最爱去溜达的地方。西泠印社是清末成立的

收藏和研究金石艺术的民间学术团体，而此地同时

也是中国文人写意山水台地园的典范。园山构景，

借金石发挥中国自然山水台地园的精湛特色和浙江

人文秀气的内涵。借景问名，因地宜立意合布局，

精于细部处理，游后令人魂牵梦绕，回味无穷。整

个园子无处不散发字馨书香的书卷气，与意大利台

地园各有千秋，而更玉成了自然山石水景积淀深

厚、逗人流连的魅力。“盖以人工之美入自然，故

能雅；以清幽之趣药浓丽，故能奇。”以西泠印社

名景，风雅流传无限（图19-20）。

中国人将山水人化，将山竖分为山脚、山腰和

 11  13 

 10  12  14 

6_ 灵隐飞来峰景区平面示意图

7_ 弥勒佛大石像（夏宇 摄）

8_一线天（夏宇 摄）

9_飞来峰后山蹬道（齐羚 摄）

10_ 岳王庙局部平面图（齐羚改

绘自岳飞庙景区导览图）

11_ 精忠柏半亭（孟兆祯 摄）

12_ “尽忠报国”粉墙（齐羚 摄）

13_ 汤池（孟兆祯 摄）

14_ 西段金城的石作堞雉城墙

（孟兆祯 摄）

 8  9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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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头三部分。山脚进西湖北岸，地形相对平坦而有

缓坡。运用“涉门成趣”的理法在向湖南面开了一

扇圆洞门，门楣上砖雕小幅“西泠印社”，社内

山水、建筑收之园门，宛如镜游（图21）。黛瓦粉

墙显露了清幽之趣，而将金碧辉煌拒之门外。出园

则将西湖水岛纳入盈月之门，成景得景兼之，可谓

“景佳何须大，小中能见精”。西边开辟侧门，与

纪念六一居士欧阳修的六一亭隔草坡相衔。北坡后

门居高临下有若石城美。联曰：“高风振千古，印

学话西泠”（图22）。无论从景物或文意而言都是

章法之“合”。头进山庭因平坦作水院，重建明代

旧名“柏堂”。柏为“义”之归读并含忠贞意。堂

南开一勺水池，池中立石一卷，石小而有仙气。堂

东导引山泉成细流溪涧入池，成“线溪亩池”精巧

山水景（图23）。为柏堂添置了相当于东西厢房的

亭馆，一概作为展示西泠印社金石作品之所，并以

廊相连结成为以山池为心的山麓三合院。幸勿多屋

宇，但见亭廊间，没有中轴对称，却又格外均衡。

东西皆可引入攀登山腰。

山腰下数级蹬道曲折引上令人注目的石坊，形

 19 
 21  22 

 20 

 24  23 

 16  18 

 15  17 

体简约而细处又十分耐看。高低、面阔皆应境而

生。位置不变不低怜可控山腰坡口。“西泠印社”

的坊额古朴清秀，坊联的真挚、工整触人心扉：

“石藏东汉明三老，社结西泠纪廿年。”，体现了

“以文会友，与古为徒”的精神（图24）。上联表

明收藏《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作为镇社之宝。除却泰

山秦李斯书碑外，这就是金石珍世至宝了，又表明自

一九零四年（光绪三十年）成立西泠印社值二十周年

社庆时立石坊以资纪念。石藏对社结，东汉对西泠，

名三老对纪廿年因借何其巧妙。印社的文化水平不言

而喻，在造景方面起到画龙点睛之妙。以文载道、以

诗言志、以书表文。这些篆字书法令我入迷，每赏每

临，在笔记本上沐浴古文化的熏陶。山腰是相对狭

窄的地带，宜作藏书、藏印品之所。原数峰阁实为创

社肇发之地，并商借八千卷楼丁氏所藏西泠八家刻印

精品拓印成谱。后在阁西建仰贤亭镌二十八印人先贤

于壁。亭画建山川雨露图书室。山腰园洞门推出“印

泉”小品。印社书籍纸张都怕潮，故辟泉集水以减少

空气中的相对湿度。印证共辟印、文、闲、潜四泉分

15_岳坟（孟兆祯 摄）

16_忠泉（齐羚 摄）

17_ 城门洞对联和分尸桧（孟兆

祯 摄）

18_ 清、奇、古、怪柏树（孟彤 

摄）

19_  西泠印社总平面图

20_ 西泠印社山顶部分北视剖面

图

21_ 西泠印社园门（齐羚 摄）

22_ 西泠印社北坡后门（齐羚 

摄）

23_柏堂（齐羚 摄）

24_ 南山腰起处石坊（齐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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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高下，因石凿泉。规模大且刻字多者为潜泉。无泉

不成景是台地园特色水景（图25）。

高而平之山曰顶，宜于布置自然山水及因境而安

的建筑组群。因高致爽，凭高致远，故为纪念性建

筑和游息性建筑的组合。以山池为心，石板插水，

上立华严经塔秀矗，下镌白色“西泠印社”篆字

映水（图26）。自印泉，金石泉以“鸿雪爪痕”的

意境凿出崖龛折上山顶（图27），折对下堂上阁之

“骚堂”，为宋绍兴建“西湖极奇处”旧址。文人

骚客之堂上为四照阁，四照即为极奇之处。四照阁

联曰：“合内湖外湖风景奇观都归一览，萃东浙西

浙人文秀气独有千秋。”。见景思情，暗自叫绝。

但我也曾看到此联误置于楼前，说明管理水平跟不

上古代文化。在四照阁中乘凉、品茗，放眼远舒环

顾，再联想“景面文心”的词义，真是静享清闲

（图28）。山顶景物布置借宜生巧，随曲合方，以

景带宝，清秀耐寻，构成内成景、外得景、高下起

伏、山水掩映之诗意栖居环境。四照阁从中挺出，

利用山崖构筑依崖山楼。四面玻璃窗放射得景。东

北因岗而起题襟馆，山石踏蹂转折引上，露台荫

凉，清馆内藏，因高差不觉逼近四照阁，西下则引

入山水崖池景，小巧精致却大刀阔斧凿石成龛（图

29）。山崖洞、规印崖、龙泓洞无不令人注目流

连。东西相望则彰显透过曲池深远景色。山顶东西

狭长、南北进深不大，但景曲绕石径、上下跌落，

相对延长了进深。至北端夯刀凿洞。故显为痕，凿

石成洞，洞口旁立第一任社长吴昌硕石雕像。尺度

并不丰伟却神态清闲，饱积文墨而不露、自持谦和

而近人。俨然国画写意人物志三维化，与西方写实

雕像风味真是各显神通（图30-31）。东汉三老石屋

藉陡崖架空自成下洞上屋之构。自东面望宛坐于平

地。西下则恍然尽悟精巧非凡（图32-33）。山顶西

北后座高楼。南眺北望均相宜。山顶的焦点从旧山

池浮图相映之造景。必相见恨晚而终生难忘。

西湖岂止“谁能识齐全”，又谁能说得完呢？

建国后收回沿湖用地开放游览、引钱塘江水入西

湖，恢复和新建花港观鱼、曲院风荷、杭州植物

园、杭州花圃和西湖湖西等多处风景园林，成绩斐

然。当今全国共筑中华美梦契机，西湖风景园林要

玉成梦境，将来必将更美好。

【作者介绍】                                                                                      

孟兆祯，男，1932年生，湖北省武汉市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教育

家。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建设部风景园林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1年被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授

予风景园林终生成就奖。

 32 

 33 

 27 

 28 

 30 

 29 

 31 

 25 

 26 

25_潜泉（孟兆祯 摄）

26_华严经塔（齐羚 摄）

27_ 鸿雪径（夏宇 摄）

28_四照阁（齐羚 摄）

29_题襟馆（齐羚 摄）

30_ 邓石如像、小龙泓洞（孟兆祯 摄）

31_ 吴昌硕像、规印崖（齐羚 摄）

32_ 汉三老石室西面（齐羚 摄）

33_ 汉三老石室东面（齐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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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杭州风景园林》杂志邀请，希望通过我对

岭南园林发展的梳理，谈谈对中国传统园林的传承

与发展的看法，以作为《杭州风景园林》创刊的祝

贺。此意甚好，欣然命笔。

在我看来，岭南园林是纵横两个轴的交点：纵

轴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时间轴，横轴是热带、南亚热

带地域的空间轴。

岭南园林，本质上是中国园林，特别是江南园

林发展流程中的一个分支。许多有实力的岭南园林

是邀请江南造园家来策划指挥的，这些园林对自

然、山水、文采、象意（以象表意）、收放、借

景、意境、工艺等的追求如出一辙。对此，岭南人

从不隐晦，可见之于今天所谓岭南“四大园林”的

诸多文献中。但由于岭南地区独特的地理和社会条

件，为了适应地域文化、气候和社会形态的需要，

岭南园林又形成了特性相当明显的自己的特点和性

格。

显然，江南园林的文雅、清淡、闲逸、灵巧，

在岭南园林中已转化为实际、艳丽、扎实、通透。

江南是中国农业社会文化的高峰汇集场所，其园林

的主人主要是文人雅士，达官贵人，包含了大量思

想家和艺术家；而岭南是中国农业社会外贸经济最

发达的地方，广州是上千年的商城，有着数百年对

外开放唯一口岸的地位。特别是以十三行为代表的

买办商人，不少是当时世界的首富，同时又兼着为

当时中央政权办理对外事务的任务，因此实用功能

成为岭南造园指导思想的核心。

岭南园林是求实的。首先必须满足商业活动甚至

外交活动的需要，所以宴请、饮茶、赏曲、炫耀经济

实力和文化收藏以及过着豪华的家庭生活等成为重

要任务。而作为中国人，识文断字要比西方人困难得

多，故而中国商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人，他

们的园林也要作出这种文化表现，无论是粤商、徽

商、晋商，还是盐商，无不表现出这种倾向。

岭南园林是艳丽的。热带、南亚热带的植被、

土壤、天空和海洋，都具有这种特色，而巨大的财

富积累带来的奢侈和炫耀，也是需要这种色彩。

岭南园林是扎实的。隔热、遮阳、抗风、排

雨、防淹等要求，都制造着这种形象，浓密的植丛

和叶簇，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岭南园林是通透的。大量门洞、连廊、隔扇、

挂落、满洲窗的应用，比起江南更为高敞的室内

空间，前后贯通的“竹筒屋”、左右贯通的“骑

楼”、上下贯通的“碉楼”等，都出现在这里的庭

院园林中。显然，这和岭南无需防寒但需要更多地

考虑遮温遮雨，有密切关系。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群有创意的岭南

知识分子和匠师，特别是三十年代留学德国得到现

代主义真传的夏昌世先生的几位同事、学生和朋友

（如莫伯治、何镜堂、陆元鼎、佘畯南、林兆璋、

郑祖良等），在时任广州副市长林西带领下把岭南

园林发展到一个新高度，除了几个原汁原味地继承

了传统材料与风格的茶楼酒家，更成功地将现代主

义的简洁、实用和通透几乎发挥到极致，并和中

传承南粤文脉，放眼热带地区
——岭南园林发展观察

国式造型与极度节俭的国情融合到一起，运用于公

共园林，一度风靡全国。到了八、九十年代，以吴

泽椿、刘管平、吴劲章等人为核心，充分发挥了岭

南文化“宽厚包容”和“敢为人先”的优长，也在

岭南园林的改革开放和丰富发展上不断做出新的成

就，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在岭南园林上述外表特征的下面，隐藏着的是

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调。凡是在岭南生活过的人都会

有切身体会，如何在高温多雨的气候中进行园林

生活，是岭南园林必须解决的问题。更深刻的体会

是：这种生活充满了对生活的满足和热爱，充斥着

对人与人之间温情的追求。一句话，充满着现实感

和人情味。

人们造园是为了改善生活环境，这是最普通的

真理。可是在历史上，在一定条件下，真理会被遮

蔽，也是已被多次证明的事实。遮蔽的工具，多半

是些“高大上”的理由，包括宗教、信仰、伦理、

道德、科学等方面的理论。我不是否定这一类的做

法，它们的确为园林的丰富做出了大量贡献，问

题在于如果将其抬高到遮蔽了园林的本质，就荒唐

了。例如，近年来所谓生态主义，将城市园林作为

生物多样性的舞台。深圳曾经要求公园只要是开动

工程项目，就要市委书记批准，为此不惜完全牺牲

园林对人的呵护和照顾，就是一例。

总之，“实事求是”是岭南园林的真正隐规

则。而我认为，“实事求是”正是中国传统优秀文

化的支点之一。（另一个支点是“阴阳互动”，它

们正好和“唯物”、“辩证”相对应，这也构成毛

泽东思想何以能成功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与实事求是相对立的是“公理主义”和“模式

理论”，这正是西方各种理论的基本模式，从欧

几里德到格式塔，从资本崇拜到普识价值，无不

如此。其实这类终极理论或模式，都是假说，都可

以批判，只要你有了强大的思想批判能力，也都能

够对之进行批判。进行这种批判是工作量巨大的任

务，本篇文章不可能完成，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

个世界是由许多具体的规律综合作用主宰着的，没

有唯一的主宰；所谓规律的规律，就是所有具体的

规律都是有条件的，没有绝对不变的。要命的是我

们（现在已经几乎囊括了全人类）从小就是被源于

西方的终极主义体系培养大的，绝大部分人都对这

一套崇拜得要死，奉如神明。我说要命，是因为这

一套正在加速分裂人类，加速毁灭地球，不信咱们

就走着瞧。

所以，人类要想不自取灭亡，还是要返回中国

思想体系的精华核心，就是上述的“实事求是”和

“阴阳互动”思想。

这也是我对岭南园林的进一步发展充满信心的

根本原因。热带园林，是人们普遍喜欢的园林，

每年大量到热带地区旅游的人群足以证明这一点。

但是有文化的有理论的热带园林，现在还是基本阙

如，世界LA界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掌握在温带地区

的专家学者手中。岭南园林如果抓住中国在世界上

逐渐上升为主导地位的机遇，是有可能获得更加辉

煌的成就的。

同理，我认为如果说中国的建筑和城市由于技

术和社会制度的原因只是世界之树的一个枝干，

中国园林的思想方法应该是世界风景园林的主干，

因为国外的园林理论基本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

系。在我看来，主导着现代西方LA界潮流的三大理

论系统，包括造型方面的格式塔理论，设计方面的

多层叠加方法，规划方面的景观都市主义，全都不

是正路。中国风景园林有着别人不具备的处理天人

关系方面的正确思想文化底蕴，若能勇敢发扬自己

的优长，敢于改革那些传统的或近来才出现的薄弱

环节，大胆吸收别人文化的长处，强化科学研究和

实事求是精神，摒弃流行文化那些为突出个人服务

的恶习，发扬建国初期多方面专家真诚合作的精神

和做法，坚持一段时间必然会走在世界的前端，进

而领导世界潮流。当然，最关键的是要看有关领导

有没有这个水平和魄力。

据我所知，杭州的风景园林近年来是走在全国

前面的，这对于中国风景园林的主流江南园林来

说，是极好的福音。预祝《杭州风景园林》杂志茁

壮成长，成为中国风景园林未来能够领袖群论的重

要主力。

【作者介绍】                                                                                      

王绍增，男，1942年生，北京林业大学园林规划设计首届硕士，现任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园林》主编。

王绍增 / Wang Shaozeng

Inheritance Of The Culture Of Guangdong Province, Expand Our 
Horizon To Tropical Area
Observation Of Development Of Gardens In Lingn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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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是唐宋以来中国文人士大夫心中最惬意

的生活场所，是元朝统治者视为败坏江山统治的

“销金窝”，是明代以来中国人民心目中理想的住

居天堂，是清朝统治者大力推崇的皇家园林楷模。

从唐代文豪白居易利用疏浚工程造景为起始，经宋

代文豪苏轼奠定格局，西湖景观随着中华文明的兴

衰衍变已历1300余年，延续至今。特别是自20世纪

后半叶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兴起以来，有关遗产

的认定、保护等一系列重要理念逐渐、并直接影响

到了西湖景观的确认与传承。

2001年杭州市人民政府正式启动西湖申遗准

备工作——西湖综合保护工程。2007年我国政府

正式将西湖景观列入国家申报程序，开始了艰苦

卓绝的申报历程。在各级政府的积极支持下，特

别是杭州市政府历时10年的全力准备和投入过程

中，我国的文化遗产研究、保护、管理工作者同

心协力，直接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制定的

《实施世界遗产保护公约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以下简称《操作指南》）为

经典，特别是针对新兴的“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结合中国的历史

文化特色开展学习、探讨与运用，终于在2011年6

月24日，以圆满、热烈的表决通过了第35届世界遗

产大会的审定，得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

我国第一个以“文化景观”类型申报成功的世界

遗产，成为《世界遗产名录》（World Heritage 

List）中第一个以水景为主体[1] 的文化遗产，也成

为当今杭州城市真正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文化景观。

申报世界遗产需要符合审定标准,即具备“突出

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简称

“OUV”），《操作指南》中的相关陈述是“突出

的普遍价值指文化和/或自然价值是如此罕见，超

越了国家界限，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

的重要意义”。其中包含三个鉴定条件：一是需要

具备世界遗产价值标准；二是需要符合遗产保存的

陈同滨 / Chen Tongbin

真实性/完整性（Authenticity/Integrity）；三是

需要具备遗产的保护管理保障。整个鉴定过程是一

项成系统的、颇为专业的多学科、多层次、多领域

的综合行为，同时也是有效推进和提升遗产保护、

利用、管理和研究整体水平的重要过程。

杭州西湖所属的遗产类型为“文化景观”

（Cultural landscape），归属于文化遗产范畴。因

此，与自然遗产相比，它的世界遗产价值标准必须符

合“文化遗产的标准”（Cultural heritage criteria）,

即世界遗产标准的前6条。按照《操作指南》的鉴定要

求，缔约国提出的所有遗产潜在价值必须由明确的不

可移动的物质载体予以承载和展现[2]。为此，在遗产

价值意向初步成型的基础上，对承载遗产价值的不可

移动物质要素的分析、辨认和确定（Identification）

也成为价值研究必不可少的主要内容。

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组成的

项目组团队和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组织

的省、市专家组和专业人员在整个过程中充分发挥

了同心协力、密切合作的良好作风，在国家文物局

资深遗产专家、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会长郭旃主

席的直接指导下，针对西湖景观庞杂的图文历史资

料进行了大量的梳理、辨析、归纳和提炼，开展了

10余项专题研究或命题作业，结合《操作指南》规

定的6条标准进行逐条的推敲、研究，特别是采用

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史的国际视野，经由世界范围

的比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对西湖景观

潜在的、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性和代表性进行了深

度发掘，获得了实质性的提升，形成了我国有关西

湖价值研究相对全面、系统和国际视野的成果，其

中尤以“西湖十景”的价值研究成果成功论证了西

湖作为“中国传统山水美学的景观典范”，不仅首

次揭示出中国传统山水美学的景观类型——“题名

景观”及其设计特征，填补了中国古代园林史的重

大空白，还在东亚文化史层面见证了中国在唐宋时

期曾经拥有的文化影响力，成为本次西湖申遗最为

核心的创新点。其成果明确提升、甚至可谓重塑了

西湖景观的遗产价值，使其从“风景西湖”走向了

 
[1] 从文化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概念中的“山水”是大自然的象征形象，西湖景观是由山水共同组成的。                                                              

[2] 其它与1-5条价值相关的可移动载体一般属于“佐证”，在鉴定遗产保存的真实性/完整性过程中不属于必备条件。

【摘  要】西湖文化景观突出普遍价值研究是西湖申报遗产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倾注了遗产地各级领导、各
部门、专家、学者以及笔者和项目组的大量心血。本文以申遗文本的“遗产描述”和“列入理由”为主要内
容，以节选摘要形式简要介绍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六大遗产要素、突出普遍价值和真实性、完整性、OUV
的保护与管理等研究成果。遗产所在地的决策者和专业保护、管理人员完整参与遗产价值研究过程，可以更
加准确、全面地理解遗产保护的目标、意义和准则，有助于促进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值得积极推广。

【关键词】西湖；文化景观；突出普遍价值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of West Lake Cultural Landscap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in applying for the world heritage; experts, scholars and leaders at all levels, as well as the author and 

the project group, are devoted to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with the inscription text "heritage description" and 

"reasons of being listed" as the main content, we excerpt abstract to briefly describe the 6 heritage elements, the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authenticity, integrality, and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OUV of Hangzhou West 

Lake cultural landscape . The participation of local policy makers and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personnel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OUV study could help to understand the goals, significance and rules of heritage protection more 

precisely and comprehensively; and would advan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heritage site. This is worth to 

be popularized.

Key words: West Lake；cultural landscape；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突出普遍价值研究简述
Brief Introduction Of OUV Study Of West Lake Cultural Landscape

西湖之秋（孙小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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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一研究过程曾耗费我们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研究内容涉及了大半个中国古代文学、绘画与造园史，详细介绍需要大量篇幅，只能留待以后

以专著的形式陈述。

[4]  在我国正式提交的申报文件中，西湖景观的遗产申报区面积为4235.76公顷，后因世界遗产主审专家认为“茶园”属于农业遗产范畴，与西湖

景观的文化价值无关，特要求从遗产区减去梅家坞等成片茶园分布区，遂改为33.32平方公里。

[5]  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具有精神与信仰价值的山岳、即“圣山”的概念与价值已经被普遍接受。西湖的文化价值特征虽然在于“天人合一”模

式下的心性感悟和性灵审美，但这种价值特征属于“精神的栖息”而非宗教的信仰，是以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优美的自然景观互动之审美享受

过程。因此，我们在西湖案例中提出“文化名湖”概念，一是为了区别于自然湖泊景观，二是为了避免落入“圣湖”概念。

[6]  南宋吴自牧《梦梁录》（1274）记载了西湖四季特色花卉的景观：“（西湖）春则花柳争妍，夏则荷榴竞放，秋则桂子飘香，冬则梅花破

玉，瑞雪飞瑶。四时之景不同，而赏心乐事者亦与之无穷矣。”

[7]  “诗情画意”是中国唐宋以降景观与造园设计的审美标准之一，该词由南宋著名词人、文学家周密针对西湖景观有感而发，最初指山水园林景

观所蕴涵的如诗的情感、如画的意境，后来逐渐推广至文学艺术领域，成为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在东亚文化的美学理论中具有显著影响。

[8]  中国传统山水美学“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原创的宇宙观和文化特性，体现在审美方式上表现为“物我交融”。与西方美学理论“移情说”相

比，东方的审美方式更追求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共融”、而非分立。中国传统山水美学正是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哲理，经由“山水

诗”和“山水画”的艺术理论形成的，是东方具有代表性的美学理论。中国传统的园林景观设计主要受中国山水美学影响，在景观设计和观赏

中，通过“情景交融”的方式追求“修心养性”、“寄情山水”的精神价值，通过“意在景先”、“景以境出”的方式追求“诗情画意”和

“天然图画”的审美特性。（详见附件文本说明A.2-1.1“天人合一”与西湖景观审美）.

[9]  “题名景观”一词为本次西湖价值研究的创新成果，前此的中国古代园林史研究中未予涉及。这一概念初见于西湖博物馆《西湖学论丛》文

章，以“标题景观”一词指称“西湖十景”类园林景观；后我在文本撰写过程中基于“好事者命名”的景观形成特征改为“提名景观”；再

稍后至集体讨论时，由杭州的王其煌先生根据中国传统绘画过程中的“题词”概念，建议改为“题名景观”。众皆赞成，遂有此一新词，填

补中国、乃至东亚景观史研究空白。

[10]  中国山水画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绘画艺术上的产物，约始于公元3世纪的魏晋时期，是中国原创的、具有强烈精神含义的东方

绘画艺术。它强调山水画的创作过程是画家借助自然形象摹写个人的审美感受与精神趣味、即“意境”的过程。因此，中国山水画呈现出强

烈的主观感受，具有独特的“寄情山水”、“神托于形”的趣味与传统，呈现为某种“人化的自然”的形象，不同于单纯对自然山水进行客

观描绘的风景画，并因此而在绘画过程中具备了“创作”的意义。

[11]  “四字景目”原为宋代兴起的山水画作题名方式，是指画家绘制自然山水景观后，为作品标以四个字的题名，同时，受宋代联章词影响，当时

的画作和其“四字景目”多以8个一组或10个一组构成系列。由于这些山水画作的题名高度提炼和表达出所绘景观的观赏主题，并且蕴含着丰富

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意义，画作中的山水景观便以这一方式获得了认定和流传。随之，这种画作系列题名方式被逐渐运用于景观设计中，演

变为中国独特的景观设计传统“题名景观”，即以内涵审美意境和文化内涵的一组“四字景目”对系列景观单元进行题名，赋予其独特的观赏

主题，并共同构成一组内涵丰富的系列题名景观。有清人翟灏、翟瀚《湖山便览》记载：“考凡四字景目，例起画家，景皆先画而后命意”。

[12]  宋代流行“联章体”文学风格，即重复运用同一曲调撰写的一组诗歌，具有同样的格律和韵脚。

“文化西湖”，并经由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过程，

以国际的文化语境向世界进行了阐释与传播。

受篇幅限定[3]，本文以文本第三章“遗产描述”

和“列入理由”为主要内容，以节选摘要形式，简要

介绍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突出普遍价值的研究成果。

1 遗产描述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以下简称“西湖景

观”）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城市中心区以西地带，

分布范围3323hm2 [4]。它以秀丽的湖光山色、悠久

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丰富的文化史迹闻

名世界，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杰出精神栖居功能的

“文化名湖[5]”，也是享誉中外的“人间天堂”。

作为价值独特的文化景观，它几乎同时具备了文化

景观的三类特征——“设计的景观”、“有机演进

的景观”、“关联性景观”。

“西湖景观”肇始于9世纪、成型于13世纪、兴

盛于18世纪、并传承发展至今。它由西湖水域和湖西

群山共同构成了旖旎秀美的湖光山色，其间分布了上

百处的各类历史文化古迹。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由唐、

宋大文豪白居易与苏轼所组织的西湖疏浚工程的景

观产物“白堤”、“苏堤”，以及中国原创的山水美

学景观设计手法“题名景观”的最经典作品“西湖十

景”。它们与历史悠久的、极富文化含义的西湖特色

植物“四季花卉”[6] 和“龙井茶园”等相得益彰，使

西湖山水呈现出中国山水画的典型审美特性——朦

胧、含蓄与诗意，产生了东方美学的最经典审美理

念“诗情画意”[7]。因此，“西湖景观”以其湖山皆

备、四季分明、文化特别丰富、历史特别悠久的特

色，承载了历朝历代各阶层人士的各种审美需求；

并在中国“天人合一”、“寄情山水”[8] 的中国山

水美学文化传统背景下，拥有了突出的精神栖居功

能，对唐宋以降的中国历代文化精英、包括东亚地

区的文化交流学者产生了强烈的吸引作用，成为他

们持续不断地创造和营建的精神栖居地。

“题名景观”[9] 是一种由中国山水画[10] 和山水

诗艺术扩展到景观设计的产物：先由画家凭借个人

对自然山水、特别是风景名胜的审美感受和精神寄

托，创作出具有特定意境的框景式作品；再由诗人

根据画作的观赏特性命名一个由四个字组成的诗意

的名称、即“四字景目”[11]；随之，由广大的观赏

者将其对应到画作所表现的山水场景，形成一个景

观单元。同时，受当时（宋代）文学风格[12] 的影

响，“题名景观”的组成往往由8个一组或10个一组

的“四字景目”景观单元组成，形成具有内在关联

的“八景”或“十景”系列。

因此，“题名景观”的设计过程始于画家和诗

人对风景名胜的提炼与再创造，属于艺术家“设

计”的景观。这种融合中国古典绘画与文学艺术的

“题名景观”经由众人的传播而成立，并获得广泛

的认可和持久的传播，往往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风

景名胜。

“题名景观”出现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登峰造

极的时代——宋代（11-13世纪），并因直接受山

水画理论影响而具有中国山水美学的审美特性，呈

现出“诗情画意”的景观风格。这一源于绘画与诗

词创作、具有原创性的中国传统景观和园林艺术设

计手法此后很快流行于全国各地，影响波及山水名

胜、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庙园林等类型的景观

设计中，并随着文化传播在近10个世纪的时期内影

响了整个亚洲地区，展现出东方景观审美的经典风

格，对世界景观和园林设计艺术具有突出贡献。

作为文化景观，“西湖景观”的价值载体主要

体现在6个不同的方面：秀美的西湖自然山水、独

特的“两堤三岛”及其构成的景观整体格局、历

史悠久的“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空间特征、最

具创造性和典范性的系列题名景观“西湖十景”、

承载了中国儒释道主流文化的各类文化史迹、以及

具备历史与文化双重价值的西湖特色植物“四季花

卉”、“桃柳相间”和“龙井茶园”。

这些不同的承载方面共同支撑了“西湖景观”

的整体价值，同时也呈现出类型与属性的差异，成

为“西湖景观”的6类基本组成要素。其中：

1.1 西湖自然山水

西湖自然山水由西湖的外湖、小南湖、西里

湖、岳湖、北里湖五片水域（559.30hm2）与环

抱于湖的北、西、南三面丘陵峰峦组成（3000多

hm2），既是整个“西湖景观”基本的自然载体，

也是景观的组成要素。

1.2 城湖空间特征

西湖的周围空间自12世纪以来就形成了三面环

山、一面临城的城湖历史关系、并传衍至今，呈现

为西湖景观极为独特的“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空间

特征。

1.3 西湖景观格局

西湖景观格局表现为“两堤三岛”，是由公元

9-19世纪期间通过多次西湖疏浚工程逐渐形成的

人工产物“白堤”、“苏堤”和“小瀛洲”、“湖

心亭”、“阮公墩”共同组成，分布于整个西湖水

域，形成了一系列独特而丰富的大尺度景观观赏层

次，是西湖景观具有整体架构作用和广泛影响力的

景观要素。

1.4“西湖十景”

“西湖十景”是创始于南宋（13世纪）、并持

续演变至今的10个诗意命名的系列景观单元：苏堤

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

鱼、柳浪闻莺、三潭印月、双峰插云、雷峰夕照、

南屏晚钟。它们以世代传衍的特定观赏场所和视域

范围，或依托于文物古迹、或借助于自然风光，呈

现出系列型的观赏主题和情感关联，分布于西湖水

域及其周边地带，是“自然与人的联合作品”，属

于中国原创的山水美学景观设计手法“题名景观”

留存至今的最经典、最完整、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并具有突出的“文化关联”特性，是西湖景观中最

具创造性精神和艺术典范价值的核心要素。

平湖秋月（孙小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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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西湖十景观赏要素分析表

观赏要素

十景名称
场所·视点 景象·视域 人工建筑 季节 时辰 气象 动植物

苏堤春晓 一堤六桥 湖光山色 堤桥 春 晨 晴 桃、柳

曲院风荷 荷池一角 映天莲荷 酒坊 夏 晌午 熏风 荷

平湖秋月 滨湖平台 皓月中天 楼台 秋 夜 中秋 桂

断桥残雪 山顶桥上 银装素裹 断桥 冬 昼 雪霁 梅

柳浪闻莺 湖畔树下 莺鸣柳舞 园囿 春－秋 晨、昏 和风 柳、莺

花港观鱼 濒湖宅园 鱼我相望 鱼池 － 昼 － 五色鱼

雷峰夕照 夕照山东 彩霞塔影 佛塔 － 昏 多云 －

双峰插云 湖中堤上 云峰穿雾 佛塔 － 昼 岚 －

南屏晚钟 湖山之间 钟声缭绕 佛寺 － 暮 － －

三潭印月 湖中岛上 水月烛影 石塔 － 夜 晴 －

1.5 西湖文化史迹

“西湖景观”在上千年的持续演变过程中，由于

政治、历史、区位的原因，更因其特有的景观吸引力

和文化魅力，融汇和吸附了大量的中国儒释道主流文

化的各类史迹，在现存上百处文化史迹中最具代表性

的有14处：保俶塔、雷峰塔遗址、六和塔、净慈寺、

灵隐寺、飞来峰造像、岳飞墓(庙)、文澜阁、抱朴道

院、钱塘门遗址、清行宫遗址、舞鹤赋刻石及林逋

墓、西泠印社、龙井。它们分布于湖畔与群山中，承

载了特别深厚和丰富多样的文化与传统，成为西湖景

观作为“文化名湖”的支撑要素。

1.6 西湖特色植物

“西湖景观”在植物景观特征上具有悠久历

史和突出文化象征含义的特色植物有：始于宋代

（11-13世纪）、并传衍至今的沿西湖堤、岸间种

桃、柳的特色景观，与“西湖十景”的四季观赏特

征相应的春桃、夏荷、秋桂、冬梅“四季花卉”，

以及分布于湖西群山中承载了中国茶禅文化重要价

值的传统龙井茶园及其景观。

2 突出普遍价值研究

“西湖景观”为中国传衍至今的佛教文化、道

教文化以及忠孝、隐逸、藏书、茶禅与印学等中国

古老、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发展与传承提供了特殊的

见证：作为长期演变而成的文化景观，它以特有的

景观吸引力和文化魅力，吸附和融汇了一系列富有

代表性的文化史迹——保俶塔、雷峰塔遗址、六和

塔、净慈寺、灵隐寺、飞来峰造像、岳飞墓(庙)、

文澜阁、抱朴道院、钱塘门遗址、清行宫遗址、舞

鹤赋刻石及林逋墓、西泠印社、龙井，赋予了西湖

景观极为深厚的文化含量[13] 。

“西湖景观”是中国历代文化精英秉承“天人

合一”、“寄情山水”的中国山水美学理论下景观

设计的杰出典范，并具有显著的持续性和关联性：

它创始了“两堤三岛”景观格局，拥有现存东方题

名景观中最经典、最完整、最具影响力的杰出范例

“西湖十景”，展现了东方景观设计自13世纪以来

讲求“诗情画意”的艺术风格，体现了中国农耕文

明鼎盛时期文人士夫在景观设计上的创造精神；对

[13]  杭州地区自9世纪以降逐渐拥有区域性和全国性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吸引了历代众多文化精英和宗教名流汇聚于此，开展吟诗作

画、参禅品茗、论道怀古、建寺造像等文化、宗教活动，在西湖周边留下了众多重要的、甚至独特的文化史迹。它们承载和反映了中国历史

上儒道释等一系列文化传统的传衍过程，包括讲求修心悟性的佛教禅宗文化、儒家经典的忠孝文化传统、兼具道家与儒家影响的隐逸文化传

统、中国江南的藏书文化传统、兼具道家与禅宗影响的茶禅文化传统、以及中国特有的金石篆刻艺术等，呈现出文化元素特别丰富、文化含

量特别厚重的特色，使西湖成为颇具中国传统山水景观代表性的“文化名湖”。

18世纪的清代皇家园林和9世纪以来的中国、日本、

朝鲜半岛等东亚地区的景观设计和造园艺术均产生

过明显的影响，在世界景观设计史上独树一帜，拥

有重要地位。

“西湖景观”是利用古泻湖创造优雅景观、显

著改善人居环境的杰出范例：它维系至今的“三面

云山一面城”的空间特征，见证了人们在西湖的

自然沼泽化与人工反沼泽化的持续互动过程，以有

机演变的方式将古泻湖改造成了风光秀丽的文化名

湖，成为人们对水资源开展上千年持续不断地合理

保护与利用的典范[14] ；在当代杭州高速发展的城市

化进程下，承担了城市发展的生态、文化与旅游功

能，作为拥有上千年历史的、享誉世界的城市风景

名胜区延用至今。

“西湖景观”是10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精

[14]  西湖早在12000年前还是一个与钱塘江相通的浅海湾。耸峙在西湖南北的吴山和宝石山，是环抱这个海湾的两个岬角。后来在潮水的不断冲击

下、泥沙逐渐淤塞，浅海湾逐渐演变为古泻湖，最早的历史记载见诸于班固（公元32-92年）记载西汉历史的著作《汉书·地理志》102，其

时钱塘江携带的咸苦海水依然能够倒灌、漫漶入湖。为防止海水倒灌，最早的人工干预见诸于郦道元（公元？-527年）的著作《水经注》，

记载了地方官华信于东汉年间（公元25-220年）于江边筑海防大塘的事件。约到隋朝（公元581-618年）年间，杭州城因隋唐时期江南经济

中心地位的崛起，开始在湖东开阔地带筑坝建城103，由此阻断了钱塘江与西湖的直接关联，使之形成独立的淡水湖。此后，西湖因周边群

山不断向湖区汇水并注入泥沙，湖区历经泥沙沉淀、生物积累的填充，屡次淤塞。大自然的规律不断将西湖向“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

陆”的“湖泊沼泽化”的过程推进。

[15]  基于创始者白居易与苏轼两位大文豪在唐宋时期于东亚文化上的广泛影响，基于北宋林逋所代表的隐逸文化传统，“西湖景观”某种程度上

在东亚文化圈中拥有了“唐宋文化”的象征意义，在东亚地区9－17世纪的唐宋文化传播事件中，“西湖”以它所蕴含的人文风范、审美情趣

以及思想文化内涵，成为文学、诗词、绘画和造园等艺术领域的重要题材，在思想、文学、绘画等领域获得广泛传播。其影响已从艺术观赏

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成为世界具有广泛知名度的“文化名湖”。

英的“精神家园”，是中国各阶层人们世代向往的

“人间天堂”：它以“寄情山水”的文化特性引发

了数量特别巨大、雅俗共赏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是

中国最著名的四大古典爱情传说《白蛇传》和《梁

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场所，与《马可·波罗游

记》以及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若干传世作品直接关

联，是中国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名湖”，

曾对9-18世纪东亚地区的文化产生广泛影响[15]。

综上所述，“西湖景观”是中国历代文化精英秉

承“天人合一”哲理，在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绘画

美学、造园艺术和技巧传统背景下，持续性创造的

“中国山水美学”景观设计最经典作品，展现了东方

景观设计自南宋（13世纪）以来讲求“诗情画意”的

艺术风格，具有显著的景观持续性和文化关联性；在

9-20世纪世界景观设计史和东方文化交流史上拥有杰

双峰插云（于广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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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重要的地位和持久、广泛的影响。它在10个多世

纪的持续演变中日臻完善，并真实、完整地保存至

今，成为景观元素特别丰富、设计手法极为独特、

历史发展特别悠久、文化含量特别厚重的“东方文

化名湖”，是世界独具一格的文化景观。

3 完整性和真实性

3.1 完整性

“西湖景观”完整保存了遗产的信息、物

质与精神层面的整体价值。现存的分布范围达

3323hm2，完整保持了13世纪以来自然山水基本规

模及其生态环境、“两堤三岛”的景观格局、“三

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关系、“西湖十景”题名景

观、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史迹和特色植物景观

等承载遗产价值的要素，完整保存了大量记载“西

湖景观”上千年持续发展的历史文献和图形资料，

并经由关联性景观特色，完整地传承和延续了遗产

在精神层面的文化影响力，囊括和传承着中国儒释

道三大主流的文化信仰，具有很高程度的完整性。

3.2 真实性

“西湖景观”作为同时拥有3种文化景观形成特

征的活遗产，在上千年的景观持续演变和叠加、吸

附文化元素的过程中，始终真实地保存并传衍了中

国山水美学“诗情画意”般的西湖景观审美要素和

特征，包括6大遗产构成要素的外形、材料、功能、

传统技术和位置，以及遗产的整体格局和各要素之

间的内在关联；真实地保存并传衍了佛教文化、道

教文化以及隐逸、忠孝、藏书和印学等中国儒释道

主流文化与传统，真实地保存并传衍了提名地的精

神栖居和山水审美功能，使得景观整体的“文化名

湖”价值特性获得传承。至今仍是当地社区公众和

全世界游客审美享受、追寻历史、休闲愉悦和陶冶

身心的最著名场所之一，具有高度的真实性。

4 OUV的保护与管理

“西湖景观”位于西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

所有权为国家所有，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16]  世界遗产五个战略目标(5C):《世界遗产名录》的公信力(Credibility)、有效保护世界遗产(Conservation)、推动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通过

传播增强公众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和支持(Communication)、增强社区在遗产保护的参与度(Community)。

护法》、《风景名胜区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保护，拥有国家级的保护地位。已制定并完善了

包括《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办法》在内的各

专项保护政策法规，编制并实施了《杭州西湖文化

景观保护管理规划纲要》等一系列遗产保护专项规

划，加强了对遗产本身和周边环境的监测。

“西湖景观”的专门保护管理机构杭州市园林

文物局分工明确、职能完善，拥有充足的保护专业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资金来源充分，各项设施齐

备。所有这些措施为保护西湖景观的真实与完整提

供了法律、制度和管理上的保障。

“西湖景观”保护的长期保障：

一是整体保护西湖景观的中国山水美学经典形

象，通过制定执行保护管理规划和本体保护维修、

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整治等具体措施，对遗产申报

要素实施真实、完整地保护。

二是严格执行各项保护管理规定，有效控制遗

产区环境容量和开发建设活动，遏制各项开发压力

对遗产的负面作用；统筹协调相关利益方的需求，

合理、有效地保持提名地保护与旅游开发和城市建

设之间的平衡。

三是加大遗产价值的研究、诠释和传播，合理

发挥遗产的精神家园、文化传承、观赏休憩、生态

保护等综合作用，承继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千年历

史传统，实现西湖景观保护与杭州城市发展的可持

续的和谐关系。

5 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是世界遗产保护的5C战略目标

[16] 之一，而遗产申报本身就是一次极好的、全面的

“社区参与”过程。在本次西湖景观的遗产申报过

程中，除了文本编制团队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

所富有创新性的全力投入之外，遗产所在地杭州市

政府及其各个相关部门（即所谓的“社区”）——

包括从城市的领导者到业务主管部门和管理机构的

成员、到省市专业技术院所的专家和业务人员，都

在整个文本编制过程、特别是价值研究过程中做出

了积极的奉献，为遗产价值研究取得长足的进展提

供了基本保障。

遗产所在地的决策者和专业保护、管理人员经

由价值研究的完整参与过程，可以更加准确、全面

地理解遗产保护的目标、意义和准则，有助于促进

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值得在我国今后的世界遗产

申报过程中积极推广。

本次申报中由遗产所在地开展的研究工作主要

有下列4个方面的显著成就：

5.1《西湖文献集成》（共30册）

这是一项罕见的遗产资料系统收集整理工程，

由遗产所在地的城市领导者——时任浙江省委常

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担任主编，杭州出版社

2004年出版。全书分18个专辑，共30册，计2100万

字。本文列举30册的书名，可见其系统与全面：第

1册《正史及全国地理志等中的西湖史料专辑》，

第2册《宋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第3册《明代

史志西湖文献专辑》，第4册《清代史志西湖文献

专辑》，第5册《清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第6册

《清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第7册《清代史志西湖

文献专辑》，第8册《清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

第9册《清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第10册《民国

史志西湖文献专辑》，第11册《民国史志西湖文献

专辑》，第12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西湖文

献专辑》，第13册《历代西湖文选专辑》，第14册

《历代西湖文选专辑》，第15册《雷峰塔专辑》，

第16册《西湖博览会专辑》，第17册《西湖博览

会专辑》，第18册《西溪专辑》，第19册《西湖

风俗专辑》，第20册《书院·文澜阁·西泠印社专

辑》，第21册《西湖山水志专辑》，第22册《西湖

寺观志专辑》，第23册《西湖寺观志专辑》，第24

册《西湖寺观志专辑》，第25册《西湖祠庙志专

辑》，第26册《西湖诗词曲赋楹联专辑》，第27册

《西湖诗词曲赋楹联专辑》，第28册《西湖小说专

辑》，第29册《西湖小说专辑》，第30册《海外西

湖史料专辑》。

雾（孙小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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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当2011年6月24日下午世界遗产资深专家丹尼尔·苏珊打

出大屏幕、开始向世界介绍ICOMOS对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

评估和推荐意见，当世界遗产大会主席在最短的审议时间内

敲下了“批准通过”的小锤子之际，我们——西湖申遗所有

的参加者终于意识到这件事“成了”！这意味着历时10年的

充满艰辛与非凡压力的西湖申遗之路走到了一个没有拐点的

“转折点”——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西湖开始了一个新的历

程：在历经遗产所在地（杭州、浙江、中国）几代人毕生的

努力和全心全意的奉献所奠定的良好基础上，继续向着更高

的保护管理水平与能力努力提升。纵观西湖景观这一中国文

化史上极为珍贵的、具有东亚典范意义的“文化景观”，申

遗，只是她整个1300余年生发衍变历程中的一段“插曲”。

但，她的故事，从此从东亚走向了世界；她的身份，因此由

风景转向了文化。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申报文本编制是中国文化遗产

申遗里程上的一次艰巨挑战。我们项目组在编制过程中受到

了遗产地政府与专业人员的全力配合，充分体验了遗产所在

地人们对所报遗产的挚爱之情！与此同时，无论是遗产价值

的研究还是真实性完整性的判定等世界遗产保护理论，我们

都受到了国际古迹遗址保护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先生自始至终

的、全方位的直接指导，其间所付出的心血、压力和承担非

同一般，在此谨代表项目组全体成员致以无比的感激与诚挚

的敬意！

【注】                                                            

1、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西湖

申遗项目组主要成员：陈同滨 傅晶 刘剑 王

喆 李敏 徐新云 韩真元

2、命题研究和《西湖学论丛》部分研究人员

和作者介绍：

施奠东：原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局长

王其煌：杭州文史专家，杭州市政协办公厅

原副主任、市政协文史委原副主任

洪尚志：原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西湖志》办

公室专职从事西湖文史研究

金建人：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所长

吴晓明：浙江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王露：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

刘春蕙：杭州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余洪峰 杭州名人纪念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陈云飞：韩美林艺术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张倩：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中心

副研究馆员

郭丹英：中国茶叶博物馆研究馆员

斯彦莉：杭州名人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方忆：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研究馆员

赵剑平：杭州西湖博物馆研究馆员

陈亚娜：杭州西湖博物馆陈列展览文博馆员

胡绍庆：原杭州植物园高级工程师

【作者介绍】                                                

陈同滨：女，1953年出生，浙江杭州，中国建

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

究方向：文化遗产理论研究与保护规划。

5.2《发现西湖：论西湖的世界遗产价值》

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部试图从文化遗产的角度

对西湖开展价值研究和申遗对策探讨的专著，作者

陈文锦曾任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不仅是资深的文

物工作者，也是西湖申遗的积极策划者。全书倾注

了作者对西湖的全部心血和极为深厚的情感，可谓

代表了20世纪后半叶遗产地整整一代遗产保护管理

者的心声。该书还在未定稿阶段，我就获得作者特

赠手稿复印件一本，在整个拜读的过程中，为作者

的激情与责任感深深打动，并因此促成自身一种无

可回避的意识：作为杭州人，此生当有责任和义务

为西湖的世界遗产申报、特别是对她的价值研究竭

尽全力，更应当投身这一潭深不可测的文化名湖，

寻索、领略直至感悟祖先的情怀与智慧，并将其推

向世界。

5.3 命题研究

作为遗产价值研究的基础工作，我曾于2007年

11月向遗产地的同行们开列了第一批遗产研究的命

题作业，共分两个大类十二项内容。命题作业由杭

州市园林文物局文物处卓军处长负责组织，全部由

遗产所在地的相关业务部门和专家及时完成，为遗

产价值研究奠定了基础：

（1）历代关于西湖十景的命名（洪尚志负责整

理）

（2）历代西湖堤岛桥涵湖山沿革（余洪峰负

责整理）

（3）西湖主要历史文物介绍（余洪峰负责整

理）

（4）西湖景观的植物品种描述记载（施奠东负

责撰写）

（5）西湖茶园的历史记载（郭丹英负责整理）

（6）西湖景观与中国造园艺术的渊源及特征

（陈云飞负责整理）

（7）西湖景观对清代皇家园林的影响（张倩负

责整理）

（8）西湖景观对中国其他地区山水园林景观的

影响（张倩负责整理）

（9）西湖景观对东亚地区的园林景观的影响

（浙江大学老师金建人负责整理）

（10）西湖景观对中国绘画艺术风格的影响

（浙江大学老师王晓明负责整理）

（11）西湖景观对中国文学艺术风格的影响

（斯彦莉负责整理）

（12）西湖景观对海外的影响与传播概述等

（方忆负责整理）。

5.4《西湖学论丛》

在初起阶段的西湖景观遗产价值研究中，西湖博

物馆负责出版的专业刊物《西湖学论丛》汇聚了杭州

市文物保护方面的研究人员长期以来潜心治学的成

果，为遗产的价值特征探讨作出了显著的贡献。诸如

下列论文都在遗产研究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1）王其煌：西湖十景：由宋人画意诗情到请

人构亭筑胜的嬗变（《西湖学论丛》第二辑，杭州

出版社2008年版）

（2）洪尚志：论西湖十景精明景址景域的变迁

和改易及其启示（《西湖学论丛》第二辑，杭州出

版社2008年版）

（3）王露：源自天壤，惠及天下——论“西湖

十景”的形成与发展（《西湖学论丛》第一辑，杭

州出版社2007年版）

（4）刘春蕙：清帝南巡与《禹航胜迹》册页

（《西湖学论丛》第一辑，杭州出版社2007年版）

（5）陈云飞：论“西湖十景”的美学影响

（《西湖学论丛》第一辑，杭州出版社2007年版）

（6）赵剑平：《西湖风景图册》赏析（《西湖

学论丛》第一辑，杭州出版社2007年版）

（7）陈亚娜：董邦达、董诰父子与西湖十景图

（《西湖学论丛》第一辑，杭州出版社2007年版）

（8）王露：三评西湖十景题名的文化指归

（《西湖学论丛》第二辑，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

（该文中提出了“题名景点”的概念）

（9）张倩：“浓抹杭湖惠淡妆”-杭州西湖与

惠州西湖之比较（《西湖学论丛》第二辑，杭州出

版社2008年版）

（10）斯彦莉：西湖景观对于中国文学艺术风

格的影响（《西湖学论丛》第二辑，杭州出版社

2008年版）

（11）胡绍庆等：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植物

多样性（《西湖学论丛》第二辑，杭州出版社2008

年版）。
花港观鱼（胡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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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西湖堪称是自然和人

文相融合的杰作。在西湖形成至今2000多年中，历

史遗存绵延不断，形成了特有的西湖文化，成为民

族审美理念的典范。其自然景观基本保持了原有的

格局：在山、水、植物三大自然要素中，山的形态

依然；水域随着岁月的变迁稍有缩小外，基本上是

500年前的格局；而构成植物景观中的次生植被组成

的山林景观也基本上是2000多年来西湖自然植被的

延续；在公园风景点中由人工配置的植物景观，建

国以来，由于三代杭州园林工作者的历史意识、文

化意识和科学意识的连续积累沉淀，在传承历史、

维护历史的延续性方面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西

湖在我国风景园林中其植物景观之丰富、艺术之具

特色，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也是少有的能体现千

年以来植物景观真实性和延续性的地域。（图1）

杭州西湖自唐代有文献记载以来的1000多年的

漫长历史中，构成植物景观的基本元素——主要植

物种类、植物群落结构以及植物的布局和配置特

色，维系着历史的风貌。当然，由于植物本身的生

命周期以及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变迁，几百年、

【摘 要】西湖的植物景观，在西湖美景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查阅西湖的各种历史文献，包括诗
词、歌赋、小说、笔记、游记等，有关西湖植物种类的记载与描述，总结分析了西湖的植物种类及其植物景
观的历史特征。对比西湖十景特色植物的历史与现状，提出西湖的风景园林建设必须坚持传承西湖的历史文
脉，保持和维护植物景观的历史完整性和延续性。

【关键词】风景园林；西湖；植物景观；西湖十景；历史延续性

Abstract: plant landscape of West Lake,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scenery of West Lake. After read a variety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of West Lake, including poems, songs, novels, travel notes and so on, we made summary  of 

records and description about the West Lake plant species, and did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features of West Lake plant 

species and plant landscape. We compared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feature plant of the Ten Scenic spots of 

West Lake, and then proposed that the landscape construction of West Lake should always adhere to the inheritance 

of West Lake'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o maintain the historical integrity and continuity of plant landscape.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West Lake；plant landscape；ten scenic spots of West Lake；historical continuity

西湖植物景观的历史特征及历史延续性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inuity Of West Lake Plant Landscape

施奠东 / Shi Diandong

家即西泠桥之苏小小）。

宋代柳永《望海潮》词：“东南形胜，三吴都

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 ，风帘翠幕，参差

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

元代睢玄明《耍孩儿·咏西湖》散曲：“绿

垂杨拂画桥，红夭桃簇锦海，夭桃间柳争红

翠。……”（“夭桃间柳”即西湖传统之一株杨柳

一株桃的配置）。

明代于谦《夏日忆西湖》诗：“涌金门外柳如

烟，西子湖头水拍天。玉腕罗裙双荡浆，鸳鸯飞

近采莲船。”。《西湖韵事·西湖纪游》载：“初

筑新堤，遍载垂柳，以名卉错杂其间，俗呼十锦塘

者是也（即白堤）。……公复起望湖亭（即平湖秋

月）于南台厂，临水旁植西府海棠数十株，拂霞笼

烟，争研朝夕。过苏堤循六桥十余里，桃花夹岸，

香车宝马，络绎缤纷，游人藉草施步障，卧花茵，

不啻武陵道人行矣。”（“初筑新堤”是指明代杨

孟瑛治理西湖筑杨公堤，对苏堤、白堤重新增土，

加宽加高）。

1.3 荷花 Nelumbo nucifera Gaertn
唐代白居易《余杭形胜》诗：“绕郭荷花三十

里，拂城松树一千株。”。

宋代杨万里《晓出净慈送林子方》诗：“毕

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图3）。柳永《望海

湖》词：“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

花。……”。奥敦周卿《蟾宫曲》散曲：“西湖烟

 1  2 

1_吴山古樟

2_九里云松马尾松

上千年以上的树种属于珍稀少见，但通过生物物种

的世代繁衍，物种生生不息地延续了下来，次生的

自然植物群落结构反映了杭州的地带性植被特征，

保持了植物种类和种群的历史真实性。同时，通过

历代植物运用中的文脉传承，西湖上许多脍炙人口

的植物景观特色得到了再现。今天，人们在西湖游

赏中，可以领略到历代文人雅士对西湖描绘的历史

风韵。

1 历史上西湖的植物种类及其特色

关于西湖植物种类的记载和描述，主要来自于

西湖的各种历史文献，包括诗词、歌赋、小说、笔

记、游记等。植物名称都星星点点地散落各处，

要汇集撷录十分不易，难免有遗漏。另外，同一种

植物，在许多不同的文献资料中都有描述，本文只

能删繁就简，择其要者采录下来。从这些历史文献

中，我们对历史上西湖的植物景观可以有一个大致

的了解。

1.1 松树——马尾松 Pinus massoniana Lamb
唐代李白《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诗：

“天竺森在眼，松风飒惊秋。”。白居易《春

题湖上》诗：“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

珠。”；《夜归》：“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

明月中。”。

宋代《武林旧事》卷五：九里松“唐刺史袁仁

敬守杭日，植松于左右，各三行”（现灵隐路洪春

桥至灵隐段）。明《万历杭州府志》载有松二百零

六株。明末《武林山志》：“有松九十一株。”。

清初重新栽植，《西湖志》卷三：“今旧松多

不存，而新植者已渐如偃盖，时时与夹山白云相

接。”（图2）

明代《西湖游览志》记载林逋诗：“中峰一径

分，盘折上幽云。夕照前村见，秋涛隔岸闻。长

松标古翠，疏竹动微蕉。自爱苏门啸，怀贤事不

群。”（此诗写雷峰塔所在的夕照山）。

清代雍正间复增西湖十八景，“凤嶺松涛”为

十八景之一。《西湖志》卷四：“万松岺在凤凰

山上，夹道载松。南松时密弥宫禁，红墙碧瓦，

高下鳞次，上有门曰‘万松坊’。”《西湖新志》

引清《净慈寺志》：“南屏临湖一带，自长桥至太

子湾，夹路多松苍翠，与袁敬仁所载九里松相掩

映。”今皆不存。

1.2 柳树：垂柳 Salix babylonica L. 
唐代白居易《钱塘湖春行》诗：“最爱湖东

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白沙堤即现之白

堤）。《杭州春望》诗：“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

春藏苏小家。”（伍员即伍子胥，庙在吴山。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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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茫茫，百顷风潭，十里荷香。宜雨宜晴，宜西施

淡抹浓妆。尾尾相衔画舫，尽欢声无昌不笙簧。

春暖花香，岁稔时康；真乃‘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

明代《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四卷载：“湖中

物产殷富，听民间自取之。……滨湖多植莲藕、菱

茭、茭芡之属，或蒿鱼鲜，日供城市。谚云：‘西

湖日销寸金，日生寸金，盖谓此也。……藕出西湖

者，甘脆爽口，与护安村同，匾眼者尤佳，其花又

红白二种，白者香而结藕，红者艳而结莲。’”。

《四时幽赏录•压堤桥夜宿》：“桥据湖中，下

种红的莲花，方广数畝，夏日清芬隐隐袭人”；

“当夜游岳王祠侧，湖莲最多，晓剖为房，饮啖足

味。”。

清代 《清波小志补》：“藕花居故址既为高

坟，后人移建于净慈寺西。……进夹道，皆池塘，

可数十亩，尽载红莲，入夏芳气袭人。后临新开净

慈寺河，荷花尤盛，真不负藕花居之名矣。”。

《广辟芳谱》引《客越志》：“西湖藕花，云锦煊

烂，香气十里。”。

1.4 梅花 Prunus mume Sieb.et zucc
唐代白居易《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

诗：“三年闲居在余杭，曾为梅花醉几场。伍相庙

边繁似雪，孤山园里丽如妆。”。

宋代林逋《梅花》诗：“众芳摇落独鲜妍，占

断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

昏。”此诗为历代赏梅中的千古绝唱。

明代《万历杭州府志》：“西湖之梅，迩来颇

不甚多，惟九里松抵天竺路几万株，俗称梅园，地

处虽繁皆莫踰此。”。《四时幽赏录》：“孤山旧

址，逋老种梅三百六十，已废。继种者，今又寥寥

尽矣。孙中贵公补植原数，春初玉树参差，冰花错

花繁叶茂，琼台倚望，恍坐玄圃、罗浮。” 。

清代《广群芳谱》引《宋史隐逸传》：“林逋

结廬西湖孤山，不娶无子，多植梅畜鹤，因渭梅

妻鹤子。”。引《花史》：“孤山放鹤亭，林逋

隐此，蓄二鹤，每泛舟湖中客至，童子纵鹤飞报

即归。后人题句云：种梅花处伴林逋。清代《灵峰

志》：“灵峰寺，湖上诸刹，此焉最幽。门前有道

光时将军固庆种梅百株，庚辛兵劫，无能幸免。乌

程周君梦坡，夙缔佛缘，常称豪举，清修福地。

前世德之，最爱此山，为之修道，筑亭，补种梅花

三百树。”。（图4）

1.5 桃花 Prunus persica (L.) Batsch
宋代李彭老《探芳讯·湖上春游》词：“对芳

画，甚怕冷添衣，伤春疏酒。正绯桃如火，相看自

依旧。闲帘深掩梨花雨，谁问东阳瘦。……”。

元代杨维桢《钱塘湖上》诗：“西子湖头春色

浓，望湖楼下水连空。柳条千树僧眼碧，桃花一株

人面红。……”。

明代《西湖游览志余》载：“清明，……苏堤

一带，柳桃阴花，红翠间错。……”。（图5）高濂

《四时幽赏录•苏堤看桃花》：“六桥桃花，人争

艳赏。其幽趣数种，赏或来尽得也。若桃花妙观，

其趣有六：……”。袁宏道《西湖纪述》：“西湖

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轻烟，为夕岚。今岁

春雪为甚，梅花为寒所勤，与杏桃相次开放，尤为

奇观。……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

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

清代周云濂竹枝词：“红遍桃花绿遍柳，西

湖春画好风光。大家不用遮团扇，郎看侬来侬看

郎。”。

1.6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Nakai
唐代宋子问《灵隐寺》诗：“鹫岭郁岧峣，龙

宫锁寂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

落，天香云外飘。……”。李白《送崔十二游天

竺寺》诗：“还闻天竺寺，梦想怀东越。每年海树

霜，桂子落秋月。……”。白居易《忆江南》词：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

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宋代《咸淳临安志》：“木樨有黄、红、白三

色，旧天竺山多有之。”。

明代《西湖游览志余》：“天竺桂花，秋来特

盛，非必种出月中，盖亦地气使然也”。“桂花有

黄、红、白三种，向红者特少。”。《四时幽赏

录•满家弄赏桂花》：“桂花最盛处，惟南山龙井

为多。而地名满家弄者，其林若墉若栉，一村以市

花为业。各省取给于此。秋时策蹇，入山看花，从

数里外便触清馥。入经，珠英琼树，香满空山，快

赏幽深，恍入灵鹫金粟世界。”（满家弄即今之满

觉陇）。汤显祖《天竺中秋》诗：“江楼无烛露凄

清，风动琅玕笑语明。一夜桂花何处落？月中空有

轴帘声”。（图6）

清代《群芳谱》：“浙中山桂，台州、天竺最

多，子如莲实，或二或三，離離下垂，天竺僧称为

月桂，其花时常不绝，枝头叶底依稀数点，亦异种

也。”。

1.7 木芙蓉 Hibiscus mutabilis L.
宋代《咸淳临安志》：“东坡倅杭日，有和述

古中和堂木芙蓉诗，今苏堤及岸湖多种，秋日如

霞锦。”。《苏轼和述古拒霜花》诗（广群芳谱

载）：“千林扫竹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唤作

拒霜知末称，细思却是最宜霜。”。

明代《西湖游览志余》二十四卷：“木芙蓉，

一名木莲，红白二种，亦有先白而后红者，名醉芙

蓉。白乐云诗云：‘晚凉思饮两三杯，招得江头酒

家来。莫怕秋无伴醉物，水莲花尽木莲开。’”。

（图7）袁宏道《西湖记述》：“望湖亭接断桥一

带，堤甚工致，比苏堤尤美。夹道绯桃、垂杨、芙

蓉、山茶之属二十余种，……”。

 3  4 
5_ 绯桃如火

6_ 花圃的桂花林荫道

 5  6 
3_ 西泠桥荷花

4_ 灵峰品梅苑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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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清波小志》：“放生池（注：即三潭印

月），去学士桥甚近，小舟渡之……，今池内种

莲，围堤遍植木芙蓉，自初秋迄于九月，花光叶

翠，映于水面，比长堤桃李更觉繁艳。”。《湖山

便览》卷三：“前楼三潭印月亭，后为曲桥，三折

而入，为轩三楹。又接平桥，为敞堂，进为层楼。

即植木芙蓉，花时烂若锦绣，增修十八景所称‘鱼

沼秋蓉’为此。”。

1.8 杏花 Prunus armeniaca L. 
宋代陆游《临安春雨初霁》诗：“世味年来薄

似纱, 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 深巷明

朝卖杏花。”。《西湖游览志余》卷三：“禁中赏

花……起自梅堂赏梅，芳春堂赏杏花，桃源观桃，

灿锦堂金林擒，照妆亭海棠，兰亭修禊，至于钟美

堂赏大花为极盛……。”（禁中为南宋皇城）。

明代毛奇龄《何日何年断得来》竹枝词：“断

桥西去杏花开，年年桥上送郎回。分明一片连桥

子，何日何年断得来。”。

清代《清波三志》卷中：“杏树，翁家巷冯

氏园有大杏一株，高四五丈，花时半里外就见红

色。……徐紫珊逢去《冯氏园杏花》诗：‘钱崖领

下冯园好，二月中旬开杏花。此时亦称前代物，花

时烂若海东霞。……’”。袁德峻《西泠桥》诗：

“野桃山杏嫁东风，若个门前挖玉骢。一自梦闻金

缕曲，可怜人去已落花。”。

1.9 枫树：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宋代《咸淳临安志》：“枫木坞旧多枫木故

名。”（据《西湖志》卷二十四，枫木坞在灵隐

西，《四时幽赏录》载：资耳山在灵隐西壁，进此

有枫林坞，秋色变化，种种奇观。）。

明代李流芳《西湖卧游图题跋》：“……及至

湖上，霜气未遍，云居山头，千树枫桕，尚未有酣

意，岂余与红叶绿尚悭邪？……当我欲别时，千山

秋正老，更得少日留，霜酣变林杪。子尝为我言，

灵隐枫叶好。”。《四时幽赏录•秋时幽赏》：

“西泠在湖之西，桥侧为唐一庵公墓。中有枫桕

数株，秋霜红雾紫，点缀成林，影醉夕阳，鲜艳夺

目。”。（图8）

清代《清波三志卷下·枫林红》：“枫林在城

西南隅，枕冈带郭，院颇幽迥。……度离度莽，

转一折，侧枫树千本，障天蔽野，了无杂树。”。

《清波三志》卷中：“云居山绝顶名枫岭，亦曰枫

林，遍山皆枫栎，秋深时，霜林如锦，俯视左右，

江湖如在履下。……诗云：‘襟背江湖千树枫，  

府瞰雉堞琐烟空。控来万里海门雪，吹落满城霜叶

风。……’”。

1.10 牡丹 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
宋代《乾道临安志》载：“虚白堂，归图经

云在旧治。唐长庆中，刺史白居易有诗，刻石堂

上。”。苏轼《留别释迦院牡丹》诗：“春风小院

却来时，壁间惟见使君诗。应问使君何处去，凭花

说与春风知。年年岁岁何穷已，花似今年人老矣。

去年崔护若重来，前度刘郎在千里。”（今吴山

“岁寒岩”有明代石刻题此诗。）

明代《西湖游览志余》载：“牡丹，唐时杭州无

此种，长庆间，开元寺僧曾惠自都下（洛阳）乍得

一本，谓之洛花。白乐天携酒赏之，张处士祜题诗

云：‘浓艳初开小药栏，人人惆怅出长安。风流却

是钱塘守，不踏红尘看牡丹。’至宋时渐多，而独

盛于吉祥寺。苏子瞻通判杭州时，有《牡丹记叙》

一篇，其略云：‘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从太

守沈公观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

品以数百。……观者数万人，万渭盛矣。近日杭州

牡丹，黄紫红白咸备，而粉红独多，有一株百余朵

者。出昌化、富阳者尤大，不减洛阳也。’”

清代《广群芳谱》卷三十二引《咸淳赵居

注》：“淳熙（南宋）六月三日，车驾过宫，恭

请太上、太后幸聚景园。遂至锦壁赏大花，三面

漫坡。牡丹约千余丛，各有牌金字，上张碧油绢

带。”《西湖志》卷二十四：“孤山四照亭之前叠

石为台，植牡丹数百本，悉彭城佳种。花开如蒸霞

•锦，远近皆见。”

1.11 山茶 Camellia japonica L. 
宋代《咸淳临安志》：“山茶今东西马塍色品

最盛。陈了齐有接花诗云：‘花单可使十色，黄可

使紫，今观马塍栽接有一本而十色者。’”。《梦

梁录》：“山茶：口茶、玉茶，千叶多心茶、秋

茶，东西马塍色品颇盛。”（图9）

明代《西湖游览志余》：“山茶，马塍之间多

有之，有红白二种。其花有宝珠、楼子、千叶、单

叶之分，有一本而接为数色者，有早开而晚落者。

杨迁秀诗云：‘江南地馆厌深红，零落山烟山雨

中。却是北人偏爱惜，数枝和雪上屏风。’”

清代《清波三志》纪事：“黄泥潭遥述堂，为

诸生张嘉祯别业。庭前有山茶、木樨二树，皆数

百年物。而山茶开花尤盛。自十一月起至次年四

月初旬此，落花积数寸。”《龙井见闻录》载《上

天竺山寺》：“辨才法师手植千叶山茶两本，在白

云堂下，雪液池上，自宋历元，柯叶畅茂，若者呵

护。”

1.12 杨梅 Myrica rubra sieb.et zucc
宋代《咸·临安志》：“旧载，杨梅石坞其地

产杨梅，今在烟霞岺瑞，峯寺之侧。”

明代《万历杭州府志》：“西山杨梅：有早

色、晚色、燋色数种，早色色最红。”，“杨梅，

东墓岭十八涧亦盛，俗称杨梅涧。”。《钱塘县

志》：“龙井清华山产者为天下冠。”。《西湖游

览志余》：“杨梅诸山多有之，而烟霞坞、东墓

岭、十八涧、皋亭山者，肉松核小，味尤甘美。宋

时，梵天寺有月廊数百间，庭前多杨梅卢桔。”。

清代《西湖志》:“梵天寺杨梅”《苏轼诗》：

“梦绕湖山却月廊，白梅卢桔觉犹香。”

1.13 石榴 Punica granatum L.
宋代《梦梁录》：榴花有数种，单叶、千叶，

色有数十样。唐时孤山有此花，白乐天诗：“山榴

花似结红巾，客艳新研占游春。色相故开行道地，

香尘拟觸坐禅人。”。陈造《四月望再游西湖》

诗：“春光陆续委东流，看到湖边安石榴。更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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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西湖十景”的特色植物种类

景名 特色植物 史籍记载 现况

苏堤春晓
垂柳 碧桃
（间植）

明《西湖游览志》：苏公堤，夹植花柳，中为六桥，桥多有亭覆之。岁久弗治，成化
前，杨孟瑛•之，列插万柳，顿复旧观。久之，柳败而稀。嘉靖十二年，县令王•令犯
人小罪可宥者，得杂植桃柳为赎，自是红翠烂盈，灿如锦带矣。《西湖游览志余》卷
二十：清明，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相错。
清《西湖志》：雍正二年，与白沙堤同时修筑，五年，同植花木，辅狭为广，益卑使
高，比白沙堤倍之。每春秋佳日，纷红骇绿，散绮堆黄，拒霜艳发。

有 垂 柳 、 碧
桃。

平湖秋月

白蘋、
红蓼、
荷花、
西府海棠

宋 孙锐《平湖秋月》诗：“月冷寒尔凝不流，•歌何处泛归舟。白•红蓼雨风里，一色
秋光万顷秋。”
明《西湖游览志》第二卷：韩克庄《湖亭宴赏有怀徐复初》诗：“芙蓉花开一万顷，钱
塘最好是湖边。晚风得酒更留月，春水到门还放船。”《西湖韵事》（汪汝谦撰）：初
筑新堤，遍栽垂柳，以名卉错杂其间，俗吁十锦塘者是也。孤山胜处，张望湖宪付之梅
花屿在焉。公复起望湖亭于南台丁，临水旁植西府海棠数十株，拂霞笼烟，争研朝夕。

无 白 蘋 、 红
蓼。有局部垂
丝海棠、西府
海棠，荷花在
里湖。

花港观鱼 碧桃、垂柳

明聂大年《花港观鱼》诗：“湖上春来水拍空，桃花浪暖柳阴浓。微翻荇带彩千尺，乱
跃萍星翠几重。洲渚此时多避鹭，风云何日去为龙。个中纵有濠梁乐，阔网深罾不汝
容。”
明吴从先《花港观鱼》诗：“余红水面惜残春，不辩桃花与锦鳞。莫问东风吹细浪，鸳
鸯惊起冷香茵。”

碧桃、垂柳均
有。“花落鱼
身鱼嘬花”的
意 境 尚 待 增
强。

柳浪闻莺 垂柳

元贡性之《涌金门外见柳》诗：“涌金门外柳如金，三日不来成绿阴。折取一枝入城
去，教人知道已深春。”明马洪《南乡子 柳浪闻莺》词“翠浪涌层层，千树垂杨飐晓
晴。两个黄鹂偏得意，和鸣。”
明《杭州府志》：“有柳浪港，在学士港西，旧多垂柳，风摆成浪，故名。”
清《西湖志》卷三：康熙三十八年御书“柳浪闻莺”匾额，创建亭榭，缘堤植柳。柳丝
蜿地，轻风摇飏，如翠浪翻空。

垂柳
已 有 “ 柳 如
金”的景观

曲院风荷 荷花

明《西湖游览志》：曲院，宋时取金沙涧之水造曲以酿官酒，其地多荷花，世称“曲院
风荷”是也。
清《西湖志》卷三：康熙三十八年，构亭于跨虹桥之北，恭制匾额，奉题亭楣。花时香
风徐来，水波不兴，绿盖红衣，照灼云日。

荷 花 面 积 较
大，品种荷花
生长较好。

三潭印月
荷花、木芙
蓉、柳树

清《湖山便览》卷三：雍正五年重建。环池植木芙蓉，花时•若锦绣，增修十八景所称
“鱼沼秋蓉”谓此。
《三潭印月》楹联： “岛中有岛湖外有湖通以卅折画桥览堤老柳十顷荷花食莼菜香如此
园林九洲遍未尝见。”“霸业绡烟禅心止水阅尽千年陈•当朝晕暮霭春煦秋随山青水绿
坐忘人世万方同概更何之。”——康有为撰

池内有荷花与
睡莲。木芙蓉
虽 有 ， 但 量
少，近年已补
栽。老的河柳
（大叶柳）已
成特色。

南屏晚钟 松、柏、竹

明《西湖游览志》卷三：“马洗澜《念奴娇》词：学士港桃花，南屏松色，苏小门前
柳。冷翠云舍红绮幔，掩映山明水秀。”
清《清波小志》：净慈寺间有乔松修竹，望之郁然深秀。寺后有望祭殿，每年寒食，朝
廷望祭西京诸陵，予有诗云：“祭殿门开竹柏阴，年年寒食遣官临。”民初《西湖新
志》卷十三：南屏幕临湖一带，自长桥至太子湾，夹路多长松苍翠，与袁仁敬所载九里
松相掩映，今皆不存。

南屏山有部分
松树，夕照山
缺，净慈寺内
缺松、柏，少
竹。南山路两
侧缺松树。现
已补栽。

双峰插云 松
民初《西湖新志》双峰插云，在行春桥（即洪春桥）西，地当南北两峰之间。《西村日
记》：度洪春桥，见苍松夹路，大皆连抱，而高或百尺，依依如人立道旁，肩摩武接，
或拱或揖，自此至灵隐，三天竺不问他辟。

九里云松的松
树成景，松间
有鸡爪槭、杜
鹃。“双峰插
云”碑亭周围
缺少松，现已
补栽。

断桥残雪
荷花、
柳、碧桃

清陆眷西《忆西湖》诗：“记得西湖六月天，藕花如锦断桥边。至今梦里犹来往，听得
钱塘唤渡船。”
《西湖新志》：张洵《同人闲步断桥小憩柳阴下》：“秋风••吹幽禁，柳堤十里浮秋
阴。一筇挟向断桥去，到耳时有哀蝉吟。”方回《断桥西人家二首》：“无数菰蒲向藕
花，万丝垂柳曳风斜。竹篱茅舍浑如画，最爱桥西第一家。”

现在有荷花、
垂柳、碧桃。

雷峰夕照 松、竹

民初《西湖新志》：“南屏临湖一带（注：应在雷峰夕照景区）自长桥至太子湾，夹路
多长松苍翠。”
清《湖山便览》卷七：小蓬莱，在雷峰塔东，旧属甘园。周密《甘园》：“小小蓬莱在
水中，乾淳旧赏有遗踪。园林几换东风主，留得亭前御爱松。”

原 缺 少 松 、
竹 ， 现 已 补
栽。

堤鸥鹭约，办舟来赏牡丹秋。”。

明代《西湖游览志余》：石榴花，本名安石

榴，而亦名“海榴”，白乐天《天竺寺》诗有云：

“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又有孤山寺众僧诗

云：……。武肃王名•，请石榴为“金樱”，目茄

子为“落苏”。今时民间“金樱”之讳无存，而

“落苏”之称犹有知者。”。

1 . 1 4  海棠：西府海棠或垂丝海棠 M a i u s 

micromalus Makino（图10）

宋代《咸淳临安志》：罗隐为钱塘令，手植海

棠，王公元之有诗纪之。

陈思《海棠谱》卷下：王元之《题钱塘县罗

江东手植》：“江东遗迹在钱塘，手植庭花满县

香。若使当年君显住，海棠今日是甘棠。”《广

群芳谱》卷三十五：“钱塘县旧有吴越时罗江东隐

手植海棠一本，观此杭州海棠亦香，不独昌洲然

也。”。周必大《二老堂杂志》：“龙井寿堂有海

棠一株，蓋东坡手植。”。杨万里诗：“正月一度

游玉壶，二月一度游真珠。是时新霁晓光初，西湖

献状无遗余，君王予告作寒食。来看孤山海棠色，

海棠落尽孤山空。……”。

明代《西湖游览志余》记：“德寿宫（注：宋

高宗御园）‘浣溪亭看小海棠；’禁中御园内有

‘照妆亭’海棠。”。《西湖韵事》：“公复起望

湖亭于南台丁，临水旁植西府海棠数十株，拂霞笼

烟，争研轻夕。”（望湖亭即今平湖秋月址）。

1.15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L.
明代《西湖游览志余》：“宋时，府治虚白堂

前有紫薇两株，相传白乐天所植。苏子瞻宋郡时，

神宗尝书乐天紫薇花诗以赐之。至是，子瞻次钱塘

穆文题诗云：‘虚白堂前合抱花，秋风落日照横

斜。阅人此地知多少，物化无涯生有涯。”。

清代《西湖志》卷四十三：“‘东坡集’次

韵钱塘穆文紫薇花二首诗云：‘虚白堂前合抱

花，……。’自注：虚白堂前紫薇两株，俗云乐天

所种，乐天紫薇花诗：丝纶阁下文章静，鐘鼓楼中

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上嘗

书此以赐轼。”

除了上述15种主要植物外，在历代文献和诗词

中还记载了其它各类植物（主要指木本植物）：

竹类植物（包括刚竹、毛竹、石竹、方竹等），银

杏、樱、棕榈、栀子、辛荑、杜鹃、梨、枇杷、樱

桃、芍药、冬青（女贞）、棠梨、槐、苦槠、栗、

枣、凌霄、茉莉、桔、柿子、蔷薇、月月红、玫

瑰、七姐妹、瑞香、贴梗海棠、八仙花、琼花、

蜡梅、海桐、乌桕、苦楝、杉（柳杉）、桧柏、梧

桐、榆、桑等。

上述54种植物（不包括不同种但名称类同的

种）是在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但文献均系文

人手笔，对植物的名录不可能从现代植物学的角

度去记载，特别是山林植物更多的是自然景象的描

绘。因此，实际上西湖历史上的植物种类远不至如

此，此也可从另外两个方面佐证。

目前西湖景区百年以上的古树名录中在上述50

多种以外，不见明确记载的还有下列树种：香樟、

七叶树、糙叶树、龙柏、黄连木、罗汉松、玉兰、

珊瑚朴、米槠、沙朴、三角枫、麻栎、栾树、青冈

栎、皂荚、花楸、青栲、红果榆、楸树、广玉兰、

刨花楠、冬青等。以上两项（历史文献记载加古

树）近80种。

清康熙时，陈淏子（署西湖花隐翁）写了《花

镜》一书，该书是我国最早全面叙述园艺植物的

专著。《花镜》中所叙述的“花历”、“课花十八

法”等反映了杭州园艺植物栽培的传统技术和特

点。书中所列的植物种类既和西湖历史文献所记载

的植物种类符合，也和今天西湖的植物种类基本一

致。该书所载植物花木类74种；花果类51种；藤蔓

类78种；花草类102种，共305种植物，其中除少数

植物为南方植物外，大多数植物是杭州地区常见植

物，这些植物至今仍是西湖风景区中的常用植物。

2 “西湖十景”的特色植物景观

“西湖十景”是西湖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

700多年来广泛流传，它不仅对我国传统风景园林产

生深远的影响，像圆明园、避暑山庄的景点景名，

直接取自“西湖十景”，而且还对东亚一带产生广

泛的影响。“西湖十景”中柳浪闻莺、曲院风荷、

花港观鱼、苏堤春晓四个景名直接和植物有关。

根据文献记载将“西湖十景”的特色植物种类

列表（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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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湖植物景观的历史延续性

杭州的园林工作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始终

坚持传承西湖的历史文脉，在植物造景中保持和维

护植物景观的历史完整性和延续性。

西湖的水域是西湖景区的核心，在众多的历史

文献中记载了其构成景观的基调植物为垂柳、碧

桃、荷花以及桂花等植物，延续千年，至今依然

是西湖风景的基调。“绕郭荷花三十里”；“接

天莲叶无穷碧”；“烟柳画桥”；“绕西湖尽是垂

柳”；“绿依依杨柳千株”；“高低杨柳、远近桃

花”；“间株杨柳间株桃”；“三秋桂子，十里荷

花”……等等，这些植物景观的记述，至今历历在

现。

西湖的山区，在唐代以前树老林深，植被茂

密。白居易诗中记述的“松排山面午重翠”；李绅

的“翠岩幽谷高底寺，十里松风碧嶂连。”反映

了当时的山林状况。到宋代，西湖山林依然浓郁苍

翠，“山如浓翠拥高环”（释绍嵩诗）；“悟叶

新黄柿叶红，更兼乌桕与丹枫。”（杨万里诗）。

元代西湖树木有所败落，至明清时代已再现唐宋

盛景，“不知山有几千峰，树色相连又几重。”

（明姚绶《西湖春晓图》）；“看尽西湖湖上峰，

峰峰寒翠似芙蓉。”（清沈季友《西湖》诗（图

11））。清乾嘉间，钱泳在《履园丛话》中称：

“西湖古绩之多，名胜之雅，林木之秀，花鸟之

蕃，当为海内第一。”嘉庆后，西湖山林渐衰，特

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杭州遭日本侵略者掠

夺，民生凋蔽，山林遭毁灭性破坏，山无林荫，水

无树影。解放后，杭州是全国最早实施造林植树和

封山育林的城市，由园林部门直接抚育管理，西湖

山林经过几十年的自然植物群落演替，已形成了亚

热带北缘气候条件下典型的植被类型，以常绿阔叶

树为主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唐宋时代“松排山面千

重翠”、“峰峰寒翠似芙蓉”的历史景观基本得到

再现。

西湖以赏植物的自然美为其特色的景点比比皆

是，其赏花习俗延续千年，盛况不衰。明《四时幽

赏录》记载了：“每当花开时节，杭州人摩肩接踵

倾城赏花，南北两山之间，车马阗集，而酒尊食

罍，山家村座，享食遨游……日暮忘返。”至今，

杭州人依然持续了历史上的习俗，乐此不彼，有过

之而无不及。春天，白堤、苏堤的桃柳；夏天，外

湖、里湖、曲院风荷的荷花；秋天，满觉陇的桂

花；冬天，孤山、灵峰的梅花，都是赏花盛事。

其它如九里云松、万松岭、云栖竹径、吴山古樟

等等，这些今天的植物景观都蕴涵着大量的历史信

息，传递着先人们在保护和美化西湖时的睿智和审

美情感。

历史上西湖的植物造景通过历代文人的记述和

描述，展示和刻画出植物的色彩、形态和相互组合

以及整体效果，展现出西湖山水的秀美和雅致，在

植物造景上与西湖山水相得益彰。西湖的植物造景

自然精致、潇洒大气、不矫揉造作，讲究和谐美、

整体美。“间株杨柳间株桃”是西湖桃柳配置的精

致；“万松岭”、“九里松”、“十里荷花”是大

气潇洒；“疏影横斜水清浅”是孤山梅花的雅致。

（图12）

4 结语

西湖的自然山水历来是杭州审美的主体，西湖

的风景园林与苏州园林相比较，西湖突出表现的

是真实的山水，真实的自然为其特色。（图13）

因此，西湖的风景园林讲究布局疏朗开展，借景自

然。它的空间分隔组合，不是以建筑为主，而是以

植物为主，建筑在风景园林中属于辅从地位，是以

点景和赏景为主要功能。植物是风景园林美的构成

主体，植物与建筑之间是相生相映的审美互动关

系。宋代诗人姜夔的观赏荷花的诗：“处处虚堂望

眼宽，荷花荷叶过栏干。游人去后无歌鼓，白水青

山生晚寒。”在“虚堂”内观赏荷花，视线必然宽

广，室外湖水中的荷花荷叶都伸入到栏干内，这就

是西湖植物景观和建筑相互之间的美学构成。宋杨

万里游湖诗：“总宜亭子小如拳，看得西湖不见

痕。湖上轩窗无不好，何须抵死楝名园。”总宜亭

在西湖的大自然中只是拳拳之物，小到不见痕迹，

但是透过这小亭的轩窗，可以欣赏西湖的自然之

美，山水植物之美，何必非要楝名园欣赏呢？视野

宽阔，大气恢宏，这就是西湖历史上植物景观的美

学，为当代西湖的植物造景作了最好的铺垫。

在“西湖十景”中，有几个景是直接以植物为

主要审美对象，这在中国风景园林的组景序列中是

十分少见的。其它如“钱塘十景”、“西湖十八

景”、“杭州二十四景”中同样都有植物景观做作

为风景命名，这充分显示了植物对于西湖的风景美

是如此重要。可以说有植物的审美，就有西湖的风

景美，一旦植物景观受到损害，西湖的风景美就受

到破坏。自古以来一以贯之。

桃红柳绿的春天，绣出了西湖的柔和之美；三

秋桂子、十里荷花铺出了西湖烂漫锦绣；凌霜傲雪

的红梅映照着西湖的俊艳绝色。正是这些西湖多彩

多姿的植物，构成了一幅幅绚丽的画面，成了人们

不能忘怀的记忆。（图14、15）

【作者介绍】                                                                                      

施奠东，男，1936年生，上海人，职称：高级工程师，著名风景园

林专家，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1961年毕业于北京

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园林专业。建设部风景名胜专家顾问，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顾问，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及杭州市风景园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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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_   看尽西湖湖上峰，

峰峰寒翠似芙蓉

12_ 云栖竹径

13_ 西湖的自然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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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_ 十里荷香

15_ 傲雪凌霜的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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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家园林多形成于康乾时期，乾隆年间更

是奠定了“三山五园”[1] 的整体景观格局。究其原

因有三：一是西北郊优越的山水地貌基础。大型的

以天然山水为主的园林首先需要能形成山水景观的

地貌条件。北京的西北郊依山傍水的地貌形势为园

林景观的形成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二是康、乾

两帝较高的文化素养及自成高格的园林审美情趣。

两帝浓厚的“江南园林情结”更是让皇家园林深深

地烙上了“江南”的印记。三是清初积累的雄厚的

财力使得行宫御苑的大肆改扩建成为可能。

1 “南园北渐”趋势

自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文人写意山水园

融入文学化、诗意化的造园艺术，不仅提升了园林

景观意凝神聚的力量，也使园林由形而下的景物向

形而上的精神领域升华。以简远、疏朗、雅致、

【摘 要】清代康熙、乾隆两帝对江南园林情有独钟，屡次南巡均造访有“中国山水美学景观经典”之称的
杭州西湖，并因此将西湖的景观元素悉数移植至皇家园林，北方大气恢宏的园林融入了精致典雅的江南风
格，“南园北渐”之风日盛。

【关键词】杭州西湖；清代；皇家园林；影响

Abstract: The Emperor Kangxi and Qian Long of Qing Dynasty loves the gardens in southern China, they repeatedly 

visited Hangzhou West Lake which was known as "China’s classic example of aesthetics landscape", and what’s 

more, they also transplanted West Lake landscape elements in those royal gardens. The elegant and fancy southern 

style got involved in Northern gardens’magnificent atmosphere. Then, “South influences north in gardening” 

became a trend.

Key words: Hangzhou West Lake；Qing Dynasty；Royal gardens；influence

张倩 / Zhang Qian

波及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庙园林。[5] 如：金代

有“燕京八景”；清代有“关中八景”。清代皇家

园林“四字景目”题名之风犹盛。如北京香山静宜

园的二十八景，玉泉山静明园的十六景，圆明园的

四十景，承德避暑山庄的三十六景等。

3 杭州西湖对圆明园的影响

3.1“借名题景”——对西湖十景景名的直接引用

“圆明”园定名始于康熙。原为康熙于四十八

年赐给四子胤祯的赐园。后经雍正朝的改扩建后

已经初具规模，乾隆又加以扩建。因是“平地起

园”，圆明园糅合了众多江南园林的元素，移天缩

地，再现江南风情，使之成为清代皇家园林中 “园

中有园”的典型园林。

圆明园对杭州西湖十景的直接移植始于雍正时

期。雍正时题名的圆明园“二十八景”就有“平湖

秋月”一席之地。乾隆帝第一次南巡，对西湖十景

有了特殊的偏好，在圆明园的扩建中，十景进行了

全面的摹仿。在增建的“圆明园四十景”中又增加

了“曲院风荷”一景。“四十景”之一的曲院风荷

从园林布局看其建筑群位于北部，由于面对正南的

一个狭长湖面，遍植荷花，颇有杭州西湖曲院风荷

意境。正如乾隆《圆明园四十景·曲院风荷图咏》

所题：西湖曲院为宋时酒务地，荷花众多，是有曲

院风荷之名。兹处红衣印波，长虹摇影，风景相

似，故以其名名之。”

“平湖秋月”景位于福海东北岸上，依山面

水，秋月当空，波光粼粼，实为赏月佳地。乾隆帝

因仰慕西湖平湖秋月湖光、月色相融的意境，故仿

之。《圆明园四十景·平湖秋月图咏》题：“……

湖可数十顷，当秋深月皎，潋滟波光，接天无际。

苏公堤畔，差足方兹胜概。不辨天光与水光，结璘

池馆庆霄凉，蓼烟荷露正苍茫。白傅苏公风雅客，

一杯相劝舞霓裳，此时谁不道钱塘。”

天然为特质的江南园林不仅渐成体系，得以和以大

气、恢宏、华丽、精致为特质的北方园林分庭抗

礼，还因其独具文心的造园风格影响着北方园林。

明末米万钟在北京的私家园林——勺园就深谙

其道。米万钟，字仲昭，号友石，明末著名的画

家、诗人、书法家。曾在江南各地做官多年，游历

过不少江南名园。营造勺园时的“江南情结”，

米万仲在《勺园诗》中一语道破：“先生亦动[2] 鲈

思，得句宁无赋水山”。对此，沈德符在《野获

篇》也有同感：“米仲昭进士园，事事摹仿江南，

几如桓温之于刘琨，无所不似。”周维权先生在

《中国古典园林史》一书中，对勺园和苏州的拙政

园做了比较，并得出结论：从这两座地处南北的名

园在园林规划方面的许多类似之处，可以看到北方

园林模仿江南园林的明显迹象。此后的数百年间，

有意识地吸收江南园林长处以丰富北方造园艺术的

内容，并结合北方的具体情况而加以融冶，这在明

代是一个开端，也做出了良好的范例。[3]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康熙帝诏渝户

部：“朕此番巡历，原以抚恤编氓，问俗观风。”

南巡的目的一为安抚南方的汉族人民，二来借此了

解江南的风土人情，并因此对与北方园林风格迥异

的江南园林偏好有加。回京后康熙帝即命江南造园

名家叶洮、叠石名家张然主持畅春园的营造。首次

把江南民间造园技艺引进宫廷,同时也把文人趣味

深入宫廷造园艺术,为后者注入了新鲜血液,在园林

的皇家气派中平添了几分雅逸清新的韵致。乾隆六

下江南，游遍江南名园胜景。凡他所中意的江南园

林，均命随行的如意馆画师摹绘成图，作为宫苑建

置的参考和蓝本。乾隆年间增建的宫廷园囿中均大

量采用江南园林的立意、布局、结构、风韵、情趣

之长。朱启钤在《重刊<园冶>序》中说：“南省之

名园胜景，康、乾两朝，移而之北，故北都诸苑，

乃至热河之避暑山庄悉有江南之余韵。”[4] 江南园

林风格强势介入北方宫苑，南园北渐之势凸显。

2 “四字景目”系列景观题名的影响

一般认为，“四字景目”系列景观题名源于北

宋山水画家宋迪所作的“潇湘八景”。景观系列题

名化实质上是将人们的视觉借助于语言文字，升华

到精神领域的层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历史积淀。在

宋代,伴随着文人写意画的成熟, 予画以诗意的题跋

或标题之风日益盛行，并开始浸润江南造园艺术。

当园林渗透和充盈着文人的诗意时，文人写意山水

园已然成为江南园林的主流。南宋时，杭州西湖借

助于南宋画家的画笔及诗意化的题名，变得超然脱

俗，更富诗情画意。西湖十景逐渐发展成具有典范

式的“四字景目”题名景观。“因题品景，因景品

题”之风也影响着后世的造园艺术。在南宋以后的

700余年中于金、元、明、清诸代得以传承，影响

谁道江南风景佳  移天缩地在君怀
——杭州西湖对清代皇家园林的影响

[1] 三山：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畅春园、圆明园

[2] 蒪（po）.菜即莼菜，只见于江南。

[3]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二版）P308，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 金学智《中国园林美学》(第二版) P62,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5]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编制《杭州西湖文化景观》

Jiangnan Style showed in Royal Gardens
Influence of Hangzhou West Lake to Royal Gardens in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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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柳浪闻莺汉白玉牌坊的额枋，

上刻乾隆所书《柳浪闻莺》七绝一首。

圆明园三大景区之一的福海景区有五处景点直

接采用了杭州西湖十景的景名，分别是：南岸的南

屏晚钟、东岸的雷峰夕照、北岸的双峰插云、平湖

秋月以及三潭印月。（如上图）乾隆帝对杭州西湖

的喜爱是不言自明了。

“双峰插云“位于平湖秋月东端，是建在高台

上的一座重檐攒尖楼阁，在此遥望西山，颇有杭州

西湖“双峰插云”的意境。

“南屏晚钟”附属于四十景之一的“夹镜鸣

琴”。因其东面山上建有广育宫，从中发出的钟

声，使建在山下的亭子得“南屏晚钟”的雅号，从

而成为仿建的西湖十景之一。

“三潭印月”其实是一个面积很小的湖面，因

[6] 四园指的是海宁的安澜园、杭州的小有天园、苏州的狮子林、南京的瞻园

思永斋小有天园复原鸟瞰图

在水面建有三个小石塔，故名。从布局、意境看，

已全无西湖十景“三潭印月”的风姿。

“雷峰夕照”附属于四十景之一的“涵虚朗

鉴”。该景建筑群坐东朝西，临湖岸筑有平台，因

是欣赏湖景、远眺西山晚霞最佳处，故得名。

“柳浪闻莺”是圆明园西区的景点之一，位于

文源阁以西，是摹仿杭州西湖柳浪闻莺的独立景

点。其主体是一座汉白玉牌楼，现存“柳浪闻莺”

牌额一块，背面题有乾隆御制诗一首：“十景西湖

名早传，御园柳浪亦称旃；栗留几啭无端听，讶似

清波门那边。”

“断桥残雪”附属于西区“汇芳书院”景。一

座用青石叠成的断桥，桥面高于两端山脊。雪霁

时，站在桥上可环视圆明园银妆素裹的冬景。

“苏堤春晓”附属于“曲院风荷”一景。只是一

道跨小溪的土堤，堤上植柳，取名“苏堤春晓”。

“花港观鱼”附属于西区“西峰秀色”一景。

大体摹仿西湖同名景观。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圆明园对西湖十景并非

简单的临摹，有的只是意境上的类似，有的则只是借

用了“景名”，景致与被摹仿的对象已是大相径庭。

正如乾隆在《如园诗》注中所言“略师其意，就其天

然之势，不舍己之长”。在保持被摹仿对象某些特征

和匠思的基础上，因地制宜进行了再创作。

3.2“借景借名”——对“小有天园”的直接摹拟

“行所流连赏四园，画师仿写双开镜”，[6] 四

园之一的杭州小有天园也被移植到了圆明园中的长

春园。1765年，乾隆在《游小有天园登绝顶》表达

了他对“小有天园”的偏爱：“最爱南屏小有天，

登峰原揽大无边。”“小有天园”旧称壑庵，乾隆

帝于1751年南巡杭州时，将其改题“小有天园”。 

1756年，他再次南巡至此，竟“为之流连，为之依

吟”而忘返。回京之后，即下令在长春园仿建小有

天园。这次仿建相比较对西湖十景的“略师其意”

而言，显得更为刻意而直接。

3.3“借景题名”的借鉴手法——“坦坦荡荡”对

“玉泉鱼跃”的变体创作

“坦坦荡荡”位于圆明园中心景区——九州景

区内，雍正时即称“金鱼池”，是一个以观鱼为主

题的景点，着意摹仿了杭州“玉泉鱼跃”景观。

“玉泉鱼跃”的主题是泉、鱼，表现的是

“鱼”儿得“水”，悠游乐哉的自得情趣。“坦坦

荡荡”在景观设置时也基本把握了这些特色。比照

《南巡盛典》“玉泉鱼跃”及《圆明园四十景图》

中“坦坦荡荡”可知，从整体景观布局看，“坦坦

荡荡”作为宫廷园林一景，又更具整形、对称性。

两者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这就是变体创作

的成功之处。[7] 

4 杭州西湖对颐和园（清漪园）的影响

颐和园前身是乾隆御制的清漪园，总体规划始

于乾隆十五年（1750）,直至乾隆二十九年基本完

成。清漪园选址在风光秀丽的瓮山、西湖一带，有

着得天独厚的地貌优势。西湖在元代时称瓮山泊，

明代改称西湖，清乾隆十五年（1750）改昆明湖，

十六年改昆明湖为“清漪园”。

辽金时期，统治者先后在此地建有行宫，开始

对西湖一带进行了景观营造，金章宗时 “以兹山之

泉，逶迤曲折，蜿蜿然其流若虹“而命名为“玉泉

[7] 杨鸿勋《略论圆明园中标题园的变体创作》P70，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备委员会1981年《圆明园》

垂虹”曾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元代时，西

湖已有两处重要景观，一是修筑在湖西北岸的“大

承天护圣寺”，又名“西湖寺”，二是因修建通

惠河引水工程而筑起的十里长堤，即“西堤”。明

代，为稳定西湖水位以利于灌溉，西堤得以加固并

景观化。明著名画家李流芳在其游记中对此作了诗

意般的描述：“出西直门过高梁桥，可十余里，至

元君祠折而北，有平堤十里，夹道皆古柳，参差掩

映，一望渺然。”沈德潜《西湖堤散步诗》更将西

堤直接比成杭州的苏堤：“闲游宛似苏堤畔，欲向

桥边问酒垆。” “环湖十余里，荷浦菱芡，与夫沙

禽水鸟，出没隐见于天光云影中，可称绝胜”，西

湖一带已成文人墨客的抒情之地。更有好事者摹仿

杭州西湖十景为北京的西湖十景以“四字景目”命

名: 泉液流珠、湖水铺玉、平沙落雁、浅涧立鸥、

瑕白摇风、莲红坠雨、秋波澄碧、月浪流光、洞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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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壁翻晓照。明四家之一的文征明在《西湖》

诗中写道：“春湖落日水拖蓝，天影楼台上下涵。

十里青山行画里，双飞白鸟似江南。”远山近水的

立地形势使这一带宛似江南美景，实为北方不可多

得的宝地。

瓮山、西湖一带良好的造园条件让乾隆帝自食于

九年（1744）在《御制圆明园后记》对后世子孙的教

诲：“（圆明园）天宝地灵之区，帝王游豫之地无以

逾此……后世子孙必不舍此重费民力以创苑囿，斯

则深契朕法皇考勤俭之心以为心矣。”乾隆十五年

（1750），自称“山水之乐，不能忘于怀”的弘历借

西北郊水系整理之际，顺势上马清漪园工程。在《万

寿山清漪园记》中，乾隆辩称“盖湖之成以治水，

山之名以临湖，既具湖山之胜概，能无亭台之点缀

湖？”他的造园思想和园林艺术修养在此得到了淋漓

尽致的发挥。正所谓“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

昆明”，乾隆对清漪园的得意之情可见一斑。

清漪园的主体构思是以杭州西湖为摹本，昆明

湖的水域划分、万寿山与昆明湖的位置关系、西堤

在湖中的走向以及周围的环境都酷似杭州西湖。对

此，乾隆在《万寿山即事》毫不避讳写道：“背

山面水地，明湖仿浙西，琳琅三竺宇，花柳六桥

堤。”（如图）[8] 在《月波楼》一诗中还表达了对

清漪园胜出杭州西湖的期望“涌金闻说余杭好，拟

待明春较若何”。

4.1 西堤及六桥对苏堤及六桥的摹仿

从上图不难看出，西堤连接昆明湖的南北两

端。这道长堤和玉泉山、西山融为一体，使颐和园

有限的空间得到无限的拓展。西堤早在明代时就

被比为苏堤。乾隆更是将西堤与苏堤的神似度发挥

到了极致。乾隆二十三年（1758）御制诗《荇桥》

言：“六桥一带学西湖，蜿蜿长虹俯接余。”在春

天，西堤呈现出一派桃红柳绿的胜景，呈现的正

是苏堤“间株杨柳间株桃”的景致。而掩映在湖光

山色中的西堤六桥，也是仿照苏堤六桥建造的，

由北向南依次为界湖桥、豳风桥、玉带桥、镜桥、

[8] 摘自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二版）P415，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9] 括号内为乾隆御注，下同

[10] 颐和园管理处编《颐和园志》 P158， 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

练桥、柳桥。对于玉带桥的摹仿，乾隆三十五年

（1770）御制诗《玉带桥》有言：“长堤虽不姓髯

苏，玉带依然桥样摹。荡桨过来忽失笑，笑斯着相

学西湖。” 

清漪园除大的景观格局与杭州西湖惊人相似

外，在园内一些主要景点的营造中也借鉴了西湖景

点的园林风格。

4.2 佛香阁与六和塔

园内主体建筑佛香阁对杭州六和塔的摹仿，在

乾隆二十三年的御制诗《志过》透出些端倪：“延

寿仿六和，将成自颓堕。”佛香阁为平面八角形建

筑，外檐四层，内檐三层，高41m，是园内体量最

大的建筑。气势雄伟，巍然耸立。佛香阁不仅摹仿

了六和塔八角形的平面结构，更重要的是着意体现

了六和塔如将军般的雄伟气势。

4.3 小西冷与西冷桥

万寿山西部的长岛命名为小西泠也源于乾隆对杭

州孤山西麓西泠桥的想念：“西峰浸水西湖似，缀景

西泠小肖诸。何必孤山忆风景，已看仲夏绽芙蕖。远

峦云气浓兼淡，过雨波光净且虚。耕织图犹六桥外，

待予有暇命游舆”。（御制诗《小西泠》）

4.4 留佳亭与留余山居

长廊东起第一亭的“留佳亭”摹仿的则是西湖

边的“留余山居”景。有诗为证：“西湖山居额留

余（西湖陶庄旧名勾留处。前南巡时，经临赐名留

云山居）[9]，此亭却以留佳号。名虽殊而异实同，

谦益满损具义奥。设如红紫酣昌昌，转觉可怜亦何

妙”(乾隆五十一年御制诗《留佳亭》) 。

4.5 畅观堂与焦石鸣琴

乾隆三十二年（1767）御制诗《昆明湖泛舟杂

咏》：“……晴霭柳塘复苇湾，岸临舟舣便登山。

湖光设若拟西子，宜是鸣琴焦石间（畅观堂在昆明

湖西南角，室宇位置一仿西湖焦石鸣琴景）。”

4.6 转轮藏与法云寺藏经阁

转轮藏室一组佛教建筑，坐北朝南，由一座正

殿和以飞廊连接的两座配亭组成。建筑仿照宋代杭

州法云寺藏经阁的样式，殿顶作琉璃瓦三勾连搭攒

尖顶。[10]

乾隆在营造清漪园时对江南园林也并非一味抄

袭，而是充分发挥了昆明湖与西山的地理优势，

“略师其意，就其天然之势，不舍己之长”成为营

造皇家园林的最高宗旨。

“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怀着

对江南园林无限的眷恋，康乾两帝在皇家园林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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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极尽摹拟之能事，把北方和南方、皇家与民

间的造园艺术充分融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

深度。“西湖景观”以其独创的山水景观设计手法

与文化积淀丰厚的审美情趣在18世纪的皇家园林也

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其堤、岛、桥、园、塔、寺的

独特布局及题名景观的设计手法被充分效法，成为

皇家园林颐和园和圆明园设计的重要楷模。

 

断桥残雪（于广明 摄）

清漪园与杭州西湖之比较

1、昆明湖  2、万寿山  3、西堤  4、西湖  5、孤山  6、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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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风景、风景资源研究与实践领域，基于风景园林三元论，提出“自然”、“人文”、“空间”
三要素，阐明三者三位一体、不可替代、耦和互动的关系。以空间感受研究为线索，以杭州西湖为例，从概
念认识上深入分析论述了空间感受在风景和风景资源中的深层作用。重新审视现有自然、人文二元认识、分
析内容，指出了“空间”要素方面的缺失，提出基于三要素的三元风景的资源界定与评价标准，强调在行将
出台的中国国家公园体制以及未来风景资源识别、保护、发展中，发挥三要素的作用，给予“空间”要素应
有的重视，开展必要的研究与实践。
【关键词】风景；风景资源；风景园林三元论；三要素；空间及空间感受

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and pratice areas of landscape and landscape resour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rialism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ree elements of "the nature", "human", "space" is put forwar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elements, the three three-in-one, irreplaceable, coupling and interaction is explained. Using 

the research of spatial perception as a clue, taking Hangzhou West Lake, as an example, from the concept and 

understanding thoroughly analyze the deep effect of spatial perception in landscape and landscape resources. Re-

examining the existing way of cognition and content analysis on natural and human two elements, pointed out that 

the absence of “space element”, puts forward the landscape resources define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based on three 

elements. Emphasis on play the role of the three elements in the function of resources identification, protection,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Park System which will come to be realized so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space 

elements” should be given and its research and practice should be carry out. 

Key words: Landscape; Landscape resources; Trialism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ree elements; Space and spatial 

perception

风景、风景资源中的三要素
Three Elements Of Landscape And Landscape Resources

刘滨谊 / Liu Binyi

山清水秀，人杰地灵，除了大自然环境生态的

禀赋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两大要素，杭州西湖

之所以名副其实，令人身心愉悦，比作天堂，还有

一个重要的要素。对这一要素，人们无需科学知识

的理解、文化历史的讲述，而可以直接通过自身生

理、心理、精神的感受获得，这种感受属于历经数

百万年进化过程的基因遗传使然的潜意识行为，只

需身临其境，感受自然会在不经意间发生。这一要

素及其作用也因此往往不被人们注意，甚至包括风

景园林学科专业在内，对这一要素的重要性的认识

至今仍然是微乎其微，这一要素就是“空间及其感

受”，是“具有美感的空间”。自然山水构成了杭

州西湖“具有美感的空间”，设想假如没有南山、

北山、西山三面云山和西湖形成的山环水抱，视线

的远近俯仰，假如没有延绵不绝、远近起伏的山

峦，假如没有清如明镜、碧波荡漾的西湖，“一马

平川”、“干枯单调”的杭州还会有“甲天下”的

美誉吗？“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空间特征成就了杭

州西湖景区的立体空间及其感受，西湖则通过水体

“倒影”、“折射”、“投射”的视觉，扩大延伸

强化了这种立体空间感。当我们感叹“山清水秀”

之时，请别忘记山水带来的视觉等五官感觉以及由

此引发的空间感受。作为人类基本的生存环境，长

期的生活适应致使这种因山水所形成的空间通常都

具备了风景美学空间的潜质，可以肯定：中国人的

风景审美、山水偏爱的最为基本的源头，就是这种

与生俱来、长期适应的山水空间感受，自然山水空

间是中国风景空间美感的基础。

自然地质地貌、动植物、环境、生态仅凭借天

生的直觉还难以知晓，必须通过科普知识教育；所

蕴含的人类历史、文化、思想、精神仅凭直观也难

以把握，需要讲解、宣扬、传授。相比之下，杭州

西湖“具有美感的空间”,对游人的主要作用既不是

自然科学知识，也不在于历史、文化、典故，更多

的是空气、声响、环境，这种以空间为统领引发人

们直观感受的诸如美景之类东西，其无需科普、讲

解就已被人们所感受、感知、认识到了。杭州西湖

“具有美感的空间”对于成就杭州西湖之美的作用

是第一位的，从风景感受看，与自然环境生态和历

史人文典故相比，这种美丽山水空间的感知，不分

男女老少，不论文化种族，超越古今中外，是首先

发生的，而且无时不在，其感受的量甚至超过了风

景中“自然”知识的传授和“人文”传统的教化这

两大要素；从风景和风景资源的存在看，“空间”

是“自然”和“人文”的两大要素存在的基础，脱

离“空间”论“自然”和“人文”，无论是风景资

源保护，还是风景名胜区规划发展，都是缺项而不

完备的。至少，这将削弱寻找、保护、乃至营造风

景中“具有美感空间形态”的意识，最终，也就失

去了中国风景的基本意义——自然与人文山水空间

的感受。表面上看，这种意识似乎感性成分居多，

与风景资源的自然和人文理性分析相差甚远，其

实，这种意识所追求的基本内容和所考虑的基本方

面无外乎还是人类生理、心理上的基本需求——空

间环境的感受、美景的寻求，从学术上讲，作为所

追求最终的结果是感性的，但那是作为追求结果的

一种途径方式，这里所说的寻找、保护、乃至营造

“具有美感空间形态”的意识是讲求理性的，并非

众人理解的随心所欲、因人而异的感性。国际学术

界所研究的“感性学”（aesthetics），将人类的七

情六欲分析为生理、心理、精神，划分为不同层面

的“学”，其中，中国学术界惯称的“美学”，从

其研究讨论的内容看，更多的引向了艺术创作和哲

学意义的领域，仅仅是“感性学”（aesthetics）

的一小部分，既是在这一部分，长期以来的学术误

导，还形成了“谈美必感”的误区。美感，最终的

结果是感性的，但这并非意味着研究实践也是必须

感性的，往往，恰恰需要相反，为了获得丰富的感

性结果，必须通过理性的途径手段而获得，对此，

从事规划设计实践的风景园林师不难体会。

从专业观和方法论的视角分析，按照“风景

园林三元论”[1]，“环境生态”、“行为活动”和

“空间形态”构成了风景园林的三元。转换到风

景、风景资源， 其中的“环境生态”对应了“自

然”要素，“行为活动”对应了“人文”要素，

“空间形态”对应了本文所述的“空间”要素。在

以往的风景、风景资源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中，对

于“空间”要素、尤其是关于“空间”的感受，不

论国内国际，普遍是忽视而缺乏深入研究的，究其

深层原因，在于对于风景、风景资源的认识，什么

是风景？风景和风景资源除了众所周知、包罗万千

的综合作用，究竟什么是最基本的作用？能否用一

句话来概括人们追求风景的第一目的？作为风景园

林师，历经数千年实践和思考，内容越加繁复琐

细，目标越加“高”、“大”、“上”，“蓦然回

首，那人却不在灯火阑珊处”，我们是否已经丢失

了人类关于风景最为基本的需求和目标？丢失了看

似简单、质朴、永恒而又无时不在的“风景乡愁”? 

丢失了那种引发、激励、令人赏心悦目、难以忘怀

的关于风景的“感受”。

历经近40年的研究与实践，伴随着风景名胜

区、各类国家公园、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地的快速

发展，对于风景和风景资源的认识研究，从研究领

域到介入人员，从评价指标到规范条例，等等，的

确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然而，我们却忽视了某些

基本的问题。在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行将出台之际，

风景和风景资源面临着新一轮的“识别”、“划

分”、“安排”，确有必要，做出“原始的回归”

和“重新的审视”，需要更为全面的概念认识、资

源界定、评价标准，以求实施更为全面、深入、合

理的保护。

从概念认识上分析：风景、风景资源应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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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基本方面的要素：（1）自然界的；（2）人类

社会的；（3）空间存在的，简称“自然”、“人

文”、“空间”。从哲学认识论来看，其基本组成

可以概括为三元：第一元是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所

呈现的客观存在，包括自然地质地貌、动植物、

环境、生态；第二元是人类基于这种客观存在所产

生的主观认识，即风景和风景资源中所蕴含的人类

历史、文化、思想、精神；第三元是所呈现出的具

有美感的空间存在，不论是第一元的客观存在，还

是第二元的主观认识，它们都不仅具有“空间存

在”，而且这种“空间存在”还具有空间美学特

征，而这种具有美感的空间存在则是第一元客观存

在和第二元主观认识的结合。具有美感的空间，

这也是风景、风景资源、自然与人文景观遗产区别

于同样具有空间存在的其他资源的关键。迄今为止

的风景概念和风景资源学理论包含了第一元和第二

元，但是没有给予具有这种具有“美学特征的空间

存在”与第一元和第二元相提并论的第三元地位。

在风景、风景资源的第一元，对于地质地貌自然现

象和构造成因，对于动、植物的演变进化、对于水

文气象，皆有尽其系统、详实、科学的描述，而恰

恰缺少了这些“自然”要素所呈现出的空间存在和

美学分析。局限于这些自然要素的形态描述，这种

美学空间的分析恰恰是停留于“实体形态”而缺乏

“空间形态”，美学空间的描述分析因而通常被弱

化、淡化、甚至忽略不计；在风景、风景资源的第

二元，对所蕴含的历史传说、人文典故、诗情画

意，以文学和美学分析的方式，将这种美学空间资

源的描述分析或抽象虚化、或避而不谈，这种美学

空间的分析评价同样是弱化的。

从发挥作用、包含内容、相互影响三方面分

析，用“自然”元和“人文”元包含替代“空间”

元并不可取，从几十年研究实践的发展看，由于这

种替代包含，“空间”元方面的研究实践遭受了极

大的阻碍而停滞不前。从发挥作用看，地球表层空

间是人类自出现以来就一直赖以生存的环境，这种

空间对人类的作用就如同空气、水体一样的重要。

“心旷神怡”、“鸟语花香”、“赏心悦目” ……

这些风景感受的源头正是源于空间所发挥的作用。

对此，最早见有柳宗元关于风景旷奥的表述[2]，后

有风景评价中认知学派的空间认知理论[3]，以及风

景旷奥度理论[4.5]。在这些理论中，最为经典的是

“瞭望-庇护”理论[6]：在长期的生存竞争中，人类

始终扮演着“猎人”和“猎物”的双重身份，作为

“猎人”，人类需要不断地探索、猎取；作为“猎

物”，人类需要庇护而不受外来侵害，所以人类喜

欢的空间环境具有双重特性：既可以不断的发现索

取，又可以得以庇护。这些理论都是基于空间存在

而展开，可见空间的重要：恰恰是这种“空间”，

为人类提供了这种可能。离开空间，人类的一切感

受活动都将归零。基于现代环境心理学、风景园林

学、艺术美学研究成果的综合，研究表明，这种

风景空间至少在生理、心理、精神三个层面上发挥

着作用[7]。人类对于风景空间的感受已历经数百万

年，凭借着以视觉为主导的五官感觉，那种长期进

化所形成的对于空间的依赖、把握，这种感受所产

生的作用是基本而相对稳定的，从而超越了其他因

自然科学认知和历史人文理解而变的感受，风景空

间影响着人类空间定位、空间行为的能力，决定着

人类最为深层的环境生理、心理和精神感受的机制

和过程。

从包含内容看，“风景空间”是风景、风景资

源空间感受和美学评价的基础。在该领域，与已被

多学科深入研究发现的“自然”元和“人文”元两

方面的因素相比，人类知之甚少。迄今为止，局限

于自然和人文的风景、风景资源的美学评价因此而

始终是隔靴搔痒、未入正题。其研究至少包括横向

生理、心理、精神三个感受层面和纵向这种感受发

生机制、原理、结果三方面问题的研究。这就是作

者提出的关于风景、风景资源空间感受三横三纵的

研究内容，进一步，究竟是空间的什么秘密控制着

人们的风景空间感受而“让我喜欢、让我忧”？那

种相对“自然”和“人文”而独立存在的、至今仍

然是未解之谜的空间感受机制和空间感受的基因是

什么？

从三元的相互影响分析，自然、人文、空间

（美景），构成了风景、风景资源的三位一体而缺

一不可。感应地理学就自然与人文的二元耦合已迈

出了成功的一步[8]，但是，或许是受到地学学科背

景的局限，或许是关注点的不同，并未提出独立的

“空间存在”第三元概念，尤其是关于空间感受方面，更缺

乏深入的发掘探索。事实上，风景、风景资源中的自然、人

文、空间，三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大规模空间的自

然明显可以提升风景资源的含量；峰回路转、曲径通幽的空

间更增添了神秘莫测的文化传说氛围；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的自然、人文因素可以成倍增强空间感受的美学因素；等

等。总之，最美的风景、最高品质的风景资源，无一例外不

是自然、人文、空间三者最佳耦合的结果。

以自然、人文、空间三大要素重新审视风景、风景资

源，急需开展的研究实践工作如下：

资源内涵的界定：风景资源应包括三大基本方面：自然

环境生态资源；人文历史文化资源；空间视觉美学资源。

分析评价标准与指标的提出：风景、风景资源审美评价

标准指标，应当包括的三个方面：自然环境生态；人文历史

文化；风景空间美学。

迄今为止，国内对风景、风景资源，从概念认识、资源

内涵界定到分析评价标准与指标，普遍局限于“自然”、

“人文”方面，而缺少“空间”、“空间视觉美学资源”、

“风景空间美学”的考虑，或者至少也是没有把后者放在与

“自然”和“人文”同等的地位加以系统化地研究与实践。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

园、水利公园、遗址公园等、自然保护区、生态示范区，尽

管名称、内容、形式不同，但都具备一样共同的东西，这就

是“风景资源”。风景资源是这一系列被统称为“国家公

园”的核心。对于风景和风景资源的理解认识直接关系到资

源的调查内容、资源的评价、等级的划分、保护的划定，其

如此重要，以至于将决定着新近兴起的中国国家公园的发展

战略与走向。不论未来中国国家公园体系规划建设将是多么

的科学系统、处理各方利益是多么的综合平衡，都离不开风

景资源这一核心的考虑，其中，在保证“自然”“人文”两

大资源的同时，风景空间及其感受资源，作为三要素之一，

自始至终，都是举足轻重，必不可少，必须给予应有的重

视，开展必要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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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的工程建设作为国土规划的一部分，其选址多沿河流、道路等线性空间分布，继而交织
成网，在客观上提供了生态、文化和游憩资源的共生聚集空间。同时，中国的古代大工程建设作为人与自然
共同完成的作品，呈现出系统性、整体性和可持续性的营建思想。
【关键词】中国古代；国土规划；基础设施；营建思想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w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national planning. Their sites 

normally distributed along the linear spaces including riparian corridors, transportation corridors and the military 

engineering and then wove into networks. The concepts of ancient Chinese projects construction provided symbiotic 

gathering spaces with ecological, cultural and recreational resources objectively. Meanwhile, ancient Chinese 

construction was the spectacular works completed by human with nature together, which possessed the production, 

protection, connectivity and other features. Besides, in the management, planning and design dimension, elucidating 

systematic, integral and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concepts.

Key words:  Ancient China；National planning；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 concept

1 背景

人与天调一直是中国古代先贤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重要思想，勤劳的先人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同

时巧妙利用自然的赐予来建设与美化家园。在中国

古代的营国制度中，开辟驰道、兴修水利、垒筑城

壕等工程建设，多以国家机构为建设主体，进行统

一的规划实施管理，持续时间长，地域范围广，人

力、物力和财力均耗费巨大。通过查阅、分析有关

史料发现，中国古代的工程建设多呈线性分布继而

交织成网，具有功能复合、系统管理、持续发展等

特点。本文旨在探究中国古代工程建设中蕴含的营

建思想及其成因，以期对现今我国绿色基础建设提

供一些借鉴与参考。

2 中国古代工程建设主要类型     

2.1 水陆交通工程

交通线路的开辟与通畅，是人类开展社会活动

的必要保障，交通体系的完善与国家行政管理和经

济沟通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

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兴修驰道，所有

驰道宽度统一，并在路旁每隔3丈（注：秦制1丈≈

3.33m）栽植一棵青松（Pinus tabuliformis）[1]。自此

之后的各朝代均不断完善以国都为中心的国家交通

体系，设立国道、城道、直道、甬道、复道、栈道

等不同级别与功能的陆路交通，并修建运河发展水

路交通，这些纵横交织的路网承担着物资运输、军

事防御等功能，把全国各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道路以通，树林阻固
中国古代大工程营建思想探究
Exploration In The Concept Of Ancient Chinese Construction

张楠  高翅 / Zhang Nan  Gao Chi

2.2 水利工程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封

建社会，兴修水利是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所

以中国历史上各朝代都将水利工程建设作为营国的

重要工作。古代的水利工程包括各类农田灌排系统

以及城市防洪水网等。《国语·周语》有“水土演

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之说，水土演

即水土和谐。古代水利工程的营建一方面顺应自然

规律，引水疏流；另一方面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

利用工程技术手段将自然灾害化险为夷。据载，公

元前二十二世纪的夏朝，发生过一场持续多年、治

理无果的洪水，禹一改前人围堵筑堤之法，采用疏

浚河道的方式治理水患，将洪水冲出的千沟万壑整

理成天然的排水系统[2]，并引导百姓在蓄水的低洼

湿地种植水稻，形成了灌排两用的渠道体系[3]。实

现了“水由地中行，人得平土而居之”[4]。这种因

势利导的水利工程，体现了先人借自然之力药其患

的辩证智慧。

2.3军事工程

在中国的铁器时代，古代的军事工程如长城的

修筑，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保卫国家、抵御外敌

入侵的最基本的战略防御手段。据文献记载，我

国长城的修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6世纪的春秋时

代。长城修建的布置和选线经过精心的设计与规

划，或在河谷间穿梭，或在山脊上蜿蜒，并把水草

丰美的地域控制在长城内侧，作为自己的屯田区，

体现出“因地形，用制险塞”的营建原则。

3 中国古代大工程建设营建思想探析

中国古代的工程建设作为国土规划的一部分，

是统治阶级权利意志的体现，其根本目的是为了

保卫疆土的完整，促进经济的发展，维护政权的

稳定。通过对相关文献和案例的分析可知，中国古

代工程建设多沿河流、道路等线性空间分布，并客

观提供了生态、文化和游憩资源的共生聚集空间，

同时，中国古代工程建设中的线性网络空间具备生

产、防御与连通等功能，体现出系统性、整体性和

可持续性的营建思想。

3.1 王权至上——系统的管理制度 

3.1.1 集权管理

中央集权的制度下，中国古代工程建设多以国

家机构为建设和管理主体，分工明确，法令严酷。

春秋战国时期，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各地的邮

驿建设完全由国家设置和提供经费，并有专职人

员——野庐氏负责管理驿站以及道路修整等工作 。

据《周礼》记载，周朝有“司空视涂”之制，设专

门的机构管理国家的山林湖河、并把植树造林作为

工程手段用于防护险坡 。秦汉时期，一些重要工

程的修筑，常由皇帝委任中央或地方官员亲自主

持，以示慎重，负责工程修筑的官员称作“将作少

府”或“将作大匠”[5]。《后汉书·百官志》也有

记载：“将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掌修作宗庙、

路寝、官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

侧。”尽管这种管理方式缺乏一定的公众参与性，

但由于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奖罚分明，故建设效

率较高，在短时期内可取得较明显成效。

3.1.2 充足的财政支持

秦汉时期，朝廷在国土范围内大规模铺设交通

网，建设了驰道、复道、甬道、栈道等不同尺度

与功能的道路。这些主要道路的修筑，多属政府行

为，由皇帝亲自决策，朝廷重臣负责规划指挥，征

调数万以至数十万民夫、军卒完成。由国家机构统

一规划管理的交通、水利和军事工程都有着充足的

财政和人力保证，并应用先进工具，采取先进技

术，因而大多修筑质量上乘，选线布局规划合理，

为后代所遵循。如秦汉时期修建的咸阳长安向东西

伸展的驰道，2000多年一直是个朝代的重要交通通

道，如今的陇海铁路也基本沿此线而行，可见当时

的规划设计水平之高[6] 。

3.1.3 稳定的土地利用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中国古代的工程建设多由

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其对土地的使用性质有着严

格的规定与限制。战国时期商鞅曾提出：“故为国

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

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7]表明

战国时期的国土规划中，各种属性土地占有的比例

是有法律限定的，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工程建设中

形成的基础设施体系不会因为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变

而遭受破坏，从而保证了其生态、经济效益持续、

稳定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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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体国经野——整体的规划布局

3.2.1 整体布局

《周礼》开篇提到：“惟王建宫，以捂方正

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可见，周

朝政府管理地方，部署军事，发展经济，规划河川

都要对全国的水土资源进行全面的勘测与规划，体

现出古代工程建设中的整体性思维。

除了跨区域的大尺度工程，很多地区中小尺度

工程建设也蕴含着整体布局的思想。圩垸是一种兼

具排水、灌溉和通航功能的水利工程，（如图1）沈

括曾作《万春圩图记》记述北宋嘉祐六年（1061）

修复江东名圩——万春圩的工程。据载，万春圩临

水筑堤，堤上一侧植桑（Morus alba），圩中有多

级排水渠与外河相通，并设水闸，旱时开闸，潦

则闭闸。圩中有一条贯穿南北的横堤，其上植柳

（Salix babylonica），宽约5丈，可通车。[8] 这

种分级农田灌排工程将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有机连

接，既保护了农田，又利用河渠通航与灌溉，有着

较为完善的规划布局思想。

3.2.2 尺度分级

古代中国的国土规划，无论是城市、交通还是

水利都有着严格的分级营建制度。这一方面受礼

制等级思想的影响，《周礼·考工记》中有明确表

述：“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

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门阿之

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

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可见，古

代中国城邑与道路的修建均依据不同等级，划分不

同的尺度标准。另一方面，受“天人合一”自然观

的影响，中国农耕时期的水利规划从实用角度出

发，模仿自然界江、河、溪、涧水网，构建不同尺

度的农田灌排系统。《周礼·遂人》中记载：“凡

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

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

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在王权思想与

功能需求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古代的交通、水利等

工程规划建设均形成了多种尺度的线性空间。

3.2.3 功能复合

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年代，古代先贤利用天然

之势，力图花费最小人工，获得最大效益。《释

（Platycladus orientalis）等树木[12]（如图2）。道路

两旁植树绿化形成了原始的游憩道，这类游憩道可

以为行人提供树荫、防御大风，还能防止道路遭受

山洪或其他灾害的侵袭。

另据《汉书》记载，秦朝修建长城时，为加

强防守，在与匈奴接壤的边境，广种榆（Ulmus 

pumila）、柳等树木作为障碍物，用来阻挡敌人骑

1_ 圩垸工程示意图。（引自

（清）《授时通考》）

2_ 唐长安城街道平面与剖面示

意图。

兵前来进犯，称为“榆塞”[13]。此后各朝代进行防

御系统修建时，均十分重视边防区域的植树造林。

至北宋年间，通过保护原始林木或人工植林，长城

沿线已形成了与塘泊互补的林带（如图3）。明朝

政府为了加强长城一带的森林保育，大力提倡在长

城沿线植树，并指出植树的七种益处——除了阻碍

蒙古骑兵，林木还可作为燃料，提供士兵充饥的果

3_ 长城沿线广植林与塘泊互

补。（引自（元）《契丹

地理之图》）

4_ 1949年苏州的城市格局

与700多年前的平江城基

本无差别。（左图来自网

络，右图引自《中国城市

建设史》）

 1 

 2 

 3 

 4 

名》中有“古者列树以表道，道有夹沟，以通水

潦”之说。中国古代的官道之旁必皆植树，“以记

里至，以荫行旅”[9]。据文献载，唐代都城长安的

皇城内有东西向街七条，南北向街五条，合为十二

街，是长安城的政治中心所在[10]。城中道路被两

条宽90cm，深45cm的排水沟——“御沟”分为三

段。《礼记·王制》中有“道有三涂”的记载，一

道三涂有明确的分工，“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

从中央”。道路旁栽植槐树（Sophora japonica）

为行道树，称为“槐衙”[11]，另在御沟的两侧也

栽植了杨（Populus tomentosa）、柳、松、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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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沿线，兼具物资运转、公共服务与文化交流的功能聚合

的节点空间。

4 小结

中国古代的工程建设一方面利用天然之势，树林阻固、

引水疏流，将一些原本不关联的城镇和村庄串联起起来，形

成了不同区域人群相互交流、共同持续发展的系统网络。另

一方面，古代先贤注重自然环境的保育，在建设开发的同时

尊重自然的客观发展规律，实现了经济与生态、文化的可持

续发展。中国古代的工程建设是人与自然共同完成的伟大作

品，探究其中蕴含的“利用自然、管护自然”的工程营建与

治理思想，对于现今构建不同尺度的绿色基础设施的探索有

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注：文中插图除标注外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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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从而减少军士逃兵的可能性[14]。中国古代的各

项生产、防御工程建设中，工程沿线的绿化活动使

其在客观上形成集生产、生态、美学、文化等多种

功能为一体的空间形态。

3.3 顺天法地——可持续的营建手法

3.3.1 因地制宜开发

在营国制的制约下，古代城市建设多依据城市

内外的自然格局来规划和控制城市的基本格局。春

秋思想家管仲在《管子》中提到的城市依据自然生

态环境选址和防洪规划的原则，无不体现了其因地

制宜、顺势利导的城市水利规划思想。古代中国的

城市规划与天然水域的分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择水而居到利用江河湖海规划和发展城市，水

利工程成为协调自然环境与城市环境的纽带。平

江（苏州）古城内河道密集，与道路街巷纵横交

错，护城河自城西南角引水，与傍城而过的京杭

大运河相汇。完整的城市水系骨架稳定了城市格

局，使得古城总体构架在数百年间变化甚微。除

了遵守礼制规矩，城中水网作为市政设施，还具

有防洪、给排水、消防、游憩、美化等作用（如

图4）。

3.3.2 可持续利用

《管子·形势》云：“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

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

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

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

怀其凶，不可复振也。” 受到以《管子》为代表的

追求天人和谐的务实思想影响，古代先贤懂得只有

顺应自然并巧妙利用的自然的土地规划才能得以持

续的发展。

工程建设中对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包括了自然与

文化双重层面上可持续。古代中国的国土规划，除

了考虑九州的水土资源，还对不同地貌条件区域的

开发有相应的考虑，一方面严禁过度开发，一方面

广种森林，保证了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体现出原

始的水土保持的思想。据《周礼》载，周朝颁布法

令规定树木按时令采伐，“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

木”，有私伐树木者均要受以刑罚[15]。北宋开宝五

年（972），宋太祖下令在黄河、汴河、御河等水域

沿线均栽植榆、柳及其他适宜的乡土树种，并作为

5_ 清嘉庆年间某古驿站遗址及

周边环境平面示意图。（河

北井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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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政绩的考核标准之一[16]。《管子·度地》中还

提到在江河湖海沿线植林以保护堤防和防止水浪冲

刷——“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

水”。清朝乾隆年间，湖北各县多外临江河，内滨

湖港，雨涝时节即漫淹田地，当地农民采取“蓄洪

垦殖”的土地利用方式，水涨时以捕鱼为业，水退

后再根据节气种植农作物，水淹时沉淀的泥沙使土

壤肥力增加，来年庄稼的长势更旺[17] 。古代先贤依

据不同的地域特质，因地制宜的采取相适的生产工

程建设，尊重了当地的历史背景，并客观上保护了

区域内生态、文化的多样性。

3.3.3 自然与文化交融

古代中国工程建设的选址与营建体现了自然环

境与人类活动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与交融。一

方面，河流、山脊等线性空间形态影响了工程建设

的选址；另一方面，人的行为和活动又赋予了这种

天然线性空间以更加丰富的人文内涵。

古代长城的修建除了作为军事防御的屏障，还

有一个重要目的是用来控制资源。从秦汉至明清，

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为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

在当时农耕区的边缘修筑长城。于是，长城区域在

客观上成为我国农牧业生产的过渡区，宜牧可耕。

农、牧民族在长期争夺与对峙过程中，使长城区域

成为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带[18] 。长城的布设

以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并人工种植和管理周边植

被，这种具有一定防御与生产功用的工程系统体现

了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双重选择。

此外，依托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中国历代王

朝建立了完备的邮驿体系，在交通沿线设置驿站，

用于信息传递、人员中转和物资运输。据史书记

载，秦汉时期规定全国“五里设邮，十里设亭，

三十里设驿或传”，邮、亭、驿、传都是不同规模

的驿站。唐代大运河通航之后，又进一步发展了水

驿。驿站的选址多在商贾繁华、交通便捷、资源丰

沛的区域，一些规模较大的驿站的修葺十分精致，

置池、榭、亭、阁、院等，驿站周围花木茂盛，环

境幽雅[4]。（如图5）古代文人出行游学、进京入仕

或贬谪边塞，一生许多时光奔走在征途中，驿站作

为休养生息的场所，成为许多文人寄托乡愁，咏史

叹古的对象[19]。可以说，古代的驿站是一种设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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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湖的美吸引白居易、苏轼等众多文人佳客，同时，这些历史名人又以优秀的文学作品增加了西
湖的植物景观美。西湖诗词绘画、传说著作，给西湖植物景观增添了神秘和艺术色彩，使得西湖的人文景观
和自然景观交相呼应。
【关键词】西湖；植物景观；历史名人；白居易；苏轼

Abstract: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West Lake has attracted many man of letters such as Bai Juyi and Su Shi. 

Meanwhile, a plenty of outstanding literary works written by them had definitely enrich the plant landscape of West 

Lake. And a host of poetry, drawings and legends about West Lake add to its mysterious sense and artistic air. The 

result of it makes that the man made sceneries on West Lake compliment natural ones well.

Key words: West Lake; The plant landscape; Historical figure; Bai Juyi; Su shi

历史名人与西湖植物景观
Historical Figures And The Plant Landscape Of West Lake

韩丹萍  包志毅 / Han Danping   Bao Zhiyi

杭州西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秀美的山水吸引和蕴育了一批社会精英，其中有优

秀的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等，他们或生于杭

州，或迁居于杭州，或任职于杭州，从西湖的秀山

丽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吸收营养，创作出一部部

优秀的作品，同时又对西湖的建设和扬名海内外有

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杭州巨

美（指西湖），得白、苏而益章。考其治绩怡情，

往往酷似。”[1]有钱缪、赵构、康熙、乾隆等历代

帝皇对西湖保护的大力支持和关注，有李泌、白居

易、苏轼、杨孟瑛、李卫、阮元等历代杭州地方长

官的治理建设，才使得西湖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

交相呼应。此外，林和靖、杨万里、柳永、陈清波

等创作的西湖诗词、西湖绘画以及岳飞“精忠柏”

等传说，给西湖植物景观增添了无穷的色彩，陈淏

子、李渔、高濂等人的著作也是西湖植物景观宝贵

的文史资料和艺术总结。

本文选取几位代表人物，介绍他们与西湖植物

景观的关系。

1 白居易

白居易，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出任杭州刺

史，兴修水利，筑堤保护钱塘潮，重疏六井。离任

之时将大部分俸禄留作西湖疏浚基金，用去多少，

由继任者补足原数，沿袭成为制度，持续达50余

年[2] 。在杭期间及其后，写了大量与西湖相关的诗

文，对西湖影响甚大。

1.1 筑堤溉田，阻碍西湖沼泽化过程

白居易重疏六井，距李泌修六井才50年左右，

西湖已经出现葑田十倾，可见西湖沼泽化过程相

当迅速。白居易主持疏浚西湖，并在石函桥即今

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地形高差相比原湖岸高出数

尺，人为地加大了上下湖的水位差距，增加了西湖

的蓄水量，使得西湖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了人工

湖泊。其自序云：“每减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余

倾……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

及时，即滨湖千余倾无凶年矣。”[3]

1.2 白堤

白堤，非白居易所筑。唐称“白沙堤”，宋称

“孤山路”。后杭人为纪念白居易对西湖的贡献将

“白沙堤”称为“白公堤”[3]，简称“白堤”。白

居易在杭任职时就喜欢在白沙堤上游春赏景，《钱

塘湖春行》：“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

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白堤（图1）贯穿西湖东西，是连接西湖核心

区域孤山的通道，与苏堤一起并称为西湖的“绿腰

带”。南宋和清代都有皇家御园坐落孤山。可见，

白堤之于西湖的重要性，历代杭州知府都重视白堤

的绿化。明代孙隆在堤上种植桃花、木芙蓉等各类

花木，故白堤又被称为“十锦塘”，《万历钱塘县

志》：“……孙隆修筑，垒石砌梁，杂植花木，

又名十锦塘……”[3]。到清代，分别于雍正二年和

五年连续两次加大白堤的绿化，补植或增植桃、

柳及木芙蓉，如画如屏，游人嬉玩不绝。《湖山

便览》：“国朝雍正二年诏兴西湖水利……加广丈

余，高二尺余。堤上桃柳芙蓉，俱是昔有加。”[4]

《西湖志》卷七：“雍正五年李卫补植花木桃柳，

间发芙蓉映水，焕若图画，烂如锦屏”[3]。

1.3 竹阁

竹阁因植竹而得名（图2），在柏堂西侧，为白

居易任职杭州时所筑，后为三贤阁，供奉白居易、

苏轼、林和靖，现为西泠印社展览室之一。《湖山

便览》卷二：“竹阁，旧址在柏堂之南，白乐天在

郡出游，每偃息其间……”白居易公事之暇出游湖

上时，总爱在竹阁偃卧憩息[5]。其诗曰：“晚坐松

1_ 白堤的桃柳间植

2_ 竹阁（源自《南巡盛典名胜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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檐下，霄眠竹阁间。清虚当服药，幽独抵归山。巧

未能胜拙，忙应不及闲，无劳别修道，只此是玄

关。”

1.4 咏记西湖花木

白居易是最早写诗赞美西湖的诗人，在杭其间

及其前后共作有200多首题写杭州及西湖的诗作。同

时，白居易的诗篇也是研究西湖植物景观的第一手

资料，他的许多诗文都有西湖植物应用的（表1）。

正因为白居易的诗作描绘，使得原本平凡的西湖富

有诗情画意，成为游览胜地。

白居易亦是爱花之人，不仅在府衙种植花木，

还喜欢去西湖各处赏花观景，“几处早莺争暖树，

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

蹄”、“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

“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柳湖松

岛莲花寺，晚动归桡出道场。卢橘子低山雨重，拼

榈叶战水风凉”等都是西湖植物景观的写照。西湖

的美深深吸引了诗人的情愫，到最后离任时仍有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的不舍。

2 林逋

文及翁《贺新郎游西湖有感》：“借问孤山林

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谈及梅花，世人必

想到林逋“梅妻鹤子”的事迹（图3）。林逋是钱

塘人，恬淡好古，后结庐孤山隐居。临终作诗交代

“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

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正是因为这份隐逸之

心、这份淡定平和，才使得他更能享受于西湖山水

之美，沉浸于“植梅为妻、养鹤为子”的恬淡生活

中。林逋《西湖泛舟入灵隐寺》见“水天相映淡•

溶，隔水青山无数重。白鸟背人秋自远，苍烟和树

晚来浓”，又《秋日西湖闲泛》欣赏“水气并山

影，苍茫已作秋……疏苇先寒折，残虹带夕收”的

萧瑟秋景。

孤山梅花在唐代就与伍相庙同为杭州赏梅胜

地，各具风韵。林和靖孤山隐居种梅，“梅妻鹤

子”事迹闻名遐迩，进一步提升了孤山梅花的人文

气息，孤山梅花景观至此以后成为杭州冬季赏梅必

去之地。林和靖植梅一来为了生计，据王复礼《御

览孤山志》记载“和靖种梅三百六十余株，花既可

观，实亦可售，每售梅一树，以供一日之需”，二

则因其一生爱梅，在其居住的巢居阁周边种植了

大量的梅花，对梅的色、姿、香观察入微，并以诗

记。林逋是历史上第一个着意咏梅的文人,现存作品

中共有八首咏梅七律,世称“孤山八梅”,如此连篇

累牍,前无古人[6]。“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

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雪

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池水倒窥疏

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7]等句都是世人交相传颂

的咏梅佳句。清代“西湖十八景”之一的“梅林归

鹤”就是指西湖孤山的梅花景观和梅鹤事迹。之

后，世人建梅园常引用“梅妻鹤子”典故，如无锡

梅园中的和靖蓄鹤雕像。

3 苏轼

苏轼，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出任杭州通

判。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再度来杭，任杭州知

州，开始对西湖进行竣治，包括疏浚西湖、造堰

闸、复修六井等。他的诗文以西湖为题材者甚多，

脍炙人口[3]。

3.1 疏浚西湖，营建苏堤柳树景观

苏堤，又叫“苏公堤”，是元祐六年杭州知州林

希作匾亲题，意在纪念苏东坡的政绩。苏东坡于元祐

四年来杭时堆筑苏堤。当时西湖被葑草淤泥所堵塞，

几乎已成为田地，苏轼上书皇帝要求疏浚西湖，并

亲自带领数万民众疏浚西湖，把挖掘的淤泥筑成长

堤，并在堤上种植木芙蓉和垂柳，形成春季垂柳如

烟、秋季木芙蓉花灿烂如霞的景观。据《西湖志》

记载：“苏轼发动数万民工，除葑田……筑长堤，

贯串西湖南北，植芙蓉、杨柳于堤上，望之如图

画。”[3] 苏堤是苏轼的得意之作，曾作诗曰“六桥

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

老葑席卷苍烟空”，自豪感油然而生。

苏堤全长2.8km，堤上有跨虹、东浦、压堤、

望山、锁澜、映波六座石拱桥。南宋年间，沿堤兴

建亭台楼阁，开始种植桃花，与柳交相辉映（图

4），游人商贩川流不息，《西湖游览志余》卷

二十：“清明，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

走索、骠骑……”宋代“西湖十景”、“苏堤春

晓”和元代“钱塘十景”、“六桥烟柳”描绘的

都是苏堤上的柳树景观，柳喜栽水边，枝条轻柔下

垂，叶色翠绿，再加之间植花木以及西湖烟波的衬

表1 白居易诗文所记载的植物种类

植物名 白居易诗文记载 备注

梅花

《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

三年闲闷在余杭，曾为梅花醉几场。

伍相庙边繁似雪，孤山园里丽如妆。

为杭州最早文史记载

紫玉兰

《题灵隐寺红辛夷花戏酬光上人》：

紫粉笔含尖火焰，红燕脂染小莲花。

芳情香思知多少？恼得山僧悔出家。

为杭州最早文史记载

樱桃

《樟亭双樱树》：

南馆西轩两树樱，春条长足夏阴成。

素华朱实今虽尽，碧叶风来别有情。

《同诸客携酒早看撄桃花》：

晓报樱桃发，春携酒客过。绿钖黏盏杓，红雪压枝柯。

天色晴明少，人生事故多，停杯替花语，不醉拟如何！

为杭州最早文史记载

杜鹃

《题孤山寺山石榴花示诸僧聚》：

山榴花似结红巾，容艳新妍占断春。

色相故关行地道，香尘拟触坐禅人。

瞿昙弟子君知否？恐是天魔女化身。

为杭州最早文史记载

牡丹
白居易开元寺赏牡丹事迹为杭州牡丹最早

之记录。后他又在府衙虚白堂前种过牡丹

荷花

《余杭形胜》：

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

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

梦儿亭古传名谢，教妓楼新道姓苏。

猾有使君年太老，风光不称白髭须。

为西湖最早咏荷佳句

紫薇

《紫薇花》：

丝纶阁下文章静，鐘鼓楼中刻漏长。

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

长庆年间，刺史白居易在府衙虚白堂前

种植紫薇两株。为杭州最早文史记载

木芙蓉

《木芙蓉花下招客饮》：

晚凉思饮两三杯，召得江头酒客来。

莫怕秋无伴醉物，水莲花尽木莲阙。

为杭州最早文史记载

3_ 林逋的梅圃（源自《西湖佳话古今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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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融合，形成如诗如画的西湖春景图。

3.2 三潭印月——控制水生植物范围

“三潭小石塔”始建于北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年），原为苏轼疏浚西湖时所筑，所在位置非

今日三塔位置，在今湖心亭一带。东坡所筑三塔到

明代就有变化，明杨万里等人绕滩筑埂，形成“湖

中湖”的景观格局，而三塔重新设计于内湖之外

围，谓之三潭。今三塔据王士伦《杭州文物古迹》

查证系清代康熙年间所建。[3]

东坡对全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挖深，并在湖最

深处筑三石塔，禁止在此范围内种植荷花菱角，目

的在于限制水生植物的生长范围，避免湖底淤泥堆

积。《西湖志》载：“著令塔以内，不许侵为菱

荡。”[3]这是西湖历史上首次对水生植物范围进行

控制，避免了没有水生植物应用的单调，也保证了

水质的清澈以形成优美的植物倒影。

3.3 蜡梅与苏轼

“蜡梅”名字的由来与苏轼有直接的关系，为

苏轼和黄庭坚所命名，因其花色似黄蜡而得名“蜡

梅”。古代，没有“蜡梅“花名，蜡梅也叫梅花，

与梅花混淆。直到苏轼将蜡梅与梅花区别，才有

“蜡梅”之称。王世懋《学圃余疏》云：“考蜡梅

原名‘黄梅’，故王安国熙宁间尚咏黄梅。至元佑

间，苏、黄命为蜡梅。人言腊时开故名蜡梅非也，

为色正似黄蜡耳。”

苏轼喜爱蜡梅，北宋时期，西湖万松岭有蜡梅

林[3]，寒冬花开苏轼常去观花并留有诗篇《蜡梅一

首赠赵景兄》：“天工点酥作梅花，此有蜡梅禅老

家。蜜蜂采花作黄蜡，取蜡为花亦其物。天工变化

谁得知，我亦儿嬉作小诗。君不见万松岭上黄千

叶，玉蕊檀心两奇绝。醉中不觉度千山，夜闻梅香

失醉眠。归来却梦寻花去，梦里花仙觅奇句。此间

风物属诗人，我老不饮当付君。君行适吴我适越，

笑指西湖作衣钵。”

3.4 咏西湖植物景观诗词

苏轼对杭州有留恋之情，“居杭积五岁，自忆

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买西湖邻。”来杭任职两

次，写作了许多咏唱西湖风景的诗词，其中最著名

的有《饮湖上初晴后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

思二僧》等。“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深浅随

所得，谁能识其全”，“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

千里”[8] 等诗句中无不透露出他对西湖景色的赞扬

及喜爱之情。从他西湖诗词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当时

的西湖植物景观：

“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团蒲。”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乌

菱白芡不论钱，乱系青菰裹绿盘”；“献花游女木

兰桡，细雨斜风湿翠翘。”（《六月二十七日望湖

楼醉书五绝》）

“渔人收筒未及晓，船过惟有菰蒲声。”“菰

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夜泛西湖

五绝》）

“草没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门。”

（《开运盐河是日宿水陆寺寄北山僧清顺》）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

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

雨》）

“海山兜率两茫然，古寺无人竹满轩……两

丛恰似萧郎笔，千亩空怀渭上春。”（《孤山二

咏·竹阁》）

“道人手种几生前，鹤骨龙姿尚宛然……此

柏未枯君记取，灰心聊伴小乘禅。”（《孤山二

咏·柏堂》）

4 岳飞

“一代精忠起河岳，千秋生气镇湖山”[3] 。岳飞

忠魂留在西湖山水间，给西湖美景增添了无比的光

辉。秦桧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将“莫须有”的罪

名强加给岳飞，杀害在风波亭。岳飞精忠报国却被

残害，万民共泣，人神公愤。为表悼念之情，建岳飞

墓及岳王庙供人拜祭岳飞英魂。植物可以寄托人的感

情，民众借“精忠柏”、“南枝柏”和“分尸桧”

来表达对岳飞的敬重、对秦桧等奸臣的憎恨。

4.1 精忠柏

岳庙精忠园两门入口间有精忠柏亭。亭内陈列

着七、八段柏树的化石，即是“精忠柏”。据传

说，在宋朝时，它原为风波亭畔的一株古柏，岳飞

在风波亭被害后，柏即枯死，且坚如铁石，僵而不

倒[9]。于右任《程白葭兄移精忠柏断节子西湖岳坟

属为赋之》：“破碎精忠柏，参天气不灵。在人为

武穆，于树配冬青。有节皆如石，无香亦自馨。还

悲同殉国，移木接英灵。”

其实，这几段化石并不是南宋古柏的化石，是

一种松柏科植物的化石，其年龄要比南宋古柏大

得多，约在一亿二千万年以上，古生物学上称之为

“硅化木”。但此事说明，人们对民族英雄岳飞充

满崇敬之情，故借物以表意。

4.2 分尸桧和南枝柏

岳飞墓前旧有“南枝柏”，据《湖山便览》卷

五记载：“……墓上木皆向南”，《西湖新志》卷

九又曰：“岳飞墓……墓门外小桥前旧有分尸桧，

今只存旁蘖一小株。旧有南枝柏，今已不存矣。”

岳飞墓前还有一株桧树，从上到下分为两半，“分

尸桧”这株桧树原来不是这个样子，据志书载，

明天顺年间（公元1457-1464年），杭州同知（官

名）马伟用锯子把它锯为两半，用以象征分秦桧之

尸，因以名之[9]。此树至今犹活着。

5 高濂与《遵生八笺》

高濂是杭州人，号湖上桃花渔，明代著名的养

生家、文学家和戏曲家。自小体弱多病，根据自己

毕生的实践总结及广泛收集查阅邱处机《四时摄生

消息论》等文献[10]，最终完成了一部著名的养生著

作《遵生八笺》。认为人的生活应该结合春夏秋冬

四时及周边的环境，以达到阴阳平衡，延年益寿。

《遵生八笺》从养生的角度来讲述植物景观，

认为植物可以养性，使人怡心安寿。书中记录了明

代杭州许多风俗以及四时花木应用情况，为研究明

代西湖植物景观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文献，如《遵生

4_ 苏堤的垂柳和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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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笺·燕闲清赏笺》涉及到植物的有：书斋清供花

草六种人格、瓶花三说、四时花纪、结子可观盆种

树木、花竹五谱；对植物的种类和品种有详细的记

载，光菊花就有186个品种，竹谱中明确表示孝竹、

方竹、黄金间碧玉竹、碧玉间黄金竹、紫竹5种为杭

产竹；又如《四时调摄笺•高子四时幽赏》列举了

杭州一年四季幽赏的景点景色，众多都在西湖，与

西湖四季的植物景观有关（表2）。

高濂是一个极富生活情趣的人，把赏花观木看

成是养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以花为伴为友，适性

安逸，以花为食为酒为茶，不求口腹之乐，合时适

足以养生。若无植物相伴，养生之道将缺失不少闲

情意趣。

6 李渔与《闲情偶寄》

李渔，康熙十年从金陵迁居杭州，筑芥子园于

铁冶岭上，自号“湖上笠翁”，做诗为记：“繁冗

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

中。”李渔死后，葬于西湖方家峪的莲花峰。他对

小说、诗文、词曲皆通，在园林营造、器玩服饰、

饮食养生等方面颇有研究，在园林、戏曲方面都有

一定的成就。代表作《闲情偶寄》分“词曲”、

“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

馔”、“种植”、“颐养”八部，这是一部著名的

园林理论著作，也是著名的戏曲论著。关于植物景

观方面的主要是种植部，另外在居室、器玩、饮

馔、颐养四个部分内也有部分体现，比如颐养部的

四季行乐法、看花听鸟、蓄养禽鱼等等。

李渔的《闲情偶寄》，多在杭州居住时完成，

这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印证。《闲情偶寄·山石》

称：“然能变城市为山林，招飞来峰使居平地，

自是神仙妙术”[11]，所招之峰指的是灵隐寺的飞来

峰。在讲到他的“无心画”理论时他再次以西湖为

例，他叙述“向居西子湖滨，欲购湖舫一只……坐

于其中，则两岸之湖光山色、寺观浮屠、云烟竹

树，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竖、醉翁游女，连人带马尽

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图画”[11]。

《闲情偶寄·种植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

湖当时的植物景观。“予播迁四方，所止之地，惟

荔枝、龙眼、佛手诸卉，为吴越诸邦不产者，未经

种植，其余一切花果竹木，无一不经葺理”[11]指出

杭州地区除荔枝、龙眼等华南植物外，其他植物

都有种植。书中所列举之柳、松、竹、芙蕖、桂、

梅等植物在西湖都有一定的栽植历史。而他的春季

行乐法中的“当春行乐……花可熟观，鸟可倾听，

山川云物之胜可以纵游”，又与西湖历来的踏春观

花游玩活动以及李渔爱游玩的个性极其吻合。李渔

《雪后泛湖》：“轻舠犯冷入冰壶，仿佛名人雪后

图。若使看山须待暖，画船多处失西湖。”

李渔在植物景观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生活

之中又对植物观察细致入微，结合生活经验对植物

进行总结，如杏之“风流”、 梅之香与“寒气”随

风同至、合欢植闺房宜盛等等。又称：“种树非娱

目，兼为悦耳”，“所有者皆时花弱卉，无数本老

成树木主宰其间，是终日与儿女子习处，无从师会

友矣”[11]，指出植物景观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还

可以带来听觉、嗅觉等感受，还要讲究植物的主次

关系，要有高大乔木作为空间骨架，不同规格的植

物组合成景，形成“携老扶幼”的自然景观。这些

理论把西湖植物景观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对现

代西湖植物景观的营造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7 陈淏子与《花镜》

陈淏子，号西湖花隐翁，在同时代的友人序言中

说他“著书满家，终老西泠，寄怀十亩”，因此，

作者应该是杭州人，并且亲身积累了大量园艺植物

的栽培技术和经验，对清代杭州地区的植物相当熟

悉[12]。陈淏子《花镜》是清代著名的园林文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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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研究方向是植物景观规划设计、园林植物资源

和产业化、现代家庭园艺等领域。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是我国最早全面叙述园艺植物的专著。《花镜》花间日

课：分“春、夏、秋、冬”四则，把四季晨昏园居生活

描写地情趣盎然。人们以植物怡情、以植物养志、更以

植物季相变化来安排四季的生活。

《花镜》中所叙述的“花历”、“课花十八法”等也

反映了杭州园艺植物栽培的传统技术和特点。对植物的

生态习性描述较为详细，注重植物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花之喜阳者，引东旭而纳西晖，花之喜阴者，植北囿

而领南熏”[13]。另外，对植物景观艺术也有自己的见解，

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如园中地广，多植果木松湖篁，

地隘只宜花草药苗”[13]，根据用地空间的尺度大小种植

相应的植物种类。“菊之操介，宜茅舍清斋，使带露餐

英，临流泛蕊。海棠韵娇，宜雕墙峻宇，障以碧纱，烧

以银烛，或凭栏，或欹枕其中”[13]，植物如人一样都有自

己的性情、自己的气质，菊与海棠相比较为野趣自然，

又为“花中君子”不入俗流，适合与茅舍之类简朴的建

筑相配，再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朴素情趣。海棠

相对比较娇养，与那些装饰讲究的建筑风格相称。

8 阮元

阮元，乾隆六十年任浙江学政，嘉庆五年升为浙江

巡抚[3]，大概在杭州呆了12年。他对西湖植物景观的贡

献主要有：堆筑阮公墩，增加湖面植物景观的层次。嘉

庆十四年，疏浚西湖，仿苏轼筑堤之法，取淤泥在湖心

亭之西堆水中之岛，作为游船停船靠岸之地，相当于现

代的“码头”，人称“阮公墩”。这改变了西湖植物景

观原有的格局，使外湖由原来的二岛增至为三岛，水

面植物景观的空间层次越加丰富,形成了现在“二堤三

岛”的新格局。

“阮公墩”又俗称“阮潭”，因地势较低，土质比

较松软，不适合建筑的建造，为纯粹的植物岛，成为候

鸟栖息地长达180余年[3]。阮元云：“胜地重新在红藕花

中绿杨荫里，清游自昔看长天一色朗月当空”，树岛浮

于西湖碧波之中，如碧玉盘中之翡翠，故景名“阮墩环

碧”，为新西湖十景之一。

西湖之名声，唐代之前寂然无声[3]，自白居易、苏

轼任职杭州后名声大振，成为文人墨客慕名而来，成为

人文荟萃之地。正是这些文人气息的注入，诗篇画卷与

湖光山色相辉映，增添了西湖的韵味和性情美，成为世

人眼里最美的人间天堂。

表2 高濂：杭州四时幽赏

季节 幽赏景色

春

孤山月下看梅花、苏堤看桃花、西泠桥玩

落花、虎跑试新茶、三塔基看春草、初阳

台望春树、山满楼观柳、西溪楼啖煨笋

夏
苏堤看新绿、湖心亭采莼、乘露剖莲雪

藕、步山径野花幽鸟

秋
西泠桥畔醉红树、满家巷赏桂花、策杖林

园访菊、乘舟风雨听芦

冬
山窗听雪敲竹、山头玩赏茗花、雪霁策蹇

寻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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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ing Bell Ringing At Nanping Hill

南屏晚钟

位于西湖南岸的南屏山一带，是南宋『西湖

十景』之一。由于南屏山一带山岭由石灰岩构

成，山体多孔穴，山峰岩壁立若屏障，每当佛

寺晚钟敲响，钟声振荡频率传到山上的岩石、

洞穴，随之产生音箱效应，增强了共鸣，形成

悠扬共振齐鸣的钟声，经久不息。今已成为杭

城除夕夜迎新辞旧的撞钟活动场所。

Located at Nanping Hill on the south shore of 

West Lake, Evening Bell Ringing at Nanping Hill 

is known as one of the “Ten Poetically Named 

Scenic Spots of West Lake” that originated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Formed of 

limestone, Nanping Hill contains lots of limestone 

caves and cavities. When the bell of Jingci Temple 

was rung in the evening, its sonorous sound 

echoed through the caves and cavities, and even 

reached as far as the other shore of West Lake. It 

has been the local custom for people in Hangzhou 

to strike the bell to ring out the Old Year and ring 

in the New Year at the bell tower of Jingci Temple 

on the New Year’s Eve.（英文翻译：盛洁桦）

钢笔画：张建庭  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 Zhang Jianting               
（摄影：孙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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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园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园林建筑作

为物质财富和艺术创作自唐以来一直用来满足封建

统治阶级及文人士大夫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如

今很多园林胜境已成为文人雅士寄托思想的精神家

园。作为七大古都的杭州，五代吴越和南宋王朝都

曾在此建都，特别是宋室南迁，杭州作为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物阜民丰，商贾辐辏，一派繁华景

象。西湖那如诗如画的美景倾倒了无数文人雅士，

自宋之后士大夫们纷纷在西湖边兴建别墅山庄。

历史沿革  

位于西湖西岸卧龙桥北的郭庄又名端友别墅，

《西湖新志》卷八载：“在卧龙桥畔，为绸商宋端甫

所建，俗称宋庄。”又引《江南园林志》载：“汾阳

别墅即郭庄，昔日宋庄也，在卧龙桥北，滨里湖西

岸，有船埠。园林部分，环水为台榭，雅洁有似吴门

之网师，为武林池馆中最具有古趣者。”郭庄历经沧

桑，湮没了几十年，1989年动工整修，1991年竣工，

郭庄以其精致典雅为海内外学者和游人所钟爱。

郭庄占地面积9788m2，其中水面面积2860m2，

建筑面积1629m2，全园由“静必居”和“一镜天

开”两部分组成。“静必居”是宅院部分，院落式

布置，小青瓦、马头墙、细腻的砖雕木刻、小尺度

Ingenious Untilization Of Designing Elements And
Elegent Design For Spatial Arrangement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Aesthetic Contents Of Guo Zhuang's Spatial Designing

杨小茹 / Yang Xiaoru

的天井，尺度亲切宜人，玲珑精致。“一镜天开”

为庭园部分，香雪分春、景苏阁、云水榭、赏心悦

目亭环绕四周，互成对景，虚实相间，是较精致的

江南园林胜景之一。

胜境妙在借景

得濒临西湖之地利，巧借西湖之景致，借景是郭

庄的一大特色。陈从周先生在《重修汾阳别墅》中

云：“园外有湖，湖外有堤，堤外有山，山上有塔，

西湖之胜汾阳别墅得之矣，江南名园借景之妙，以此

负誉。”郭庄西边临湖，欲借西湖之美景，临湖一侧

用低矮的围墙加以分隔，构筑郭庄庭院围合的安定

感，形成宜人的庭园小尺度空间，围墙的多处却又巧

妙地安排了“乘风邀月轩”、“景苏阁”、“赏心悦

目亭”等观景点，使围墙隔而不断。“乘风邀月轩”

临水而建，景如其名是临湖赏月的佳处。“景苏阁”

为二层楼阁式建筑，由浣藻亭、景苏阁、天井、景墙

所组成。“景苏阁”的东天井空间较小，略显压抑，

但透过景墙上的漏窗和“枕湖”圆形拱门，湖光山色

隐约可现，压抑之感释然。“枕湖”圆形拱门巧妙地

框住了西湖苏堤“压堤桥”之美景，犹如框起了一幅

写意山水画，是郭庄借西湖之景最美妙精致之处。走

上拱门外伸进西湖水面的临水平台，视线豁然开朗，

巧于因借  精在体宜
——郭庄庭院空间美学浅析

【摘 要】中国造园艺术历史悠久，是历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家园。郭庄地处西湖西岸卧龙桥北，精致典
雅。她得濒临西湖之地利，巧借西湖之景致，内据外借，处处如画；幽雅和深邃的意境，给人小中见大、变
化无穷的景观感受；既合又分，空间层层推进的空间组织和处理手法，使景色丰富更有层次感。郭庄巧于因
借，精在体宜的造园手法体现了江南园林造园艺术的诸多方面，是江南园林之精品。
【关键词】郭庄；庭院空间；美学

Abstract: China's gardening art has a profound history; the gardens are the spiritual   home for ancient literati. 

Guo Zhuang, located on the west bank of West Lake, north to Wolong Bridge, it is delicate and elegant. She has 

picturesque beauty inside, meanwhile, boasts great view of West Lake outside; the elegant and profound artistic 

conception, give people the feeling  of landscape ever-changing and seeing big from small. The evolving technique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make the landscape full of the sense of hierarchy. The gardening practices in Guo Zhuang 

embodied many aspects of Jiangnan gardening art, and made Guo Zhuang a masterpiece of Jiangnan gardens.

Key words:  Guo Zhuang；garden space；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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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堤春晓、曲院风荷、花港观鱼等西湖胜景展现眼

前，美不胜收。这里通过空间虚与实、敞与闭的对

比，景观达到了欲扬先抑的强烈视觉效果，给人留下

极为深刻的印象。西湖临湖一侧“赏心悦目亭”也是

借西湖之景的绝佳处，此亭高筑于湖石假山之上，是

“一镜天开”景区的至高点，站在亭内环视八面景，

内据外借，处处如画，在景区中起画龙点睛之妙用。

除借尽西湖山水景致之外，郭庄还借西湖之

水，陈从周先生在《重修汾阳别墅》中又写道：

“……余谓西湖之景，贵在自然，自然之中点笔

亭台，借景有道。……是园（指郭庄）更引湖水入

园，临湖叠石，曲岸深幽，隐秀也。”浣池由香雪

芬春、景苏阁、赏心悦目亭、两宜轩等景点围合而

成，池边山石环绕，草木葱郁，是较典型的江南山

水庭园。浣池水面不很大，但池水通过“赏心悦

目亭”下的假山涵洞与西湖水相联通，有了这种感

觉，“浣池”水庭园自然溶入西湖潋滟水波之中，

催人联想。

意境幽雅深邃

追求意境的幽雅和深邃是郭庄造园艺术的又一

重要特征。通过空间的分隔，漏窗的渗透，游廊的

曲折蜿蜒，求得小中见大、变化无穷的景观感受，

特别是通过空间的明暗变化，在不知不觉中把游人

引导到主景区。

郭庄的入口过厅不大，走进石库门楼，迎面是

白墙，略显压抑，光线也较暗，南侧是圆形拱门及

小而精致的小庭院，假山修竹，写满了诗情画意，

其景、其太阳照射时的光亮，把人们迎进了第二景

观空间序列——长廊。

这是一条复廊，廊子不宽，光线较暗，但廊子一

侧墙上的漏窗，若隐若现地透着浣池之景色，暗示

着主景区即将出现。廊子的狭窄、幽暗及前方天井

中的光亮，犹如一条线牵引着游人继续往前。走进

天井，空间有所放大，此时景色也在变换，漏窗、

圆形的拱门，框住一幅幅山水画卷展现在眼前。在

不知不觉中游人已到了主景区——“浣池”。

郭庄巧妙地运用空间的敞闭与光影的明暗变

化，形成导向性，暗示着游人沿着光亮向前，逐步

引导到主景点。这种含蓄、隐晦的方法使主景显而

不露，避免开门见山，一览无余，使主景的境界通

过欲露先藏的手法得到了巧妙地表现。

空间收放有致

在空间组织上郭庄还运用了既合又分，空间层

层推进的处理手法，以使景色丰富有层次感。郭庄

“两宜轩”位于镜池和浣池之间，建筑形体狭长。

南面浣池以建筑围合庭院空间，湖石、假山气韵生

动，北面镜池用石板规则式砌筑，池面平静如镜，

石板曲桥凌波而筑，是景观炯异的两个空间。“两

宜轩”居其间，一语点明观庭园两侧景观两相宜的

特点，在建筑处理上也极尽两宜的景观观赏效果。

“两宜轩”南北两面均为可开启的隔扇，打开隔

扇，流动的水景和两侧庭园的景致相互渗透，既合

又分，层层推进，水乳交融，难分彼此。

这种设计手法还体现在“景苏阁”的空间处理

上。“景苏阁”东临浣池，西贴西里湖，呈东西向布

置，在景观空间序列上由西向东通过浣藻亭、天井、

景苏阁东西两面的隔扇、天井、“枕湖”圆拱门、临

湖平台，景观空间层层推进，浣池和西里湖之景穿过

这一空间序列的“景场”而相互联系，相互渗透。

结语

郭庄的造园气韵生动，酣畅淋漓，通过借景使空

间小中见大，变化无穷；园内不同景观特色，不同

功能空间通过游廊、天井和景墙、漏窗、拱门隔而

不断，“景场”游离于空间序列之中蜿蜒曲折；光

影的明暗交替，引导和暗示着周围景物的变化。郭

庄的造园艺术不仅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她在建筑

形体的塑造，假山石峰的堆叠，四季植物景观的配

置等都有独到之处。郭庄的造园手法体现了江南园

林造园艺术的诸多方面，不愧为江南园林之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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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缘起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于2011年6月24日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标志着西湖的文化价值和生态保护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同和肯定。西湖作为世界

文化景观遗产将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向全世界的游

客，因此设立西湖世界遗产标志碑，以彰显杭州作

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所在城市的标志性意义，是充

满希冀和非常迫切的市民需求。

2 选址

西湖文化景观范围大，全开放，没有主要出入

口，标志碑选址何处？

选址主要原则是位置醒目而不张扬，有较大的

游赏空间，背景简洁干净、迎向主要人流方向。目

光聚焦到了西湖东岸，从六公园至涌金广场，在杭

城最美的城市客厅沿线寻找。

涌金广场衔接风景和城市，是城市主干道西

湖大道的对景，位置醒目而关键。广场占地约

4000m2，空间开阔，可透过广场直面远处的湖光山

色，风景优美。有利的是现状涌金广场中心只有圆

形低矮花坛，没有点景雕塑，简单朴素，似乎早就

做好准备，静待标志碑的到来。

【摘 要】为彰显西湖作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意义，应选择合适的场所设立世遗标志碑。经过一年的努力，
世遗标志碑终于建设完成。它以玉、龙凤纹样和世遗LOGO作为设计语言，位置鲜明、视线突出、造型优
美，并与场地和西湖风景构成了和谐关系。本文从选址、立意、造型、视线、比例、材质、施工等方面，介
绍了标志碑的设计和建造过程。
【关键词】西湖；世界遗产；标志碑

Abstract: It is appropriate to choose a suitable place to establish world heritage landmark to highlight the world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significance of West Lake. After a year of hard working, the world heritage landmark was 

finally completed. Using jade, dragon and phoenix patterns and the World Heritage LOGO as design language, with 

its distinctive location and beautiful shape, it ultimately mad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 Lake and the 

landmark.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 and building process of world cultural landmark - it’s site selection, 

conception, modeling, sight line, proportion, material and construction.

Key words:  West Lake；World Heritage；Landmark

龙凤衔玉珠
杭州西湖世界遗产标志碑设计浅谈

Discussion On The Design Of West Lake 
World Heritage Landmark

雷晗辰  李永红 / Lei Hanchen   Li Yonghong

4.5 周边环境

为了突出标志碑，设计升起标志碑下方场地，

以十字形道路与外部广场相连；将原有的平整花坛

堆起小坡，更新花卉；拆除标志碑正面的石凳，净

化场地景观。

5 结语

西湖世界遗产标志碑从设计之初到最终完成，

经历了数次修改和调整，每一次都是为了使标志碑

的造型更加恰当和精炼。标志碑作为涌金广场的主

景和西湖大道的对景，明显却不突兀，与周围环境

相得益彰，并和西湖风景取得了和谐统一。这是所

有参与管理、设计和施工的人员特别值得欣慰和骄

傲的。

标志碑深化设计和制作由杭州雕塑院完成。

【作者介绍】                                                                                      

雷晗辰，女，1987年出生，浙江丽水人，硕士，工程师。

3 立意

定好选址，该用何种形式的标志碑来传达西湖

的风韵？

“西湖明珠从天降，龙飞凤舞到钱塘”，这是

民间关于西湖的传说，设计以这句诗作为中心主题

进行思考和创作标志碑。西湖温润如玉珠，以饱满

的圆形玉珠象征西湖，世界遗产标志的LOGO镶嵌

圆心，简洁有力地表明碑的意义，用龙凤古韵造型

纹样进行承托和装饰，形成“龙凤衔玉珠”的整体

意象。标志碑寓意着明珠一般的西湖山水和人文，

也预示西湖的美好未来。

4 设计

具体设计主要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4.1 位置和朝向

标志碑设置在涌金广场的花坛中心，主观赏面

朝向西湖大道。

4.2 造型和结构

大而单纯的圆形玉环包裹着透空的世遗

LOGO，加上基部细腻、复杂的战国龙凤纹样，形

成优美、生动的造型。自上而下的三段式和低平的

基座，又形成非常稳定的结构。

4.3 材料与色彩

选择铸铜作为标志碑的主体材料，并选用墨绿

色来表达西湖翡翠般的存在。基座用浅色厚重的石

材进行承托。标志碑上“世界遗产”等字样由浮雕

加鎏金，突出标志碑主题。

4.4 比例及尺度

关于标志碑体量的分析也至关重要。碑位于花

坛正中心，若太过高大，会挡住游人看西湖的视

线，造成压迫感；但若碑太小，则又失去了其作为

视线焦点的意义。

我们运用3D技术建不同高度的模型进行比较，

并在现场搭建1:1模型，直观地显示出标志碑和广

场的比例关系。在此基础上，再对方案进行优化调

整。竣工后的世遗标志碑通高4.67m，其中上部雕

塑高4.27m，底座高0.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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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宇力  范丽琨 / Tang Yuli  Fan Likun

意境美是中国园林区别于西方园林的重要审美

特征，它是将造园者或游园者自身的思想情感、意

志品质等深层次的文化内容凝聚在景物中，体现在

园林的空间环境里，暗示更为深广的幽美境界。西

湖景观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人文底蕴，古人留下的诗

词、画作无不蕴藏着西湖山水树木的意境美，结合

西湖文化探究西湖的园林景观，其更因花木被寄寓

的思想和愿望而意境深远，获得“景有尽而意无

穷”的效果。前人对西湖滨水陆生植物造景艺术、

西湖水生植物园林应用、水生植物种类调查等多有

研究，但未见从文化内涵及园林意境的角度探讨西

湖园林水景的植物配置相关研究内容，因此本文从

提升园林设计品味的角度浅析了西湖水景植物配置

的文化特色及意境美的展现。

1 西湖诗词中园林水景相关的植物种类

根据查阅的相关西湖诗词文献[1]统计，在历代

赞咏西湖风光的诗词中出现与园林水景相关的植

物主要包括滨水空间植物——乔木8种，观花小乔

木8种（表1），水生植物——挺水植物8种，浮水

植物3种，漂浮植物1种，沉水植物1种（表2），

其中提及频率较高的典型植物包括垂柳（Sal ix 

【摘 要】杭州西湖景区是以湖光山色及江南古典园林建筑为主要特色的历史文化景点，具有深厚的人文底
蕴。西湖以湖为胜，从古至今在文人墨客颂咏的诗词歌赋、经典画作中，与水景景观相关的内容甚多。当代
西湖水景的植物配置应当延续历史文化内涵，充分体现了古典园林意境美。文章在搜集大量关于西湖水景诗
词、绘画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景点探讨了西湖水景植物配置的文化特色及意境美的展现。
【关键词】西湖水景；意境美；植物配置

Abstract: Hangzhou West lake is a scenic spot with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lake -mountain and southern classical 

landscape architecture which has deep cultural background. A lot of contents associated with waterscape were found in 

the poetry documents and painting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should be kept in current plant configuration 

of West Lake waterscape, which reflects the artistic beauty of  classical gardens. In this paper,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rtistic beauty were discuss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llection of poetries and paintings of the West Lake combined 

with related scenic spots.

Key words: West Lake waterscape；Artistic beauty；Plant configuratio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hore There Are Reeds And Lotus
Artistic Beauty Of Plant Configuration In Waterscape Analyzed From The West Lake 
Poetries And Paintings

彼泽之陂 有蒲与荷
——从西湖诗画析其园林水景的植物配置意境美

babylonica）、桃（Amygdalus persica）与荷花

（Nelumbo nucifera）。可以看出这些仍是现代西

湖水景应用的常见种，它们已成为西湖文化景观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表现了多个景点的人文内涵和

精神意趣。在历代西湖绘画作品[2.3]中，被描绘最

多的与水景相关的典型植物主要为垂柳、桃、梅

（Armeniaca mume）、荷花及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

2 西湖水景植物配置的意境特征

2.1 典型植物的文化内涵

2.1.1 荷

荷花是西湖植物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曲院风荷

是西湖十大景点之一，其中的红绡翠盖廊、迎熏阁

景点更是将荷花的色、香、姿含蓄融合到硬质建筑

中，使园林的意境美点滴散落在景区的每一个角落

（图1）。宋元山水画是以细节真实和诗意追求为美

学特色的代表，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细节上的帮

助。杭州出生的画家孙君泽曾著《荷亭消夏图》，

画作用刚劲工整的笔墨体现出当时荷与建筑的结合

（图2），从古今对比可以感受西湖的园林景观始终

重视对文化的尊重和意境的展现。历代的文人墨客

对西湖荷景的颂咏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用植物

表现人格，如当代阮毅成《忆西湖荷花》：“六月

西湖忆昔人，荷香廿载隔丰神。情怀高洁如君子，

来岁花时应可亲”，明代王瀛《曲院风荷》：“古

来曲院枕莲塘，风过犹疑酝酿香。熏得凌波仙子

醉，锦裳零落怯新凉”均表现出荷花超尘脱俗，清

高洁净的气质，这样的道德品质素来受到文人士大

夫的推崇，故而使西湖风景的自然美上升到传统儒

家的伦理道德（善）层面，增强了景观的意蕴美。

二是用荷来表现佛法精神，以莲花的纯洁清净比喻

 1 
1_曲院风荷（于广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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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西湖诗词中的滨水空间植物种类

类型 名称（诗词名） 诗词出处

乔木 柳 （宋）柳永《望海潮》、（明）莫璠《蝶恋花·苏堤春晓》等

杨（Populus simonii） （宋）陆游《与儿辈泛舟游西湖一日间晴阴屡易》

梧桐（Firmiana platanifolia） （宋）杨万里《秋山》、（清）丁立中《鸿雪径》

乌桕(Sapium sebiferum) （宋）杨万里《秋山》、（明）刘英《同客过湖》

枫香（丹枫）(Liquidambar formosana) （宋）杨万里《秋山》

芭蕉(Musa basjoo) （宋）仇远《蛇山》、（清）周长发《蕉石鸣琴》等

棕榈（栟榈）(Trachycarpus fortunei) （唐）白居易《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

桂花(Osmanthus fragrans) （明）瞿佑《望江南·为太原陈壅千户赋西湖景》

观花小乔木 桃 （宋）周紫芝《湖上戏题》、（清）弘历《苏堤》等

梨(Pyrus calleryana) （明）柳如是《西泠十首》、（宋）张先《破阵乐·钱塘》等

杏(Armeniaca vulgaris) （元）马致远《新水令·题西湖》、（清）许承祖《隐秀桥》等

梅 （清）陆求可《瑞鹧鸪·湖上雪》、（宋）林逋《山园小梅》等

海棠(Malus spectabilis) （元）张翥《春日泛湖》、（宋）朱淑真《眼儿媚》等

山樱花(Cerasus serrulata)
（民国）柳亚子《西湖谒曼殊有作》、

（当代）朱德《西湖盛景》等

石榴(Punica granatum) （宋）陈造《四月望再游西湖》

木芙蓉(Hibiscus mutabilis) （清）陆秩《鱼沼秋蓉》

表2 西湖诗词中的水生植物种类

类型 名称（诗词名） 诗词出处

挺水植物 荷花（藕花等） （唐）白居易《西湖留别》、（明）高启《西湖前夜观荷》等

芦苇（蒹葭） （宋）姜夔《湖上寓居杂咏》、（清）厉鹗《晓至湖上》等

芦荻(Triarrhena sacchariflora) （明）刘基《玉涧和尚西湖图歌》

蒲苇(Cortaderia selloana) （元）赵孟頫《湖上暮归》

香蒲（Typha orientalis）
（宋）苏轼《夜泛西湖五绝》、

（宋）黄裳《喜迁莺·端午泛湖》

茭白（菰等）（Zizania caduciflora） （清）厉鹗《游玛瑙寺访后仆夫泉分得无字》等

红蓼（Polygonum orientale） （宋）孙锐《平湖秋月》

芦蒿（蒌殷）（Artemisia selengensis） (当代)潘天寿《友人书问西湖俞楼近况诗以达之》

浮水植物 芡实（白芡）（Euryale ferox） （宋）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菱（乌菱）（Trapa bispinosa） （清）钱谦益《留题湖舫》、（宋）张矩《应天长·三潭印月》

蘋（Salvinia natans） （明）夏时正《西湖四时词》、（宋）孙锐《平湖秋月》等

漂浮植物
蕹菜（水葓）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清）厉鹗《恋奴娇·甲辰六月……以志别》

沉水植物 藻 （清）俞樾《虞美人·杭谚云晴……小词纪之》

佛法的精微纯净，如唐代诗人綦毋潜歌咏莲：“百

日传心净，青莲喻法微”，孟浩然的《题大禹寺义

工禅房》“……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

另一个方面是用荷花来制造闲趣。中国历代著

名的诗词歌者，大多有出仕不利、归隐于野的心

态，游至西湖，恰逢超然物外、恬淡清雅的环境，

故会将荷花当做解忧除烦、闲适修心的对象，如南

宋马麟所绘西湖的《荷香消夏图》（图3），一叶

扁舟、依依垂柳和点点荷花，寥寥笔墨展现了夏日

西湖的闲适和清美。诗歌如宋代汪莘《夏日西湖闲

居》“晚风吹动碧琳寒，初日花房露未干。谁道幽

人无伴侣，红蕖万朵竹千竿”形象地描绘了翠竹林

下十里荷花的西湖幽景，宋代释道济《湖中夕泛归

南屏四绝》“……五月西湖凉似秋，新荷吐蕊暗香

浮。明年花落人何在，把酒问花花点头”则将自己

的落寞情怀寄寓初春新荷初绽的场景中，可以看出

作者的心情因花已释怀。清代魏源诗《西湖夜月

吟》曰：“……舟中何必携声伎，红罗面面皆芙

蕖。……，此时满湖风露气，尽入花香魂魄醉”诗

中尽显月夜荷景的优美销魂。

2.1.2 柳

柳树与桃树是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的重要组

景植物，在历代的诗词歌赋中它们常常同时出现而

被寄寓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幸福之感。如清代弘

历皇帝诗《苏堤》：“一株杨柳一株桃，夹镜双湖

绿映袍。”元代杨维桢《湖上嬉春体》：“柳条千

树僧眼碧，桃花一枝人面红”均表现了西湖堤岸边

桃红柳绿、春意绵绵的场景。在南宋绘画中，则更

2_《荷亭消夏图》（元·孙君泽）

3_《荷香消夏图》（宋·马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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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用柳树描绘苏堤的清逸秀美，南宋夏圭的《西

湖柳艇图》（图4）中可见柳枝舒展飞舞，凸显出苏

堤景观的层次和丰腴。在文化内涵的传达过程中，

柳树比桃树更多了外柔内刚，无畏坚强的精神特

征，如清代阮元《命海塘……公案》中提到：“几

时春雨浸深根，多少新芽出新杪。一年两年影依

依，千丝万丝风袅袅。……白堤插满又苏堤，六尺

柔荑惜纤小。且把千行淡绿痕，试与桃花斗春晓”

充分体现出柳树柔美且坚韧的个性特征。

2.1.3 梅

西湖水边的梅花最著名的当属孤山北麓林逋营

造的赏梅胜地。孤山梅花的人格寓意已不仅仅局限

于凌寒独自开的无畏与坚强，而更多增添了清高隐

逸的遁世色彩。在西湖的孤山，东望烟波浩淼，

西看峰峦相逐，卧可观湖，仰可望山。明月在窗，

竹影婆娑；梅传幽香，鹤弄清影；“疏影横斜水清

浅”的梅花在此已与周边环境共同形成西湖边清亮

高雅的世外逸景。南宋的马远是著名的绘画林和靖

与梅花的画家，他的《林和靖图》、《观梅图》、

《梅石溪凫图》等作品都展现了林和靖与梅花、梅

花与西湖的深厚因缘（图5）。

2.2 典型植物的自然之趣

弘一大师李叔同曾咏叹西湖“独擅天然美”，

江南的温润气候造就了一个草木丰沛的西湖，湖畔

的园囿与湖内的汀渚堤岸间，多变的植物季相为画

师、诗人带来无穷的创作动力，这些著作也为我们

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历史变迁过程中西湖

曾遭遇过葑湖造田，故其原生态的景观是遭遇过大

面积破坏的，21世纪的西湖综合保护工程以继承传

统，恢复昔日西湖秀丽景观为目标，对西湖进行了

全面的保护改造，在新西湖景区运用了大量的水湿

生植物改善西湖周边的生态环境，充分再现300年前

西湖的原貌。

2.2.1 西湖荷景

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零里说：“西

湖夏夜观荷最宜，风露舒凉，清香徐细。傍花浅

酌，如对美人倩笑款语”，语句中已经将荷花作为

西湖园林水景景观的主题植物，映衬着西湖清幽脱

俗的意境。南宋更有众多以荷花为题材的画作，如

马远《莲湖放舟图》、李迪《莲池蜻蜓图》、吴炳

的工笔画《出水芙蓉图》、马和之《荷亭纳爽图》

等。最著名的西湖咏荷诗——杨万里的《晓出净慈

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

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细致展现

了当时西湖壮丽恢弘的荷花景观，如今的岳湖、后

孤山、断桥残雪等景点更是将这一胜景表现到极

致，不仅在品种种类和数量上进行了更新和扩大，

更通过群植、片植、丛植展现了荷花别样的夏日风

情[4]。每年6-7月，开阔的水域空间一派荷红莲碧，

高低错落的景象，形成了西湖夏景的焦点和高潮。

2.2.2 绿柳红桃景观

“间株杨柳间株桃”是西湖三堤中苏堤和白堤

的特色滨水植物景观，从宋代就已有其优美胜景的

描绘，周紫芝《湖上戏题》“一湖春水绿漪漪，卧

水桃花红满枝。……风前柳作小垂手，雨后山成双

画眉”，释道济亦赞：“满岸桃花红锦英，夹堤杨

柳绿丝轻”（湖中夕泛归南屏四绝）（图6）清代关

槐《西湖图》的画作更清晰描绘了桃柳相依、苍润

恬静的西湖胜景（图7）。再看现代的白堤，依然是

茵茵草坪，两行垂柳，探水桃花的配置方式，这样

简单明确的列植方式不仅纯粹再现了白堤的历史韵

味，更使得堤岸的滨水空间舒朗清透，愈发映衬西

湖的秀丽之美。

2.2.3 芦花水岸景观

从前文可以看到，自古以来西湖边的水生植物

种类就较为丰富，芦苇、香蒲更是出现在众多西湖

秋冬景诗词和画作中。如五代南唐董源的《寒林重

汀图》、《潇湘图》均可见长汀畔芦蒿摇曳的景

象，赵干的《江行初雪图》（一）则充分用芦竹展

现江南冬日的生命气息（图8）。元明时期瞿佑的

《满庭芳•西湖秋泛》：“露苇催黄，烟蒲驻绿，

水光山色相连。红衣落尽，辜负采莲船。点检六桥

杨 柳……”，词中可以看到当时湖边种植着微黄

的芦苇，茂密的香蒲丛，以及已开败的荷花。茅

乡水情是湖西综合保护工程的重点，其用大量的

芦苇+芦荻+蒲苇+芦竹（Arundo donax）+金线蒲

（Acorus calamus  var．pusillus）。

挺水植物表现了自然野趣的氛围，充分再现了

 5 

 7  6 

4_西湖柳艇图（宋·夏圭）

5_《梅石溪凫图》（宋·马远）

6_桃红柳绿景观（王山 供图）

7_《西湖图》局部（清·关槐）

8_ 《江行初雪图》（一）（五代

南唐·赵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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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教抛掷东风里，逝水飞花处处流。……白

蘋风起回汀晚，泊在芦花浅水头……”（《西湖四

时词》明·夏时正）、“苍茫不辨云与山，但觉微

风响芦荻”（《玉涧和尚西湖图歌》明·刘基）的

西湖秋景（图9）。

2.2.4 鱼沼秋蓉景观

“鱼沼秋蓉”是清代西湖十八景之一，位于西

湖小瀛洲，因在其中环池种植木芙蓉而得名，清代

陆秩《鱼沼秋蓉》诗:“放生池畔摘湖船,夹岸芙蓉

照眼鲜。丽日烘开鸾绮障,红云裹作凤罗缠。低枝亚

水翻秋月,丛萼含霜弄晓烟。更爱赤栏桥上望,文鳞

花底织清涟”[5]。清朝董邦达的《三潭印月图》清晰

描绘了此番“夹岸芙蓉照眼鲜”的美景（图10）。

2.2.5 秋色叶景观

宋代著名的诗人杨万里就曾写过《秋山》：

“梧叶新黄柿叶红、更兼乌桕与丹枫。只言山色秋

萧索，绣出西湖三四峰。”简单的诗词概括了西湖

绚丽的秋景。乌桕、枫香均在西湖水边有见种植，

这些高大的乔木构成了滨水景观的骨架，在水面的

水平线和天际中间勾勒出一幅幅五彩斑斓的植物图

案，使得诗人流连忘返，不得不赞美自然所赐予的

山水佳境，明代刘英也曾写过《同客过湖》“山绕

重湖寺绕山，天留图画在人间。路从乌桕林边转，

船近黄妃塔下湾”。

2.3 植物拓展想象空间

西湖溪流边常常采用丰富的水生植物来模糊其

源头和去路，如长桥溪公园一角，溪流近处的两

边配置了乔木：池杉(Taxodium ascendens)+柳树

+杜英(Elaeocarpus decipiens)；挺水植物：野芋

(Colocasia antiquorum)+再力花(Thalia dealbata)+

千屈菜(Lythrum salicaria)+梭鱼草(Pontederia 

cordata)；浮水植物：睡莲(Nymphaea tetragona)+

萍蓬草(Nuphar pumilum)，下层的搭配序列重复出

现，在尽头处只看见大丛的芦苇，这样若隐若现，

欲露不露的造景手法取得了“似有源，似无尽”的

无限扩展的悠远意境效果（图11）。再如龙井八景

的龙泓涧（靠近诗碑廊段），在溪流两边采用乔

木：红叶李(Prunus cerasifera‘Atropurpurea’)+

大叶柳(Salix magnifica)+桃树；灌木：小叶水蜡

(Ligustrum quihoui)+杜鹃(Rhododendron spp.)；

挺水植物：蜘蛛兰(Arachnis moschifera)+黄菖蒲

(Iris pseudacorus)+花叶芦竹(Arundo donax var 

versicolor)的配置使得溪流同样产生时有时无，峰

回路转的艺术效果。

此外大片的荷花景观也能给人深处不到头的无

限联想,曲院景区近几年采用木桩围合片植荷花于池

塘的方式增加了荷花的纵深和层次感，泛舟湖中，

体验的是“藕花香里又三亭”（《孤山路》宋·董

嗣杲）的美感。

3 总结和建议

意境美在西湖水景的植物配置中已经展现较为

完善，植物依水岸建植，水绕山转，山因水活，他

们在大量人文历史沉淀的文化衬托下共同构成了西

湖旖旎秀美的自然风光。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

西湖综合保护工程中的一些水生植物种类也已随着

自然演替的趋势和物种之间的竞争而逐渐消失，因

此继续丰富西湖水景中的水生植物，不断提升其水

景景观的文化内涵在未来作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地

的可持续发展管理中显得尤为重要。

3.1 注重传统植物

根据前文所述，西湖水景景观相关的滨水植物

主要为柳树，桃树，近年来西湖边的柳树因病虫

害，如根朽病等的侵蚀也发生了枯死、老化等现

象。所以不仅需要加强对这些典型植物的后期养

护，更需要筛选并培育相同树种抗逆性强的优良品

种植株应用于西湖园林造景中，以保证景观质量和

延续性。

3.2 引进新优种类

传统诗歌画作中涉及的植物种类较为单

一，如今的滨水空间可选择的植物种类显著

增加，特别是中层的花灌木，如樱花、鸡爪

槭（Acer palmatum）、红枫（A. palmatum 
‘Atropurpureum’）、红叶李、黄馨（Jasminum 

mesnyi）、杜鹃、绣线菊（Spiraea blumei）、喷

雪花（S. thunbergii）等，均可在西湖水边栽植，大

大丰富了景观的色彩变化。据调查，目前西湖景区应

用的水生植物有52科78属97种[6]，但实际常用于水景

的配置的多为再力花、睡莲、荷花、香蒲、黄菖蒲、

梭鱼草、芦苇等十几种，水景景观的营造多依靠滨水

空间的乔木种类，因此不断引进适合的乡土水生植物或者适合

于西湖整体氛围和环境的新种类是充实和提高西湖水体景观的

重要途径，如近几年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杭州花

圃）水生植物资源圃在不断引进和丰富荷花和睡莲新品种，以

及湿地木槿等新优水生植物资源并在曲院风荷等公园景点进行

示范应用，取得了良好的观赏效果。在不断补给和更新传统植

物种类的同时也需要注意水生植物景观易更替变化的缺陷，不

断筛选搭配合适的植物种类，保证物种的丰富多样性，尽力复

原最自然的水生植物风景。

3.3 提升配置方式

在讲究意境美的江南园林中，植物的配置追求诗情盎

然，画意画理和意境深远，从古人的诗画中我们可以充分借

鉴到这些原则。在现代的景观提升改造工程中，选取的水生

植物种类应注重高低大小、色彩合宜，遵循“错落有致”、

“疏密变化”、“富有诗意”等原则，哪种为多，哪种为

少，何处丛植，何处孤植，如何与建筑有机融合，尽量使西

湖水景景观展现古典幽逸的自然风貌。

3.4 深入挖掘西湖历史文化景观

从史料发现，柳、桃、荷花等植物在西湖景点构成中担

任着文化符号的角色，寄托着游者的情感和愿望,就是这种

象征方式使得西湖意味深长，散发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这也启发园林工作者应当利用植物蕴涵的文化涵义使园林从

一般的文化产品变成艺术产品。虽然关于西湖历史文化内容

的研究在不断的完善和深入，但对于特色植物文化和西湖关

系的研究还较为欠缺，这也是在不断的景观彩化提升工程中

再现西湖景观意境美的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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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花境是指将多年生球宿根花卉及一、二年生花卉、灌木等植物材料，根据自然界林缘地带多种野生
花卉交错生长的规律，通过艺术加工，以带状形式为主，组合栽植在林缘、路缘、水边及建筑物前等处，以
营造一种自然、生态的园林花卉景观。通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杭州市的花境配置及应用已形成了一定的风
格特色。本文主要结合杭州市花境应用的发展与经验，对花境的主要配置模式及应用特点进行了分析，总结
出了应注意球宿根花卉和乡土植物应用、配置模式多样性、制作地点合理性等花境制作要点，并提出了花境
应用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为城市园林建设中花境的应用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花境；配置模式；应用；杭州

Abstract: The flower border is defined as a natural and ecological planting landscape that mainly contains perennial 

and bulb flowers, annual and biennial flowers, bushes, and other kinds of plant.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various 

wild flowers’ growth in nature forest edge zone with refined landscaping art, it's mostly mixed planted as a banding 

distribution on the curb, forest margins, water side and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s, and soon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plant allocation pattern of the flower border in Hangzhou have been formed in a certain style through years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experience of flower border applied in Hangzhou, the 

principal plant allocation pattern and application features of flower border were analyzed. It concluded that the 

flower border design might focu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erennial andbulb flowers and native plant, the diversity 

of the plants allocation pattern and the reasonable plac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solutions were suggested for the 

reference of flower border applied in the urban garde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Flower border；Plant allocation pattern；Application；Hangzhou

陈林  章红  樊丽娟  徐敏 / Chen Lin   Zhang Hong   Fan Li Juan   Xu Min

杭州花境的配置模式和应用研究
Investigation On The Plant Allocation Pattern And Application Of 
Flower Border In Hangzhou

花境是指将多年生球宿根花卉及一、二年生花

卉、灌木等植物材料，根据自然界林缘地带多种野

生花卉交错生长的规律，通过艺术加工，以带状形

式为主，组合栽植在林缘、路缘、水边及建筑物前

等处，以营造一种自然、生态的园林花卉景观。目

前我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已大量推广应用，杭

州亦属于走在前列的城市之一，花境自然式的配植

手法与杭州自然山水园林和自然式植物配置风格非

常一致，其发展空间非常广阔。

花境在国外的研究和应用历史较悠久，其自然

的植物配置手法和丰富的景观特色，受到人们的广

泛喜爱，国内个别城市对其已有研究和应用。杭州

对花境的认识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杭州花境的

发展最早源于西湖风景名胜区，1999年开始提出花

境配置理念，要求各公园管理单位大胆尝试应用花

境，并将此内容纳入景区花卉评比专项。但由于当

时市场上专业参考资料缺乏，对花境概念和配置形

式较模糊，加上没有进行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以

及花境植物材料极度匮乏，所以好几年都停留于花

坛与花境配置形式之间，选材也基本以一、二年生

花卉为主。随着2001年西湖综合保护工程的开展，

以及2002年5月杭州市园林文物局专门设立了“杭州

地区花境植物材料的引种、筛选及配置模式研究”

课题，经过4年多的研究和实践，课题组共引种筛选

出200多种适合杭州地区应用的优良花境植物材料，

并在西湖风景区及部分城区推出了几十个花境配置

实例，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尤其是一二

年生花境、混合花境在西湖综保工程中多处进行了

推广应用，从2007年开始杭州各城区纷纷到西湖风

景名胜区进行现场考察交流，并在一些公园、河

道绿地内对花境进行摸索和尝试，以此提升绿地景

观品质，积极、有效引导杭州市城区花境的应用。

自2009年始，杭州市开展“五一”花境制作评比活

动，且持续至今。参评的200余个花境，分布于杭

州市八个城区和两个管委会的公园、河道、广场、

街头等绿地。通过花境评比推进，近年来全市花境

配置已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配置形式已日渐丰

富，且每年都在不断推陈出新。本文主要结合杭州

市花境应用的发展与经验，对花境的主要配置模式

及应用特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制作花境的要点

及其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杭州花境的主要配置模式

1.1 根据花境立地环境进行配置

1.1.1 路缘花境

路缘花境多布置于公园、景区游步道转角处，

起对景或点景作用；或布置于游步道两侧起引导和

渲染作用。其长轴随着道路线型展开，长度若超过

20-30m，中间应断开一定距离，以便于养护操作，

也避免过长造成封闭感；宽度依周边植被状况，一

般设置在1-4m间。因观赏距离近，适合以株、丛为

基本单位，按前低后高组合搭配，养护要求精细。

1.1.2 林缘花境

林缘花境多为风景林、树丛与草坪的中间过

渡，仅为单面观赏，主要起增加层次，丰富群落的

作用。其长轴沿着林缘线延伸，宽度依观赏距离和

地形坡度而定，一般控制在花境中最高植物高度的

2-3倍较适宜。因观赏距离相对较远，适合丛植或

团块状组合配置，前低后高。林缘花境植物材料的

选择应充分考虑背景林朝向和采光条件。深入林下

和靠近林缘的花材宜选耐荫或半耐荫的品种。

1.1.3 草坪中央花境

这类花境宜设置在面积不大、视觉空透的草坪的

焦点位置，适合游客四面观赏，且观赏距离适中。

其平面布局根据所处环境，可设计成自然形或规则

形，立面则中间高四周低。自然形花境以自然线形

和丛植方式为主，一般在花境中间位置种植色、型

俱佳的灌木或观赏草，四周宜配置色彩亮丽的一、

二年生或球宿根花卉。规则形花境则适合应用于整

齐的林荫大道或欧式风格园林中，其外形方正，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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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可自然式种植或按几何块组合配置，别具风格。

1.1.4 临水花境

临水花境一般设置在水岸边或湿地里。其长轴沿

着水岸线自然展开；横轴则结合护坡结构，设置于

岸上或沿着土坡延伸至水中，形成陆地与水面的自

然过渡。其形式多为自然形组团配置，一般通过巧

借远山近水，可形成步移景移多方位的景观效果。

1.1.5 建筑物前花境

此类花境紧贴建筑物墙基，一侧边线规整，另

一侧边线可规则式，也可自然式，适合单面观赏。

一般靠近路面，近距离观赏的、宽度较窄的花境，

适合精致的点植或丛植配置；而观赏距离较远的、

前面有草坪铺垫的墙基花境，则适合团块状配置，

可采用木本植物与宿根花卉组合，结合攀援植物，

以打破墙面呆板、生硬的格局。建筑物前的花境配

置应特别注意色彩的选用。一般深暖色调的墙基前

宜选用冷色系列或粉色系列；冷色调的墙基前色彩

配置可丰富、亮丽些。

1.1.6 庭院花境小品

庭院花境小品一般设置在庭院一隅，往往结合

假山、水池、墙角、亭台楼阁进行配置。其表现手

法多样，选材丰富，布置形式灵活多变。平面布局

此类花境由不同类型的观赏草组成。因观赏草

姿态优雅、飘逸、叶色丰富、花序柔美、随风而

动、极具动感和野趣，所以越来越被人们赏识。观

赏草大多为多年生植物，养护管理简单，较适用于

交通岛、水边、山坡等处，若配置在逆光位置，则

观赏效果更佳。

1.2.6 混合花境

此类花境一般以木本材料为骨架，结合球宿根

花卉和一、二年生花卉、观赏草、兼顾各类花境

所长，以达到既具四季观赏效果，又节省成本的目

的。其组合形式丰富，应用广泛，植物材料可选取

以上例举的各类材料，浓缩成一个小型的生态植物

群落。较适合应用于林缘、草坪中央、建筑物墙基

前等处。但配置时要注意突出重点，把握好基调，

避免植物材料过多造成杂乱。

2 杭州花境的特点

2.1 形式多样

根据花境植物材料配置可分为：一、二年生花

卉花境，球宿根花卉花境，木本组合花境，野花

花境，观赏草花境，混合花境、组合式花境等。为

丰富杭州市花境的种类，在每年开展的杭州市花境

评比时有意识地引导花境的制作类别，使杭州市

花境从单一的混合花境向一、二生花卉花境（图

1-4）、球宿根花卉花境（图5-10）、混合花境

（图11-14）、观赏草花境（图15-17）和组合式花

境（图18-19）等多种类转变，极大地丰富了杭州

市绿地花境景观特色。

为提高花境的制作水平，杭州花境引入了色系

的理念，根据红、黄、蓝、白等颜色选择相应色

系的开花植物材料，此类花境给人清新、亮丽、舒

适、宁静的感觉。色系花境因植物材料选择较窄，

制作难度较大，多以一、二年生草本和球宿根花卉

植物配置为主，花期相对较一致，需要季节性换

花。（图20-26）

有的花境采用一至两类植物进行整体配置，并选

用多年生的植物材料进行合理配置，特色明显，杭

州大关公园的花境作品（图27）以月季为主题，大胆

地运用了丰花月季、大花月季、藤本月季、微型月

季、树状月季、地被月季等各种类型的月季，同时

已不再局限于带状形式，可依环境自然组合，小巧

精致，以点植为主。

1.2 根据花境组合材料进行配置

1.2.1 一、二年生花卉花境

此类花境品种丰富、色彩艳丽、四季有花可赏，

且结合每季换花，可不断创造出新的景观特色。适

合应用于主要景观区域和一些节庆、花展布展中，

能较好烘托气氛。其缺点是成本较高，管理费工、

费时。为了降低成本，延长换花期，花境中可穿插

运用一些观叶植物，已取得了不错的观赏效果。

1.2.2 球宿根花卉花境

此类花境是最传统的花境配置形式，植物材料

种类多、花型各异、叶色丰富、栽培简单，一次种

植可多年观赏，具较明显的季节性和自然群体效

果。适合应用于林缘、建筑墙基前、绿篱旁等处，

有一定的背景和前景则最佳。其最大特点是让游客

直接欣赏到每个植株从发芽到凋萎的生命发展过

程，从中体会到生命的含义。但因冬季植株地上部

分大多枯萎，易产生成块黄土裸露现象，以及对球

宿根花卉养护知识缺乏，所以尚未被大量应用。

1.2.3 木本组合花境

此类花境一般由各种灌木和少量生长缓慢的小乔

木组合而成，主要利用植株的姿态、花色、叶色、叶

型、果实和杆茎，展示不同的季相变化。适合布置于

林缘、建筑物墙基前和小庭院一隅。其优点是群落稳

定、常绿，一次栽培，多年观赏，成本低廉，养护简

便，与周边的植物群落易协调；缺点是色彩不够亮

丽。配置木本花境时，应注意植株的生物学特性与其

生长环境条件，如光照、温度、土壤等相适应，并应

考虑不同植物间的生长速度，以取得各种植株组合在

一起的共生共荣。

1.2.4 野花花境

此类花境可通过将几种野生花卉种子混合，直

接播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自然生长，形成极具野

趣和乡土气息的野生花卉群落，适合运用于山林、

野郊和具有田园风光的园林景观中。材料宜用具有

自繁能力、抗性强的一、二年生花卉和宿根花卉，

以达到一次播种多年可赏的效果，既节省成本，养

护管理又简便。

1.2.5 观赏草花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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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其它多年生的球宿根花卉以及常绿、落叶花灌

木，打造出一个生态、美丽的植物环境。

2.2风格独特

杭州市城区开展花境竞赛评比活动是推动花境

制作的有效载体和方法，同时也是提高花境的养护

管理水平的有效措施，通过近几年竞赛评比活动的

引导，各区绿化管理部门的认真学习、努力实践以

及绿化企业的积极参与，花境的制作水平及养护管

理有了较大的进步和提高，并逐渐形成了杭式花境

的特色（图28），主要表现为：花境配置以自然式

碎花或小株组合，色彩淡雅、清丽，花卉植物材料

物材料在某个季节开花过于整齐，一旦此季花期过

后，花境中开花植物就会显得过于单薄。花境植物

材料的选择应倡导以多年生的球宿根花卉为主，配

置常绿和落叶花灌木、观赏草等，在植物配置上要

确保三季有花、冬季有景。

3.2 花境的配置模式应多样性

一个城市花境的类别要富有特色，避免“千境

一面”的现象。花境植物材料、配置方式、主题色

彩等要有创意，根据花境植物材料选择可配置一、

二年生花卉花境，球宿根花卉花境，木本组合花

境，野花花境，观赏草花境，混合花境、组合式花

境等，丰富城市绿地花境景观。

3.3 合理选择花境制作地点

花境是适合人们静欣赏的绿地景观，故其制作

地点的选择有一定的讲究，一般可配置于公园、

河道、广场、街头中的林缘、水边、建筑前等绿地

中；在汽车、行人快速通过的交通道路分车绿化带

及道侧绿地不宜配置花境，这些绿地适合配置带状

大色块的球宿根花卉，且品种不宜过多，以营造简

单、大气、色彩丰富的道路绿地植物景观。

4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4.1 目前从事花境配置的设计和技术人才较缺

乏，花境植物材料的引种、驯化及花境的相关研究

工作跟不上花境发展的市场需求。在园林绿化的建

设中，应大力倡导花境在城市绿地中的应用，用市

场需求倒逼人才建设；同时加大对园林设计人员的

花境配置设计培训，鼓励相关院校大学教育后期的

专业细分，有针对性地培养花境配置设计的学生；

继续加大对花境植物的引种、开发和利用，加强与

国内外先进园艺公司的合作交流，丰富花境植物材

料，促进技术研究。

4.2 绿化工程的一些局限性制约了花境的推

广。当前许多绿化工程都属节庆工程，为了赶工

期，留给设计师和施工者的时间非常局促，建设单

位又都希望植物景观能立即见效，一步到位。花境

的营造较一般花卉布置要求精细，花费时间长，且

有些花材的最佳观赏期并不一定与节庆时间吻合，

故花境配置常被其它见效快、施工方便的花卉布置

形式所代替。再加上建设资金的约束，后期变更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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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株型、花型、叶型、色彩等方面整体配置和谐，

立面空间层次丰富、疏密有致。

3 花境制作应关注的要点

3.1 倡导球宿根花卉和乡土植物应用

花境植物材料的选择宜以一年生时花配置为主

的方式转向以多年生的木本、草本球根、宿根花

卉以及常绿、落叶花灌木混合配置，多选用乡土植

物，营造自然群落式的景观环境，大大降低日常

养护成本。花境制作易出现的问题：一是一年生时

花用量过多，造成花境更换成本过大；二是所选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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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不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花境的推广和

应用。对此，除了加大市场培育外，还应注重长期

规划，对有条件的道路、公园等公共绿地进行花境

应用实施规划，提前布局，将花境这种可持续的节

约型园林景观形式作为公共绿地的常态化配置，在

节日前做一定的维护和更新即可达到节庆的效果，

避免了节前赶工，设计施工时间局促的问题；此外

还应加强乡土植物的应用，突出花境的地域特色，

有利于城市景观特色展现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5 结语

花境所表现的不仅是花卉本身的自然美，同时

也表现花卉自然组合的群体美，其艳丽的色彩和丰

满的群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在提高城市景观

效果、改善绿地结构和生态效益方面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已成为城市绿化的亮点和闪光点。花境的应

用不仅符合现代人们对回归自然的追求，也符合生态

城市建设对植物多样性的要求，还能达到节约资源，

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城市园林绿化应加大对花境植

物特别是乡土植物的驯化、引种、开发和利用，加强

花境配置应用研究和技术交流，进一步普及花境知

识，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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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梅”为什么不姓“腊”？

寒冬腊月，正是蜡梅花开之时，它斗寒傲雪，

煞是喜人。

蜡梅，本名“黄梅”，《本草纲目》中记载：

因其花开与梅同时、香又相近，色似蜜蜡，故得此

名。

蜡梅的“蜡”，很多人都一直以为是“腊”。

因为蜡梅大多会在腊月开，人们容易误用。其实这

个字，以前一直是“虫”字旁，明朝的《花疏》中

写道：“蜡梅是寒花，绝品，人以腊月开，故以腊

名，非也，为色正似黄蜡耳”——因为蜡梅这种花

的质感就像蜡烛的蜡。

学名，还是俗名？

为植物取名字可说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之一，

名字是人们对同样的植物沟通的基础。世界上本

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植物的名称大

概也是如此，“蜡梅”、“腊梅”，亦或是“菊

花”、“玫瑰”、“牡丹”等，这些都是植物名

称，不过它们不是学名，而是俗名或者中国地方

名。植物的学名既不是指其英文名或者法文名等，

更与中国汉字无缘，而是指拉丁名。

在国际上，为了各国科学家交流方便，国际植

物学会议规定，各种植物的名称必须用拉丁语或拉

丁化了的词进行命名，否则每种植物每种语言就有

一个甚至几个名称，这会给人们的交流带来极大的

不便，甚至使人们的交流成为不可能。

在中国，许多种植物的“俗名”已经成为最常用

的名字，尤其是一些广布种或特别有经济价值的植

物。许多人除了俗名不会用别的名称，甚至不愿意

听到植物学名。无论对研究人员还是植物爱好者，

除了学名外，了解和掌握本国语的植物俗名也是必

需的。如果你要鉴定植物，最好把它的学名和俗名

都写下来。学名可以让其他的植物学家确切知道你

鉴定的植物，而俗名则便于在一般读者中交流。

植物是怎么被命名的？

中国人为植物取的“俗名”通常简单易记，往

往用一些通俗的词汇描述植物特征，看似点到为

止，却是妙趣横生，颇有情趣。

1、人们往往根据植物的某些特征、来历、生境

等给它们取名字。比如毛莨科植物白头翁，它的聚

合瘦果上宿存有羽毛状的花柱，犹如白发苍苍的老

翁，所以人们叫它白头翁。狐尾木的花序像狐狸的

跟着“科学松果会”踏上神奇的校车
Follow The "Scientific Pinecone", Set Foot On The Magic School Bus

边晓丹 石擎擎 / Bian Xiaodan   Shi Qingqing

尾巴。冬青科植物枸骨又名鸟不宿，它的小枝叶长

得很密，并长有硬刺，鸟不能在上面做窝。五加科

的楤木在茎叶上长满锐刺，故又名鹊不踏。珙桐开

花时，两片白色的苞片好似飞翔的和平鸽，所以这

种树又叫鸽子树。

2、有的植物是用数字取名的，如一叶兰、二色

补血草、三棱箭、四季海棠、五色梅、六月雪、七

叶一枝花、八月柞、九里香、十大功劳等。

3、有些花草名称和禽鸟有关，如鸡冠花（花穗

似鸡冠），老鹳草（它有鹳嘴似的“长喙”）。至

于杜鹃花，据《南越笔记》云：“杜鹃花以杜鹃啼

时开，故名”。

4、有些植物的名字还寓有美丽的民间传说，

如罂栗科植物丽春花，民间叫虞美人，这里还有一

个美丽动人的传说。秦朝末年，楚汉相争，楚霸王

项羽，被汉军围于垓下，接近黎明时，战鼓催促项

羽决战。项羽的妻子虞姬看到四面已被汉军所围，

为了解除项羽作战的后顾之忧，便抽出项羽腰间的

宝剑自刎，倒在了项羽的脚下。后来项羽战败，也

用同一把宝剑自杀了。以后在项羽和虞姬的墓地四

周，开满了丽春花，美如虞姬的容貌，人们就称这

种花为虞美人。

5、还有些植物名称则是有纪念意义的。如观

光木，就是为纪念我国植物学家钟观光先生而得名

的。何首乌、徐长卿、刘寄奴等则是为纪念发现这

些植物的人。如徐长卿，关于它的药名，有一段传

奇的故事。那天赵匡胤的胃病又复发了，痛苦不

堪。徐长卿用一味草药，煎水给赵匡胤服用，药到

病除。皇上很惊奇，就将此草药叫作徐长卿。

6、植物各部分的颜色差异，是命名的依据之

一。紫穗槐的花序呈紫色。另外白皮松、紫檀、黄

檀等都是以颜色命名的。

7、因味道不同而取名的植物有甜菜、苦瓜、辣

椒、酸枣、苦参、甘草等。

8、因香味优劣不同而取名。如香气浓郁的留

兰香、果实有臭味的鸡屎藤、植物体有臭味的臭牡

丹，叶有臭味的臭椿，叶片有鱼腥气的鱼腥草都是

因气味而得名的。

9、夏枯草、秋葵是以生长季节取名的。

10、甘肃山楂、日本小蘖、峨眉蔷薇、北京丁

香等则是根据产地取名的。

11、有些植物名前加洋、番、胡等字，如洋

葱、洋水仙、番茄、番红花、番石榴、番瓜、胡

桃、胡椒等则多为从国外引进的。

1_蜡梅、2_梅花、3_珙桐（鸽

子树）、4_五色梅、5_观光

木、6_鸡屎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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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植物名称
Interesting Names Of Plants

西湖的山山水水、花鸟鱼虫就是一本翻不完的百科全书，“科学松果会”是由杭州植

物园与《杭州日报》于2014年9月联合推出，在2014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掀起了一场“科学风

暴”，跟着神奇的校车探索杭州、探索西湖的动植物、环境生态等各领域的科学知识。

今后在《杭州风景园林》杂志中，将开设“科学松果会”专栏，把一些有趣的园林植

物科普知识、每季度探索科学的活动供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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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风景名胜专业委员会
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暨2014年年会顺利召开

【
会 

议
】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风景名胜专业委员会第

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暨2014年年会”于11月19-20

日在美丽的杭州西子湖畔隆重召开。中国风景园

林学会理事长陈晓丽、副理事长陈重、张兵、张

殿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建司风景名胜处王

开、杨杨，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总规划师顾

浩、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风景名胜专业委员会顾问

谢凝高、张国强等，以及来自相关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风景名胜区管理单位、风景规划设计

院、风景园林专业院校、园林企业等48家单位的

79名委员和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推举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杭州

市园林文物局）党委书记、主任（局长）刘颖为

第六届风景名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并通过了

第六届风景名胜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会上，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事长陈晓丽肯定

了专委会成立以来的各项工作，对以后进一步持

续深入开展工作提出了希望。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副理事长张兵、张殿纯，以及在座的部分委员对

下一步专委会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希望专委

会与相关协会加强合作，做到专而深、专而高，

积极推动风景名胜事业发展。

在年会学术交流环节中，新当选的新一届专

委会主任委员刘颖作了题为“西湖遗产的普世价

值及其保护管理的实践与思考”的主题报告。会

议还邀请5位专家作学术报告，专委会顾问、中

国风景园林学会原副理事长谢凝高探讨了中国

国家公园的基本问题；专委会顾问、中国城规院

风景所原所长张国强，深入阐述了风景名胜的理

论特征；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

有限公司风景园林专业院及旅游中心院长、教授

级高工李金路从“人化，诗话，神话”的角度阐

述了中国风景园林的发展阶段；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院长、教

授包志毅运用大量的理论和实例，探讨了风景名

胜区植物景观规划；杭州市园文局原局长施奠东

向大家介绍了中国当代风景园林先驱余森文先生

的生平和事迹。

本次会议的举办得到了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领

导及专委会代表的肯定，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将再接再厉，充分发挥专委会的协调整合作用，

力争为中国风景名胜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范丽琨 徐哲）

Scenic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China Society Of Landscape And Garden 
Held The Sixth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And The 2014 Annual Meeting

白堤

菊花是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之一，因菊花

具有清寒傲雪的品格，才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

下，悠悠见南山”的名句，也体现了菊花在中国悠

久的文化历史和其在百花中的特殊地位。

随着园艺事业的不断发展，菊花的栽培、造景

艺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提升，以菊花为题材的文

化艺术盛会也越来越丰富多彩。

2014年在杭州植物园举办的两宋菊花艺术节，

就是以菊花为媒，展示杭州、开封南北两地在菊花

园艺及园林造景艺术上的风采。

此次菊花艺术节布置用菊达30余万盆，时花10

余万盆，展示各类菊花品种达800余种，琳琅满目、

精彩纷呈。展示形式包括菊花专项品种、大立菊、

造型菊、塔菊、悬崖菊、案头菊、盆景菊、组合盆

栽等，造型各异。

菊花艺术节展示的20余件园林小品以菊花为

主，结合主题，搭配红绿草为小品背景墙，周边配

上时令花卉给以点缀。“上佳之作”比比皆是，让

杭城市民在家门口就品尝了一场菊花艺术带来的饕

餮盛宴。

孟飞 / Meng Fei

千年菊韵 梦绕宋都
Millennium's Rhyme Of Chrysanthemum And Dream Of The 
Capitals Of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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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核实无误；外文字母的文种、正斜体、大小写、上下标等应清楚注明；计量单位、符号、数字用法、专业名词术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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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风景园林的未来
——2014杭州西湖首届风景园林青年论坛成功举办

意识，园林科研只有真正为生产力服务、

为景区发展服务，这样的园林科研才有活

力、接地气，努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

结合，最后，刘颖希望广大风景园林青年

在今后的日常工作中能够结合西湖目前保

护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多做一些与实践结

合的命题研究，多为景区遗产保护做些实

实在在的研究，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贡

献青春和活力。

随后，杭州植物园园长余金良介绍了

《杭州风景园林》创刊的有关情况，并

向广大风景园林青年现场发出了征稿邀

请。接着，8位风景园林青年技术骨干结

合各自工作实际作了题为“举办花事活

动对地方影响的思考”、“西湖景区建

设发展新思考”、“西湖荷花种质资源

的保存收集、栽培管理建议”等专题的

交流发言。

风景园林青年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

增进了广大风景园林青年之间的交流和

沟通，而且对于进一步推动西湖世界遗

产地的保护和美丽西湖建设、为把杭州

建设成为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具有一定

的意义。

（孟飞）

2014年12月17日，以“杭州风景园林

的未来”为主题的2014杭州西湖首届风景

园林青年论坛在杭州植物园科普报告厅举

行，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杭州市

园林文物局）党委书记、主任（局长）

刘颖，副主任（副局长）吕雄伟、区风景

局、杭州植物园以及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

各基层单位园林青年技术骨干共100余人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吕雄伟主持。

会上，刘颖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进

一步强化走在前列的意识，二是要进一步

强化创新意识；三是要进一步强化服务

The Futur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Hangzhou——the 2014 Hangzhou West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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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孙小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