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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家埠全景（孙小明 摄）

杭州西湖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n Hangzhou West Lake

刘颖 / Liu Ying

杭州西湖由泻湖发展而来。二千年多前的秦汉

时期，钱塘江湾的一部分逐渐冲积为沙洲，沧海桑

田，遂形成西湖。在世界历史上，泻湖的命运大多

是走向消亡，但杭州西湖却保留至今，并伴随着杭

州的城市发展，历经了上千年的“自然沼泽化”与

“人工反沼泽化”的互动过程，逐步成为改善人居

环境的范例。之所以成功，我们认为与历代人们对

西湖的保护与治理是密不可分的。据史料记载，杭

州西湖从形成之日至近代，经历了20多次大规模的

保护与治理。在持续至今的西湖疏浚整治过程中，

西湖水域从农业灌溉、城市用水演化为生态功能和

观赏功能，体现了人类聚居地选址、整治与自然生

态环境相结合的科学性，始终传衍着中国传统文化

中追求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价值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

政府大力实施西湖风景区环湖截污、底泥疏浚等综

合保护措施，西湖水环境得到了持续改善。进入新

世纪，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启动。以“保护第一、生

态优先，突出文化、传承文脉，以人为本、还湖于

民，科学规划、分步实施”为原则，着力保护生态

环境，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提升原住民生活质量，

为西湖文化景观保护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十多年来，西湖周边拆除违法及有碍观瞻的建筑70

多万㎡，外迁单位265家，外迁住户2800多户，景

区人口减少7000余人，恢复西湖水面0.9k㎡，挖

掘、修复、修缮历史人文景点180余处，新增景区

公共绿地100多万㎡，西湖年引水量1.2亿m³，水体

平均透明度上升至80cm。经过综合治理，西湖的历

史人文资源得到了更充分挖掘和利用，西湖的水质

得到了全面改善，西湖的原有生物种群、结构及其

功能特征得到了充分保护，西湖的自然生态得到了

全面修复。

西湖是杭州的“根”与“魂”，西湖水质的优

劣直接影响着人们对这个“诗意的栖息地”的感

受，影响着西湖文化景观的美誉度。“保护西湖水

体、提升西湖水质”是西湖自2011年6月成为世界

【摘  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普惠民生的福祉。在当今中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
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西湖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有利于增强杭州人民的幸福感，有利于增进社会的和谐
度。通过持续的西湖生态保护与水环境治理的创新实践，有力证明了科技引领与理念创新，对杭州生态文明
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西湖；生态；治理；创新；实践

Abstract: Beautiful scenery is more precious than gold mines.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people's fortune. In 

today's China,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situation, to further promote the 

West Lak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environment, will be helpful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in Hangzhou, and beneficial to promote social harmony. By carrying out innovation practice 

of continued West Lak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provided strong evidence that 

leading technology and innovative ideas ar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West Lake; ecologic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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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之后的一项重要的长期性任务。近年来，

我们在巩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成果的基础上，针对

西湖水环境自我循环的生态修复系统尚未健全的现

状，创新理念、大胆实践，积极推进西湖生态恢复

和水环境改善，推进西湖走上良性循环的健康生态

湖泊发展之路。

本文着重就这一话题，把我们这些年来的一些探

索与实践作一介绍，请各位专家学者和同行指正。

“十一五”期间，我们联合包括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多家水生态修

复强势科研机构，申报了“西湖生态恢复与水环境

改善项目”，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水专项，使我

们能够有技术、有资金针对制约西湖水质和生态环

境提升的难点问题进行技术攻关和集成，并相应实

施了三项示范工程，从而促进了西湖水生态系统的

良性健康发展。

1 西湖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示范工程

1.１ 湖西水域水生植物群落优化示范工程。

西湖作为重要的景观水体，我们在2003年实施

湖西综保工程中先后对该区域进行了恢复水域、底

泥疏浚、引配水、水生植物群落优化等工程，水体

“一月一换”，菖蒲、芦苇、斑茅等80多种水生植

物也如“净化器”一样，确保了西湖水环境的安全

与美观。2011年起，我们着重对茅家埠、乌龟潭、

浴鹄湾等约70万㎡湖区的水生植物配置进行整体优

化，构建具有自然梯度的以沉水植物为主，浮叶和

挺水植物相结合的水生植物优化系列群，并通过后

期管理、维护，恢复西湖水体中的自然生态系统，

让水体本身就拥有一个自我净化能力，最终形成具

有自我维持良性循环功能的完整、稳态、健康的湖

泊生态系统。

1.2 北里湖生态修复工程。

北里湖地处西湖北侧，流动相对较慢，导致水

体透明度低、底泥有机营养质成分和含水率高，沉

水植物也因阳光和氧气不够而长不起来。我们通过

铺设水下沉管，将水质更优的西里湖的湖水引入北

里湖，使北里湖的换水周期从60d缩短到22.5d，水

体透明度明显增高。同时在北里湖沿岸约10m范围

内，种植菹草、黑藻、苦草、金鱼藻等与周边立地

环境生长相协调的沉水植物约2万㎡，沉水植物得以

存活。北里湖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实施后，北里湖因

换水周期缩短而形成了有利于水质改善的流场，沿

岸沉水植物群落基本建立，为水生物提供了很好的

栖息环境，开创了国内直立堤岸型湖泊生态修复的

先例。

1.3 钱塘江引水高效降氮示范工程。

西湖作为世界遗产，近年来经过连续实施西湖

综合保护工程建设，每天引400kt钱塘江水入湖，湖

水一月一换，西湖的水质尤其是透明度大大改善。

但是因为钱塘江的含氮量偏高，导致西湖水体的含

氮量也居高不下，总体上还是属于四类水质（不计

总氮指标）。因此，对引入西湖的钱塘江水进行引

水扩容和降氮处理，让西湖的“绿水青山”“金山

银山”更加名副其实，走在前列，已是当务之急。

上述工程正是为了实施这项目标任务，我们利用玉

皇山引水预处理场内的现有绿地和水塘，分别建设

日处理水量为2000m³的生物－生态强化脱氮设施和

1500m³的多塘－湿地生态脱氮设施。钱塘江引进来

的水经过强化脱氮后，出水质量标准大大提高，为

今后大规模引水降氮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关键技术示

范。作为驰名中外的城市景观湖泊和世界遗产地，

该工程严格遵循了“最小干预”原则，对施工工艺

进行了巧妙的优化和创新，将对旅游秩序和景观环

境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有利于西湖水质从根本上

得到提升。

西湖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工程实施中遇到的

难点主要是：西湖底泥不适于沉水植物的种植，沉

水植物在高水位情况下较难培植，全开放景区施

工难度大，在不降低水位的情况下水下作业难度大

等。通过各方齐心协力，科技攻关，该项目得以顺

利实施，并见成效。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

一是优化布局，控制面源污染。通过景区环境综

合整治，调整地块功能，优化用地布局，进一步扩大

景观生态用地，提高植被覆盖率和水土保持能力。加

强环西湖沿线及溪流入湖口的截污纳管工作，进一步

控制了面源污染。长桥溪生态公园、金沙溪和龙泓涧

及其周围水域沿岸进行生态修复和人工湿地建设等，

使西湖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根本性的治理。    

二是科学引水，防控内源污染。完善西湖引配

水，实施钱塘江引水高效降氮示范工程，提高引水水

质，优化配水方案，提高西湖水活力，解决西湖补给

水量不足的问题，实现“五水共治”，一水多用。

三是综合治理，健全生态系统。首先，在湖西

及北里湖水域成功大面积恢复5种沉水植物群落，浮

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的生物多样性指数比项目实施前

分别提高了80.7%、158%，底栖动物种类数平均增

加约72%，良性的生态系统逐步形成。其次，突破

大水量、高水力负荷下西湖引水规模化高效降氮的

技术工艺瓶颈，实现了在30min内出水总氮削减率

达40%以上，使解决西湖水体总氮偏高的症结成为

可能。再次，加快湖区水体更新速度，换水周期从

原来的约60d缩短至22.5d，从而有效遏制了富营养

化生成的条件，解决了北里湖流场分布不均、水体

自净能力差、透明度偏低、盛夏高温蓝绿藻容易急

剧增长的问题。

2 西湖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的创新突破

2.1 理念创新，在治水思路上有新突破

传统的湖泊治理主要采用人工干预方式，而西

乌龟潭 浴鹄湾（孙小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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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在水环境治理的理念上打破常规，确立了“生态

修复”理念。通过完善生态系统结构，最终达到湖

泊自然生态体系的健康和谐状态。这在国内城市

湖泊治理中，属首次成功运用这一理念，并取得了

突破性成效。基于理念创新，采用多元化的综合治

理手段，西湖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取得了新的成

效。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廷云高度赞扬：“西湖水治

理得非常好。这个项目利用种植沉水植物等生态修

复手段来净化水体，是非常成功的。” 

2.2 科研创新，在技术攻坚上有新突破

由我们联合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等组成课题

攻关组，针对遏制城市景观湖泊水环境质量提升的

难点进行技术攻关和集成，研发形成了一整套国内

领先的湖泊治理技术成果体系：沉水植物种群筛选

与扩繁、高含水率高有机质的湖泊底质改良、生物

生态和多塘湿地降氮技术、湖泊引水布水优化系统

等，取得了国家发明专利12项、国家、省级科技进步

奖2项，这些专利和成果又应用于西湖水环境改善项

目之中。在英国、德国、荷兰等国际权威期刊以及

《湖泊科学》、《环境科学与技术》等20家国家核心

期刊上专题刊登研究成果论文40余篇。由于技术成果

突出、推广应用性强、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价值，该

项目继续被列入国家“十二五”水专项课题。

2.3 组织创新，在管理模式上有新突破

西湖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整治是地方政府的“民

心工程”，为此建立了由中科院领衔的西湖水环境

整治工作站，形成了“政府主导、多方联动、科技

引领、突出绩效”的科研与应用紧密结合的管理运

作模式，从而推进了科研成果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3 西湖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的综合效益

3.1 生态效益

实施西湖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工程后，西湖

生物多样性明显提高，西湖水体透明度达到85cm，

尤其是北里湖水体质量明显好转，平均透明度提高

了10cm，藻类总量降低了54%，“西湖水下森林”

的景观得以实现。

3.2 社会效益

实施西湖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是践行“美丽建

设”和“五水共治”的具体体现，有利于增强人民

群众幸福感，有利于增进社会和谐度，进一步擦亮

了杭州的金名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迈上新台阶。

杭州也先后获得“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中国宜居城市”等荣誉。2014年

7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表彰授予《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荣誉证书》。

3.3 经济效益

西湖环境的改善，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外游客来杭

州旅游，带动了宾馆、饭店、购物、交通等“吃、住、

行、游、购、娱”服务行业的综合发展，对周边县市

也起到了带动和辐射作用，促进了杭州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与项目实施初的 2009 年相比，2014 年杭州旅

游接待国内游客增长 108%( 年平均增长率 15.80%)，

国内旅游收入增长 146%( 年平均增长率 19.73%)，入

境旅游人数增长 42%（年平均增长率 7.20%），旅游

总收入增长 135%( 年平均增长率 18.62%)。

3.4 示范效益

西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好评，2003年“西湖湖西综合保护工程”荣获“中

国十大建设科技成就奖”和“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2008年获联合国人居署“（迪拜）国际改善

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2012年长桥溪水生态修复

公园在联合国人居署“（迪拜）国际改善人居环境

最佳范例奖”评选中被评为“全球百佳范例奖”。

2014年《人民日报》对西湖水环境治理作了专题报

道，认为其技术成果代表了中国城市景观湖泊生态

修复的共性技术，值得总结推广，对国内其他湖泊

的环境提升具有示范效应。

4 结语

西湖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一直坚持科技引

领，创新发展，取得了新的成效。清澈的一方湖

水、优美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增强杭州人民幸福

感，有利于增进社会和谐度，有利于提升西湖乃至

杭州的发展质量。西湖生态保护与水环境治理的创

新实践，有力证明了科技引领与理念创新，对杭州

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建筑研究所编

制），2010年.

[2]  张建庭主编. 《碧波盈盈--杭州西湖水域的综合保护与整治》，

杭州出版社，2003.12.

【作者介绍】                                                                                      

刘颖，男，1968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

员会（杭州市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党委书记、局长、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名誉理事

长、杭州市西湖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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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过了西湖边的长桥，

一路伴着莲花峰下南山村旁的叮咚清流就到了玉皇

山脚，这条清流叫“长桥溪”，是直通西湖的。那

时的长桥溪清澈见底，特别是清明时节满目的油菜

花掩映着小村庄，犹如世外桃源。可是之后随着长

桥溪流域出租屋的大量涌现，流动人口的不断增

加，违章建筑杂乱，西湖山地民居的文化特质已面

临湮灭。至上世纪90年代末，它已成为一条垃圾成

堆、蚊蝇孳生、臭气熏天的臭水沟，成为西湖最严

重污染源[1]。为改善长桥溪流域的水质状况，杭州

西湖风景名胜区于2004年启动了长桥溪水生态修复

工程，对该流域进行综合整治。

1 长桥溪流域概况

长桥溪流域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

润，雨量充沛。长桥溪水系面积约1.83km2，河道

坡度37.50%，径流系数50.1%，自南向北流向，分

东西两条支流。东侧支流沿玉皇山前山路旁沟渠流

淌；西侧支流沿阔石板路贯穿阔石板农居点；两支

流在南山路南侧汇水后经长桥流入西湖。流域内居

民区和林田地混杂，产生的点源和非点源污染均较

为严重。据统计，2004年总居住人口（本地居民和

暂住人口）已达6158人，2004年长桥溪总排污量平

均约达25182.6吨/月。长桥溪流域生态环境遭到较

为严重的破坏，2003年生物多样性调查仅发现16科

的20种植物，且多为小草本植物；上游溪中以水芹

（Oenanthe javanica）为绝对优势种，岸边是数种

小草本植物构成的植被层；下游阔石板段溪中以菹

草（Potamogeton crispus）形成单一的优势种群。

长桥溪流入西湖的水常年为地表水劣Ⅴ类水

质，长桥溪入湖口TN、TP浓度分别达9.02mg/L和

0.364mg/L。2003年开展的西湖湖西综合保护工程，

对西湖上游的赤山溪、龙泓涧和金沙涧流域环境进行

了整治，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污水纳入了市政污水干

管，而长桥溪流域由于其地形特点和居民分布的复杂

性，尚不具备将生活污水进行市政纳管的条件[2]。

吴芝瑛  陈鋆 / Wu Zhiying  Chen Jun

长桥溪生态修复工程于2004年6月启动，主体

工程于同年12月竣工。由于土地问题工程分三个

阶段，整体工程于2009年实施完毕。工程范围南

至玉皇山脚、慈云岭，北端接入西湖，西侧与南

山村居民点阔石板路毗邻，东接玉皇山路，占地

约5.4hm2。地块南北方向长约600m，东西方向较

窄，平均约90m（图1）。

2 长桥溪生态修复工程概况

长桥溪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原则：将水生态修

复技术与景观生态学集成融合，以人为本，理水治

水，修复生态，营造景观，为民谋利。

长桥溪生态修复工程通过村落原有的自然集水

廊道，将流域内的污水收集起来，汇入地埋式污水

处理系统进行净化处理，出水流入园区南端的初级

人工湿地，经多级跌水，进入公园北端的二级人工

湿地，最后汇入西湖。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生

态等手段，净化了长桥溪流域居民生活污水，拦截

了污染物质流入西湖，同时因势利导进行园林造

景，将曾经污染严重的长桥溪流域建成了如今风景

如画的水生态修复公园（图2）。

2.1 理水治水，修复生态

2.1.1 地埋式污水处理系统

流域内的污水收集后通过重力作用输送至地处

【摘  要】长桥溪是西湖上游四大溪流之一。长桥溪生态修复工程利用长桥溪流域的微地貌和水动力作用，
通过地埋式污水处理系统与人工湿地相结合的方法，创造性地将污水处理工艺与景观园林紧密结合，综合运
用物理、化学、生物等手段对长桥溪流域内污水进行处理，从而减少该溪向西湖的污染物排放。工程经过
十年运行，2014年其入湖湖水的TP、TN和CODMn浓度分别降至0.053±0.010 mg/L、3.14±1.23 
mg/L和1.9±0.3 mg/L，相比2003年依次降低了90.9%、72.3%和71.1%。

【关键词】长桥溪；地埋式污水处理；多级人工湿地；生态修复

Abstract: Changqiao Stream is one of the four upper streams of West Lake.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Changqiao 

Stream creatively integrated sewage disposal technique and landscape garden. Via underground sewage disposal system 

and artificial wetland, sewage in catchment of Changqiao Stream was disposed physically, chemically and biologically, 

so as to reduce the pollutant discharge into West Lake. After ten years runn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TP, TN and 

CODMn were reduced to 0.053±0.010 mg/L、3.14±1.23 mg/L和1.9±0.3 mg/L respectively in 2014, decreasing by 

90.9%, 72.3% and 71.1% compared with 2003.

Key words: Changqiao Stream; underground sewage disposal system; artificial wetl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West Lake

杭州长桥溪的生态修复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Changqiao Stream, West Lake, 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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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 长桥溪生态修复工程图

2_ 长桥溪水生态修复公园

（孙小明 摄）

3_ 地埋式污水处理系统流

程图

下游的水质调节池，该池容量约1000m3，污染程

度不同的污水在此中和后通过泵输送到上游的位于

地表下7m处的污水处理系统（图3）。在该净化系

统里，污水先进入一级强化絮凝池，再到竖流沉淀

池，除去大部分的磷，然后进入高效曝气生物滤

池，最后到双层滤料滤池，去除污水中的氮并进一

步除磷。目前，日处理量约1000-1500m3，雨季可

达3000m3。该处理系统运行管理简便，节省能耗，

处理成本约为0.91元/吨。

与常见的敞开式污水处理系统不同，长桥溪生

态修复工程采用了地埋式污水处理系统。其主体部

分建造在地下，大大降低了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噪音

和臭味对环境的影响；而地上部分建设创造性地与

园林造景结合，其上方建造了一座观景亭，与周围

景观融为一体。这一设计在国内尚属首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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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构建人工湿地系统

经地下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的再生水进入地表

人工湿地系统。根据水生态修复的需要，综合考虑

水面面积、水体深度、停留时间等多种因素确定采

用湿地系统中的自由水面湿地系统（敞流型）。

该系统是向地面布水，维持一定厚度水层，水流呈

推流式前进，形成一层地表水流，并从地表流出。

地块纵向有坡度，底部不封闭，原貌不扰动，只需

地表稍加人工半整。水体在流动过程中与土壤、植

物，特别与地表根垫层及节根上生物膜相接触，通

过物理、化学、物理－化学及生物反应而得到净

化。据此，流域内的水系按照湿地串联系统的原理

及要求设计水深和水体形式，该系统从南至北包括

初级人工湿地，经过多级滚水坝流入二、三级人工

湿地。初级人工湿地水深约40cm，水景以漫滩为

主，配置挺水植物和浮叶植物，初级人工湿地既是

景观水系的源头，又初步吸收、利用、降解水体中

的污染物质；经多级滚水坝曝气、充氧，水体含氧

量增加，更具活力（图4）。二、三级人工湿地水深

约40-90cm，水生植物配置以沉水植物为主，对流

入的水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处理。

人工湿地的植物物种选择参考湖西湿地植物

调查结果以及国内外水生生态修复资料，根据长

桥溪流域内的水文地貌等条件进行设计，遵循适

地适种原则，选择适应当地气候、地形和人文景

观条件，耐污能力强，净化能力强，并具有一定

观赏价值的植物。同时，在植物选择中考虑了水

生植物的生活史以及植物群落演替规律，使得

湿地内一年四季均有水生植物覆盖，四季美景

交替变化。挺水植物主要选择了水毛花(Scirpus 

triangulatus)、黄菖蒲(Iris pseudacorus)、再力花

(Thalia dealbata)、花叶芦竹(Arundo donax var. 

versicolor)、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千屈菜

(Lythrum salicaria)、野茭白(Zizania aquatic)、

香蒲(Typha or iental is )、水竹(Phyl lostachys 

heteroclada)、泽泻(Alisma plantago-aquatica)、慈

菇(Sagittaria trifolia var. sinensis)、石菖蒲(Acorus 

tatarinowii)、荷花(Nelumbo nucifera)等，浮水植

物有睡莲(Nymphaea tetragona)，沉水植物选择了

黑藻(Hydrilla verticillata)、金鱼藻(Ceratophyllum 

demersum)、苦草(Vallisneria natans)、菹草、狐尾

藻(Myriophyllum verticillatum)等。根据不同植物的

特性，种植时从南到北即从初级人工湿地（图5）、

多级滚水坝到二、三级人工湿地分别配置挺水、浮

叶和沉水植物。

2.2 因势利导，营造景观

长桥溪生态修复工程的景观营造手法就是“遵循

自然，因势利导”，利用长桥溪流域的微地貌和水动

力作用，将每个“水生态修复技术”的功能性构筑系

统作为景观设计节点元素，例如，地埋式污水处理系

统上方建造了观景亭，游人居于亭中长桥溪美景一览

无余。将人工湿地系统营造成公园的主要景点，依次

为“菬颖池”（初级人工湿地）、“挹清池”（多级曝

气）、“浣碧池”（二、三级人工湿地）、“濯缨池”（山

洪水沉砂池区）。这些景点从南往北串起一条天然过

滤线，使溪水更具生态净化作用。同时，合理构建了

岛、桥、荡、滩、木栈道等手法将大水面进行分割，

收放有度，增添意趣，生动地展示了水生态修复流程

（图6）。溪流两岸的绿地系统的调整以本地的乡土植

物品种为主，例如靠南山村的溪流旁的乔木以原有的

水杉为主，为突出农村特点又辅以枇杷、杨梅等果

树，还增添了大量的应景四季花卉，溪岸采用缓坡入

水，与湿地系统中的沉水植物、浮叶植物和挺水植物

无缝接，可防止水土流失，对沿岸的地表水也有一定

的净化功能。游人徜徉其中既能了解污水处理和生态

净化的全过程，又能欣赏园林美景。

3 长桥溪生态修复工程效益评价

3.1 长桥溪流域的生活污水得到了有效净化

2014年的连续监测（图7）显示：污水处理系

统进水的TP、TN和CODMn浓度都较高，分别为

0.330±0.280mg/L、5.16±3.72mg/L和3.6±

1.1mg/L，经地埋式污水处理系统后，各项指标

均大幅度下降，依次降至0.045±0.020mg/L、

1.64±1.04mg/L和2.1±0.4mg/L，降幅分别达

68.2%、86.5%和41.9%。可见，地埋式污水处理系

 4  5 

 6 

4_ 多级曝气系统（朱坚平 摄）

5_ 初级人工湿地水生植物配置

6_ 长桥溪生态修复工程的景观

营造（孙小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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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有效降低了污水中的氮、磷含量。

3.2 长桥溪入西湖水质得到极大改善

2003-2004年及2013-2014年对长桥溪入西湖

水的TP、TN和CODMn监测结果（图8）表明,生

态修复工程实施后，各项指标均明显降低。生态修

复工程实施前（2003-2004年）TP、TN和CODMn

的浓度均较高，全部超出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的Ⅴ类标准限值；整治后

（2013-2014年）水质明显好转，与2003、2004

年相比，TP、TN和CODMn均表现出极显著的下

降（p<0.01）。至2014年，TP、TN和CODMn

浓度分别降至0.053±0.010 mg/L、3.14±1.23 

mg/L和1.9±0.3 mg/L，相比2003年依次降低了

90.9%、72.3%和71.1%。其中CODMn达到《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Ⅰ类标准，TP

达到Ⅱ类标准。

3.3 长桥溪水生态修复系统稳定有效

地埋式污水处理系统大大降低了生活污水

中的氮、磷含量，2007-2014年对进水的TP、

TN和CODMn去除率分别稳定在68.2-91.3%、

70.1-95.2%和41.9-78.5%的范围内。人工湿地除

对前处理系统产生的再生水进一步净化，也对大气

沉降、地表径流带入的污染物进行净化，同时增加

了水体中溶解氧，从2004年的5.9mg/L增至2014年

的7.6mg/L，大大提高了水体的活力，从而为生物

的生长、代谢以及污染物的降解提供了更为有利的

环境。经监测和统计，2007-2014年的长桥溪入湖

湖水的TP平均浓度为0.077±0.055mg/L，TN平均

浓度为3.69±1.90mg/L，CODMn平均浓度为2.1

±0.5mg/L，显著低于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前。长期

的运行结果表明，通过地埋式污水处理系统与人工

湿地相结合的手段，长桥溪入湖水质得到了较大的

改善，长桥溪水生态修复系统稳定有效。

3.4 长桥溪的生态及景观得到根本性改变

通过水生生态修复工程，目前长桥溪生态公

园内水体中已形成了以由黑藻、金鱼藻、苦草、

菹草、狐尾藻等组成的沉水植物和以睡莲为主的

浮水植物群落。这些水生生物的茎叶表面吸收水

体中的营养盐，根从底泥中获取营养盐，其光合

过程中可以不断向水体释放大量的氧气，促进有

机污染物和无机还原物的氧化分解，促进和维护

底泥表层成为氧化态的氧化层，抵制内负荷的释

放，改善了水体理化环境，有利于水生态系统的

恢复。另外，由以挺水植物为主构建的水陆交错

带具有明显的边缘效应，是地球生物圈中一种十

分重要的生态过渡带[3]，具有对水陆生态系统的物

流、能流、信息流和生物流发挥过滤器和屏障作用

的缓冲带功能，保持生物多样性并提供野生动植物

栖息地(生境)以及其它特殊地的保护功能，稳定湖

岸、控制土壤侵蚀的护岸功能，提供丰富的资源、

多用途的娱乐场所和舒适的环境等经济美学价值。健康的水

陆交错带的构建不仅有助于长桥溪水生生态系统的恢复，还

能为游客带来美好的景观效果。

相比国内其他的生态修复工程[4-8]，长桥溪生态修复工程

不是片面、孤立地考虑问题，而是将长桥溪流域的经济、文

化、自然作为统一的大背景来考虑。以遵循自然为前提，在

修复溪流水生态和景观生态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流域文化

内涵，公园首尾与原有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和亚太小水电中心

无缝相连，同时紧扣公园独具理水治水的特点，从南至北构

建了一个实景展示污水净化处理过程及不同类型的湿地系统

的科普公园。保留了南山村原有的村落结构，不大拆大建，

经过规划，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融合江南山地民居的特

色进行改造，农居建筑群粉墙黛瓦，清雅地镶嵌在依山而下

的长桥溪旁，祖祖辈辈居住在此的村民将发展以茶楼、农家

餐饮等休闲旅游经济愿望变成了现实，形成了一个自然—经

济—社会三位一体的溪流生态景观。

4 结语

长桥溪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对该流域内的环境改善取得

了明显的成效：

（1）利用长桥溪流域的微地貌和水动力作用，通过物

理、化学、生物、生态等手段综合处理流域内污水，入湖水

质得到了明显改善，2014年主要污染物TP、TN和CODMn

浓度分别降至0.053±0.010mg/L、3.14±1.23mg/L和1.9

±0.3mg/L，较2003年依次降低了90.9%、72.3%和71.1%。

（2）由乔灌木、湿生植物、挺水植物和沉水植物共同组

成的面积约为44,455m2的湿地生态系统的构建，极大地提高

了长桥溪的生物多样性，形成了一个良好稳定的流域生态系

统。

（3）改善了长桥溪原来脏、乱、差的面貌，使之成为集

生态、观赏、休闲、科普教育和水生态修复示范为一体的特

色公园。

近年来，在日益剧烈的人类活动影响下，城市及周边地

区天然水体极易受到污染和富营养化的威胁。天然水体遭破

坏以后，恢复到健康的水生态系统往往需要长期、不懈的努

力[9]。长桥溪生态修复工程在小流域水污染整治及人居环境

改善的领域内作出了较为成功的尝试，其技术、经验对其它

小流域乃至更大范围的水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

污染治理与景观相结合的的理念也为城市水体污染整治提供

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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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 工程建设前后长桥溪入湖水TP、TN和CODMn变化



016
生
态
保
护·

EC
O

LO
G

IC
A

L PR
O

T
EC

T
IO

N

017
生
态
保
护·

EC
O

LO
G

IC
A

L PR
O

T
EC

T
IO

N

【摘 要】自然界中的濒危植物保护越来越困难，亟需一些补充性的方法。城市绿地空间可以为本地的濒危
物种提供生境。基于对本地的珍稀濒危物种夏蜡梅（Calycanthus chinensis）及其三种近缘种的野外调查，
开展生理生态学实验，同时调查城市绿地中的微生境，结果发现：（1）光条件可能是影响这些物种野外自
然分布的主要因子；（2）夏蜡梅的生理生态学特性表明该物种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耐阴树种，因此不适合生
长在林下生境，而形态学特性表明又不适合生长在有风的开阔的和林缘生境；（3）在杭州城市块状绿地
中，47.5% 的生境适合夏蜡梅生长；（4）其他三个物种有比夏蜡梅更宽的生境需求，因而更容易在城市
绿地中栽培。生态学研究（野外和生理生态学实验）和城市规划相结合，可以发现城市可以提供大量的异质
性生境用于本地珍稀濒危物种的再引入，这种方式可以利用大量的城市绿地空间来提升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
【关键词】块状绿地；夏蜡梅；生理生态学实验；微生境；本土物种；再引入

Abstract: The conservation of endangered species in nature is becoming difficult, and complementary approaches are 

demanded urgently. Urban green space can provide habitats for native endangered plant species. We developed eco-

physiological experiments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for native endangered species Calycanthus chinensis and other 

three closely related species in Calycanthaceae family. Meanwhile, we investigated the microhabitats in urban green 

spac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light condition may be the major factor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pecies in 

natural habitats; (2) the eco-physiological features of C. chinensis indicate that it is not a real shade-tolerant species so 

that it cannot live in thick forest, while the morphological treats suggested that it cannot grow in open

land and forest margin with wind; (3) there were 47.5% habitats fitting the light demand of C.chinensis in the block 

green space in Hangzhou city; (4) other three species have wider demand than C.chinensis, and can be easily cultivated 

in urban green space. Linking urban planning with ecological studies (field and eco-physiological experiment), 

we found that urban can provide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heterogenic habitats for the reintroduction of native 

endangered plant species. The reintroduction is in favor of util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urban ecosystem 

services in urban green space adequately.

Key words: block green space; Calycanthus chinensis; eco-physiological experiments; micro-refuges; native species; 

reintroduction

1 前言

对于珍稀濒危植物保护来说，一直以来普遍认

可自然保护区是最重要的场所。但是，目前许多研

究发现仅仅依靠自然保护区已经不能够达到保护目

的。例如，随着自然保护区建立时间延长，保护区

内被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种群没能达到自我维持的

规模[1]，甚至部分被保护物种损失日益严重[2-3]。恪

守“就地保护”——保护物种就要保护原生境的理

念，通过生态修复回归到人类干扰前的结构来保护

某些珍稀濒危植物，越来越难做到[4]。因此，在加

强保护区建设和就地保护的基础上，必须开展保护

区以外的珍稀濒危植物保护，探索多途径的珍稀濒

基于光需求的濒危植物在城市绿地中再引入潜
在生境分析
Analysis On The Potential Habitats Of Reintroduce Of Endangered 
Plant Species In Urban Greenspace Base On Light Demand

卢毅军  朱康娣 胡中  葛滢 

/ Lu Yijun  Zhu Kangdi  Hu Zhong  Ge Ying

危植物保护管理机制[5-6]。

利用城市用地进行濒危植物保护是物种保护的

一种重要补充方式，并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几十

年来，城市扩张和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加快，1992

至2012年，全球城市每年扩张增加3.20%，中国达

8.74%，到2030年，城市土地面积将是2000年土地

面积的3倍 (即达1.2×106km2) [7]。

在中国，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

绿地面积不断增大，至2012年底，全国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平均达39.6% (中国统计年鉴, 2013)，

巨大的城市绿地面积和城市高度异质化的生境为

物种保护提供更大的潜在空间；为保护不同生态

类型的物种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存环境[5,8-9]。在

城市化日益加快进程中，以城市绿地作为物种保

护地已开始受到重视[10]。通过城市绿地保护物种

多样性的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如德

国就建立了一批城市“杂草保护区”，在捷克

首都布拉格也设立了保护地对地榆(Sanguisorba 

officinalis)等植物进行保护。许多城市将珍稀濒危

植物作为观赏种类引进，并有意识地保护。但是, 

这些只是表面的引种或者只是在城市绿地原位设立

“保护区”，没有对移植物种所需的生境做调查，

在引种时掌握濒危植物的生理生态的信息很关键，

决定了迁地或者就地保护是否能成功。以往已发展

成熟的濒危植物生理生态与群落生态研究还没有与

城市濒危物种保护结合起来。

本 研 究 的 四 种 植 物 中 ， 夏 蜡 梅 、 蜡 梅

（Chimonanthus  p raecox）均为落叶灌木，

浙江蜡梅（C. zhejiangensis）和柳叶蜡梅（C. 

salicifolius）分别为常绿和半常绿灌木。四种植物

在中国东部的常绿落叶阔叶林的林缘生境均有分

布。近年来，由于中国森林面积扩大，森林郁闭度

增大，林缘减少、林下光照减弱可能是这些种类在

群落中消退的重要原因。而通过人为干预，进行森

林砍伐为这些种类提供适宜的野外光环境并不符合

自然保护的原则。在自然保护工作者探索对策的同

时，本研究将目标放到城市，意在利用城市绿地本

身具有多样化的生境，再加上有目的地人为管理，

通过实验研究各种植物对生境条件的需求，以便

在城市绿地景观中选择和营造合适的生境，在满足

人类景观美学需求的同时，合理栽培特有和珍稀植

物。本研究中，我们以蜡梅科四种珍稀和特有植物

为例，从主要环境限制因子光入手，开展利用城市

绿地拓展濒危物种的适宜生境的研究工作，目的是: 

(1)了解蜡梅科四种植物的光合生理和形态特征; (2) 

分析四个特有种光合和生长特性对光照的需求; (3) 

调查和区分城市绿地光生境类型；(4)推测四种植物

在城市绿地中最合适的生长环境和保护潜力。我们

的研究将为拓展珍稀濒危和特有物种在城市绿地的

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2 材料和方法

2.1 四种物种的分布

蜡梅科只有两个属，夏蜡梅属（Calycanthus）和

蜡梅属（Chimonanthus）。夏蜡梅属有四个物种，分

布于北美和东亚，其中夏蜡梅属于中国特有的濒危物

种，属落叶灌木，仅分布在中国东部的浙江省东部及

浙江省和安徽省毗邻山脉的狭窄区域（图 1）。蜡梅

属是中国特有属 [11]，其中蜡梅野生分布于中国西南、

华中和华东地区（图 1），蜡梅属于落叶灌木，由于

冬季开花，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而成为有名的观赏植

物，浙江蜡梅是常绿灌木，柳叶蜡梅是半常绿小灌

木，浙江蜡梅和柳叶蜡梅分布局限于中国东部的浙、

皖、赣等少数几个省份，所有这些物种的野生资源迅

速减少且栖息地受到了严重损害。

 图1  四个物种在中国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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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理生态实验

四个物种的光需求实验地点，位于中国东部浙

江省杭州植物园(120 16
 

E, 30 15
 

N)。杭州属亚热

带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为800-1600 mm，年均

气温为13-20℃。四个物种生长在杭州植物园中与

自然栖息地相似的山区超过10年之久。每个物种的

光合作用相关参数通过手提式恒定光合仪(LICOR 

LI-6400, USA)测量，于六月的一个完整工作日进

行，从6:00时到18:00时每隔1小时测量一次。记录

净光合作用率(PN)和气孔导度(Gs)。每个物种随机

选取5片树叶来测定，并计算5个重复样的均值用于

统计。

P N对光照强度响应曲线的观测时间段为

8:30-11:30。叶片的温度和CO2浓度分别维持

在25℃和390μmol mol-1。光响应曲线使用以

下光合作用的光量子通量密度（PPFD）绘制: 

1700, 1500, 1000, 500, 200, 100, 50, 20, 

10, 0 μmol m-2 s-1 PPFD。光响应曲线通过

Origin 7.0软件的非线性回归进行拟合(Originlab, 

Northampton, MA) (Peek et al., 2002; Potvin 

et al., 1990)。根据Bassman and Zwier (1991)和

Zhou et al. (2010)描述的方法，对表观光量子效

率(AQY)、光饱和点(LSP)、光补偿点(LCP)及饱和

PPFD PN (PNmax)进行估算。

叶绿素根据彭运生[12]通过乙醇和乙烷萃取。叶

绿素a和叶绿素b的浓度分别在663 nm和645 nm波

长下通过分光光度计(HP 751, Hewlett Packard, 

Shanghai, China)测定。

每种物种随机选取4株植株测量株高、冠幅和

分枝的数量和长度。之后，每株植物的两条分枝

都需带回实验室进行植株生长分析[13]。收获后立即

测量每株植物完全展开的树叶的数量，节间长及叶

间隙。叶面积由Win FLORA Pro 2002a (Regent 

Instruments INC, Quebec, Canada)测定。紧接

着将叶样品收集并在80°C下干燥72h。比叶面积

（SLA）等参数根据[13]的植株生长分析法以单位叶

重上的叶面积(cm2 g-1)计算。

2.3 自然生境和城市绿地生境的调查

2.3.1 自然生境

群落调查在四种物种的野外分布区域进行（表

1）。在典型分布区域内，每个物种选择两个样

点，并且给每个样点设置三个10×10m的样方。记

录每个物种分布区域附近栖息地的特征，并测量四

个物种上层的森林郁闭度。同时，测量样方的地理

信息（包括经度、纬度和海拔）。群落和单株的高

度也需测量。每个样方的垂直结构通过观测进行描

述。

2.3.2 城市绿地生境

城市绿地生境建设是有法律限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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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成区，绿地可分为两种类型：块状绿地和

带状绿地[14]。在杭州，块状绿地与带状绿地的比例

为1:1.6。块状绿地相比于带状绿地具有更多种类

的潜在生境。块状绿地被包括在公园和居住区绿地

内。本研究中，我们仅仅考虑了公园，由于它的范

围足够大，包含了可用于濒危植物引入的块状绿

地，且随机干扰较少。

生境的光照条件调查首先是通过目视判读

在Google Earth中创建公园图层，接着输入到

ArcMap 9.3中[15]。利用ArcMap，创建20m×20m

的网格，与从Google Earth影像中获取的公园图层

叠加（March 18, 2014）(图2)。然后通过ArcMap

软件中Geo-statistical Analyst功能下的Create 

Subsets操作，随机选取120个样方。在地图中对研

究区域的样方进行标记。作为生境属性的数据来自

于实地观测。公园中，我们识别出五种主要的微生

境如下：开阔的草坪、半开阔的草坪、林缘、疏林

及密林生境（表2和图3）。测定五种微生境中树林

的郁闭度和光照强度。对每类生境数量进行计数统

计，并计算其出现在样方中的频度。

表1 四个物种的野生生境特征

物种 经 纬 度 郁闭度 群落高度 目标种高度 生境特点 群落特点

样地1 样地2 (m) (m)

夏蜡梅 30 02'N 28 59'N 0.3 - 0.7 5.0 - 14.0 0.5 - 3.0 林下 常绿落叶

118 59'E 120 49'E (部分林缘) 阔叶疏林

蜡梅 30 06'N 30 07'N 0.3 - 0.5 4.0 - 10.0 1.5 - 3.0 林缘 常绿阔叶林

119 35'E 120 03'E

柳叶蜡梅 29 12'N 29 48'N 0.5 - 0.8 6.0 - 15.0 1.5 - 2.5 林缘至林下 常绿落叶

118 06'E 118 02'E 阔叶林

浙江蜡梅 27 59'N 27 52'N 0.2 - 0.95 6.0 - 12.0 2.5 - 4.0 林缘至林下 常绿落叶

119 09'E 117 27'E 阔叶林

表 2 城市绿地微生境类型、特点和出现频率

光 条 件

类型 频率(%)
光密度状态

光范围 (μmol m-2 s-1)
(平均值 ± 标准差)

树冠特征

林下 28.3 低光
10 - 54

(28 ± 19)
郁闭度 0.8-0.9，

林下持续荫蔽

疏林 47.5 低光-中光
54 - 270

(202 ± 52)
郁闭度0.4-0.8，

林下有光斑

林缘 49.2 中光
270 - 720

(530 ± 148)
郁闭度0.2-0.4，乔灌木
种植与开放草坪过渡区

半开放 26.7 高光-中光
720 - 1080
(864 ± 149)

郁闭度 0.1-0.2，开放
草坪空间有少量遮阴

开放草坪 12.5 高光
1080 - 1800
(1520 ± 228)

郁闭度 0-0.1，开放
草坪空间没有遮阴

图2   左：杭州市开放式公园中绿地空间定

位；右：块状绿地20 m × 20 m 网格

化示意图。

图3   城市不同光环境微生境。从左至右：

林下；林缘；开放草坪；半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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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分析

使用微软软件包S P S S 1 3 . 0 软件 ( S P S S 

Inc.,Chicago,IL,USA)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ANOVA)。当方差分析中出现一个显著处理效应

时，对每个变量进行最小显著差异检测。统计显著

水平为α= 0.05。 

3 结果

3.1 夏蜡梅和其它三种物种的生理生态特征

所有四个种的光响应曲线从0-2,000 μmol m-2 

s-1快速并线性响应（图4）。四种物种的最大光合

作用速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浙江蜡梅>柳叶蜡梅>

夏蜡梅>蜡梅. 在夏蜡梅中检测出最低光饱和值

（LSP）为374.58 μmol m-2 s-1 (表3). 浙江蜡梅

具有最高光饱和点（LSP）和光补偿点（LCP）。

蜡梅具有最低表观光量子效率值(AQY)(0.013mol 

mol-1)和光补偿点(LCP)(2.08μmol m-2 s-1)。

四种物种在相同的光照条件下其光合作用速率

和气孔导度都表现出双峰日进程曲线（图5）。然

而，几个物种的峰值出现在不同的时间段：夏蜡

梅和蜡梅分别在10:00时和15:00时达到最大光合作

用速率，浙江蜡梅在10:00时和13:00时达到最大光

合作用速率, 柳叶蜡梅在11:00时和15:00时达到最

大光合作用速率。夏蜡梅和浙江蜡梅的光合作用速

率的正午抑制出现在12:00时，但蜡梅和柳叶蜡梅

的抑制大概出现在13:00时。响应早晨的夏蜡梅的

PNmax和Gs在四个物种中最低。

四个物种的叶绿素观测值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p>0.05）（表 4）。叶绿素 a和叶绿素 a+b 的浓度在

夏蜡梅中最低，在浙江蜡梅中最高。相反，叶绿素 a

与叶绿素 b的比值在夏蜡梅中最高，在浙江蜡梅中最

低。

3.2 夏蜡梅和其它三种物种的形态特征

在四个种中夏蜡梅的株高、冠幅、分枝的平均长

度、分枝节点及每条分枝的叶片数量都是最低的，

次于蜡梅和柳叶蜡梅，浙江蜡梅最高（表5）相反, 

夏蜡梅的比叶面积（SLA）, 叶面积和节间长在四个

物种中最大（图6)。其它形态参数的差异不显著。

3.3 城市绿地生境

根据光照特征和植被覆盖情况，我们识别出五

种主要的微生境：开阔的草坪、半开阔的草坪、林

缘、疏林及密林生境。郁闭度逐渐增大，范围从0 

变化到0.9，光强度依次增大，从低光强到高光强

变化，范围为10-1800μmol m-2s-1。其中，林缘

和疏林生境在120个样方中的分布频率最大，分别为

49.2% 和47.5%（表2和图3）。

图4  四个物种净光合速率对光照条件的响应

表3 四个物种的光合特性

物种
PNmax

μmol m-2 s-1
AQY

mol mol-1
LCP

μmol m-2 s-1
LSP

μmol m-2 s-1

夏蜡梅 3.43 ± 0.25AB 0.017 ± 0.002A 3.75 ± 1.47BC 374.58 ± 21.78C

蜡梅 2.99 ± 0.26B 0.013 ± 0.001B 2.08 ± 1.13C 489.54 ± 24.68B

柳叶蜡梅 4.12 ± 0.38A 0.019 ± 0.002A 5.35 ± 2.05B 461.02 ± 31.22B

浙江蜡梅 4.28 ± 0.33A 0.018 ± 0.003A 19.88 ± 2.66A 720.42 ± 28.96A

PNmax: 最大净光合速率； AQY: 表观量子产量； LCP: 光补偿点； LSP: 光饱和点。 每一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性 (p < 0.05). 

4 讨论

4.1 夏蜡梅和其它三种物种与光合作用相关的生理

生态特征 

耐荫物种通常具有较低的PNmax (3-6 mol m-2 

s-1)[16]。本研究中，四种物种的PNmax变化在这范

围内(2.99-4.28 mol m-2 s-1)。此外，对于许多阴

生植物物种，光补偿点（LCP）通常低于20 mol 

m-2 s-1，而阳生植物物种的LCP和LSP变化范围分

别约为50-100 mol m-2 s-1和1,500-2,000 mol m-2 

s-1。四种物种的LCP和LSP(分别为2.08-19.88 mol 图5  四个物种净光合速率和气孔传导力日进程比较

图6  光照和水分需求条件下叶片的大小与形状的代价/利益分析比较

m-2 s-1和 374.58-720.42 mol m-2 s-1)(表3)表明

四种物种属于阴生树种。这说明它们应被种植在光

照强度较低的林缘至森林下层。此外，在四种植物

中，夏蜡梅具有最低的LSP，且它的PNmax和LCP

低于浙江蜡梅和柳叶蜡梅。结果表明，夏蜡梅生长

在高光照强度的生境并没有优势。

叶片叶绿素含量是决定光合作用速率和干物质

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17]。夏蜡梅具有较低的叶绿素

b和叶绿素a+b，表明其具有较弱的光照捕获能力，

表4 四个物种叶片叶绿素含量与比值

物种 Chl a (mg/g) Chl b (mg/g) Chl a+b (mg/g) Chl a/b ratio

夏蜡梅 1.757 ± 0.022A 0.684 ± 0.032B 4.907 ± 0.082B 2.577 ± 0.126A

蜡梅 1.721 ± 0.045A 0.886 ± 0.093B 5.241 ± 0.278AB 1.967 ± 0.154B

柳叶蜡梅 1.660 ± 0.021A 1.418 ± 0.077AB 6.191 ± 0.315AB 1.201 ± 0.161C

浙江蜡梅 1.619 ± 0.038A 1.948 ± 0.076A 7.180 ± 0.174A 0.833 ± 0.038D

每一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性 (p < 0.05)。

表5  四个物种表型特征比较

物种 夏蜡梅 蜡梅 浙江蜡梅  柳叶蜡梅

株高 (cm) 140 ± 10C 180 ± 20C 400 ± 40A 250 ± 30B

冠幅 (m2) 1.20 ± 0.33D 2.70 ± 0.57C 14.70 ± 0.86A 8.40 ± 0.13B

分枝长 (cm) 32.75 ± 4.68C 66.49 ± 18.32B 97.50 ± 14.61A 91.00 ± 15.67A

节数 5 ± 2B 15 ± 4A 16 ± 3A 7 ± 3B

节间长(cm) 15.60 ± 5.35A 5.06 ± 2.58B 5.49 ± 2.99B 5.97 ± 2.86B

比叶面积 (cm2/g) 237.92 ± 21.24A 160.68 ± 11.56B 177.93 ± 13.95B 199.93 ± 18.33B

每枝条叶片数 9 ± 1C 35 ± 6B 79 ± 10A 77 ± 4A

每枝条叶面积 (cm2) 658.59 ± 35.72B 780.59 ± 56.46A 751.42 ± 55.68A 630.72 ± 45.31B

每一行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性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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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对散射光，生长在森林下层的状况比其它三

种物种要差（表4）。阳生植物的叶绿素a/b通常大

于3.0[17]。夏蜡梅的叶绿素a/b明显高于其他耐阴植

物，这意味着夏蜡梅不是真正的耐荫物种，且不适

合密林生境。为了引入夏蜡梅，城市绿地中的乔木

层需要通过管理保持低的郁闭度。

4.2 夏蜡梅和其它三种物种的形态特征 

在庇荫生境中适应低光照强度的树叶为了捕获

光，通常是较薄的[18-19]。四种物种中，夏蜡梅具有最

高SLA (表5)，在有限的光照水平下，夏蜡梅具有在

森林下层捕获光照的优势。然而，SLA较高的树叶与

SLA较低的树叶相比，被风破坏的风险也更高。这表

明夏蜡梅更适合分布在风干扰较弱的森林内部，而

不是开阔地或者林缘。夏蜡梅具有高SLA而有较强光

照捕获能力与较弱抗风干扰能力之间的冲突，表明

它只能分布在疏林下层。有关光照和水需求之间权

衡的经济模型指出，夏蜡梅可以适应于中度光照强

度和高湿度的生境（图6）。此外，夏蜡梅具有最小

植株高度、树冠面积、分枝和树叶的数量，以及最

大的节间长度和叶间隙。这些表型特征表明夏蜡梅

在生长期有机物质累积不强。总之，以上特征说明

夏蜡梅需要光照范围较窄的生境如疏林。

浙江蜡梅和柳叶蜡梅的株高和冠幅比夏蜡梅 

大，且占有更多的空间来捕获森林下层的光照。依

照光合作用生理生态特征的结果，浙江蜡梅最大的

叶面积变化（表5）表明这个物种可以适应多变的光

照强度和湿度生境，并且在城市绿地栽培时需要的

养护很少。

4.3 城市绿地中夏蜡梅和其它三种物种再引进的可

行性

城市有大量的绿地和拥有多样光照条件的各

类微生境。公园中有超过一半的生境（郁闭度

0.4-0.8）符合城市绿地中夏蜡梅的光需求（表

2）。这表明块状绿地中存在大量潜在生境可供四种

物种生存。适合夏蜡梅光需求的疏林容易被找到，

并且郁闭度可以通过园艺师的修剪来改变以提供合

适的生境。

尽管这些物种的再引进具有可行性，城市干扰

对城市绿地中濒危物种的迁地保护具有负面影响。

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频繁改变可能引起一些损

害，例如，绿地转变成道路或建筑物，或者改变成

其它类型的绿地。期望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基于研究

的政策制定和管理规范来缓和。

4.4 本地濒危物种的再引进对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增

强

再引进本地濒危物种到城市绿地能够通过差异

性和丰富度来增强生物多样性，并增大城市中本地

物种与外来物种的比值。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文

化意义[20]，主要改善生态系统服务的娱乐价值。我

们调查发现，每年参观杭州植物园超过100万的游客

中，其中近10万人属于青少年。濒危或地方性物种

在人们心理上通常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21],并会塑造

景观美学和教育价值[22]。在全球化时代，濒危物种

的再引进将会使公众（尤其是青少年）为自己所在

的城市感到自豪。

濒危物种的人工辅助传播也可以增加濒危物种

的文化服务。夏蜡梅的发现受到了世界各地植物学

家的极大关注。种子被杭州植物园作为礼物传播到

欧洲、美洲和东亚许多国家的植物园。作为友谊的

象征，种植在城市中的这种植物已经且一直在提高

世界各地的文化服务价值。 

5 结论

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在城市绿地系统中引种本土

珍稀濒危植物的研究方法，将野生生境和城市绿地

生境调查与具体植物的生理生态学特性进行结合。

块状绿地的环境因子空间异质性为濒危植物生长提

供了大量的微生境，在濒危物种迁地保护过程中，

发现这种微生境在管理策略上是非常重要的。对夏

蜡梅的类似研究可以扩展到其他相关的濒危植物。

条状绿地在本研究中没有被考虑，尽管这种绿地的

生境多样性较少，但未来的研究中也可以深入考

虑，以期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为濒危物种开展恢复引

种的特征。

尽管在城市绿地中有人工随机干扰和生境片段

化等影响濒危物种保护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还是

可以通过政策调节来尽量避免。这种方法一旦成功

运用，将是一种除自然保护区以外进行物种保护的

一个重要补偿措施，这一原理在城市规划中也将非

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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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质量水资源的浪费，严重威胁水安全和生态

系统健康[1]。水是绿地发挥各种功能的基础，城市

绿地的生态、景观、游憩、减灾等各种功能的发

挥，都是在水的参与下实现的。发挥建成区植被社

会生态经济效益需要充分的灌溉[2]。建成区植被面

临节水和发挥生态功能需水的水资源管理难题。

评估不断增长的绿地水需求量有助于水资源的

可持续管理[3]。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和城市规模的

不断扩张，使得城区面积不断扩大，经过人工改造

的城市下垫面不透水面积急剧增加，强烈改变了自

然水分循环过程，促使城市地区的生态、经济以及

社会因素发生复杂变化，主要表现在城区排水压力

增大，地下水来源补给减少以及地表径流携带污染

物等。降雨带来的水文和水质问题对城市水体的影

响越来越大。目前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且地下

水位明显下降，面临严重水资源紧缺和城区洪涝灾

害增加的困境。城市绿地消耗饮用水，带来水文干

旱，使得水资源可持续管理面临巨大压力。近年来

已有关于城市绿地与水资源问题的研究，但研究集

中在干旱地区，湿润地区往往忽视水资源的限制。

进而，湿润地区绿地植被灌溉水需求对水资源可持

续管理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忽视。

因此，本研究选择快速城市化地区长三角城市

群作为研究案例，分析湿润地区城市绿地用水现

状，并评估其用水需求，在此基础上为水资源可持

续管理提供建议。城市绿地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社

会价值和理想，本研究结果将对未来可持续发展提

供参考。

2 研究区域及方法

2.1 研究区域

史琰  杨国福  任远  常杰
/ Shi Yan  Yang Guofu  Ren Yuan  Chang Jie

长 三 角 城 市 群 ， 位 于 中 国 的 东 部 ( 1 2 0

29'35"E-122 38'50"E，29 8'50"N-32 6' 26"N)，

包括上海市以及江苏、浙江的15个城市。以其强大

的经济实力和快速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已经成为世

界第六大城市群。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发展可以代表

中国未来发展趋势。该区域以2%的土地支持10%的

中国人口，产生中国20%的GDP。长三角地区城市

建成区面积为3439km2，占中国城市面积的11.7%

（国家统计局，2008）。城市建成区与区域土地面

积之比（3.32%）远高于中国平均（0.63%）。该

区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点区域，具有示范带动作

用。

2.2 计算方法

本研究使用气候数据参数评估绿地用水需求，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4]: 

                                 (1)

                               
 (2)

式中t为某一时间段，本研究为月。WCAM

为根据气候参数评估所得到的绿地灌溉需水量

（m3/yr），Wi为绿地本身的需水量（m3），PGi

为有效降雨量（m3）。WEpi，WGi以及WSi分别为

植物蒸腾，植物生长，维持植物存活土壤水分含

量（m3），i代表不同绿地类型，Ai为绿地面积 

（m2）。 

计算绿地水需求(Wi)公式如下[4]：

(3)

                      
 (4)

                      

 (5)

式中WEpi(t)为植物特定时段需水（m3）.PFi 为

转换系数；ETo为作物参考蒸腾量（mm）。hi为植

物在土壤中的深度。ρ为绿地土壤容重，本研究取

1.55g/m，ε为绿地土壤保水力，本研究取26%。

本研究植物有效降水量计算如下:

 (7)

式中μi为植物利用降水量系数，Pi为降水量

(mm)。

2.3 数据来源

绿地面积：由城市统计年鉴获得绿地覆盖面积

【摘  要】水资源消耗的压力严重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建成区植被水消耗
越来越大。本研究通过预测快速城市化地区长三角地区（YRD）城市建成区植被需水量，提出区域水资源管
理策略。研究结果表明，2011年YRD城市建成区植被水需求为3.5405亿m3(2.12×103m3/ha/yr)，相当
于2011年城市居民用水量的12%。城市绿地消耗饮用水资源强度大，增长快，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亟待解
决。城市建成区植被水资源管理策略应根据预测的总量宏观规划，合理利用雨水资源替代饮用水。

【关键词】园林管理；水消耗；城市化

Abstract: The demand for water sustainability has become more important, with greater urbanization and the depletion 

of water sources. Here， we analyzed the water demand of urban green spaces and discussed water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the built-up urban areas in the humid are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mand for irrigation water 

in green space of the built-up YRD area is 354.05 million m3(2.12×103m3/ha/yr) in 2011 that were equivalent to 

12% of the urban residential water consumption. The water management strategy of greenspace should be planned 

according to forecasts and currently recommended rational use of rainwater resources to substitute high-quality fresh 

water.

Key words: landscape management；water consumption；urbanization

评估灌溉用水需求 寻求绿地可持续管理策略
Estimating Irrigation Water Demand: Seeking A Sustainable Water 
Management Strategy For Greenspace

的数据。

乔草比例测定：Google Earth软件（GE）最

近越来越多的使用在科学研究中[5]。本研究使用

Google Earth软件的遥感图像及其测量工具Add 

Polygon Ruler工具内的Polygon功能Show Ruler

获得目标城市建成区内的乔-灌-草复层结构与草坪

单层结构面积比例数据。

ETo：在 CLIMWAT2.0 中导出需要的气象站

点数据，选择 16 个城市城区气象站点，“Export 

selected stations”导出气象站点数据，用 ETo-

caculator 计算 ETo，“Export results”-“Export 

climate files”，得到所选气象站点一年中每月的

ETo。PF 参数的确定：根据现有的城市植被 PF 参

数研究结果来确定 [6]。

2.4 城市化进程中需水量预测

中国城市建成区绿地从1978年起正式恢复建

设，1996年步入正轨，开展了绿地相关的统计。长

三角城市群于1997年正式形成。因此，本文根据

1997年到2011年城市统计年鉴关于城市化，建成区

面积，绿地面积等数据预测绿地需水量变化。

3. 结果与讨论

3.1 园林管理绿地水资源现状

根据16个城市园林绿化管理网站数据以及园林

管理部门调查结果显示，目前长三角地区城市绿地

主要消耗水资源为饮用水，中水灌溉园林绿地仅在

上海市及南京部分住宅小区实施；宁波市约10%的

绿地采用河水灌溉。园林管理养护班组调查显示，

绿化浇水500-10000 t/ha/yr不等。园林植物养护

用水量不足，尤其是高温干旱天气。树木死亡率约

为2-5%。 

养护成本：普通公共绿地2011年每年每公顷

的定额是19094元，常绿草本是19697元，行道树

根据胸径不同定额不同，40cm以上每年每棵3元，

25-40cm为1.5元，15-25cm为1.12元，10-15cm为

0.74元，10cm以下为0.38元。

浇水频率：长三角城市群浇水主要集中在7-8

月份。春季10天一次，夏季隔天浇水1次，或一天

一次，新建绿地1天二次，5，6月排涝，冬季半月1

次。除去雨季半个月左右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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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需水量 

根据评估，长三角地区乔、草覆盖需水量最高

月份出现在7月，分别为68.1mm和108.9mm，最

低月出现在2月，分别为5.8mm和9.3mm。乔灌覆

盖每年需水量为454.0±14.5mm，约为草坪每年需

水量的62.5%（726.3±23.2mm）。16个城市中嘉

兴市和绍兴市建成区植被需水量与其居民用水量相

当。2011年YRD建成区植被水需求为3.5405亿m3 

(2.12×103 m3/ha/yr)，相当于2011年城市居民用

水量的12%（表1）。景观的用水量高已被许多研究

所证实[7]。为此，已经有利用中水和雨水替代饮用

水的考虑和措施。

3.3 伴随城市化的预测

情景分析一：假设绿地面积不增加，仅考虑

树木生长。16个城市绿地中，单一草坪占的比例

9-62%。随着树木增长，单一草坪覆盖面积将减

少，树木覆盖的增加，需水量将降低40%左右。假

设到2050年，单一草坪减少为现在的一半，则需水

量将比现在低20%左右。如果绿地面积不增加，随

着树木生长，需水量将缓慢降低。这一结果与预测

干旱地区居民区绿地用水需求的研究结果[6]一致。

情景分析二：假设绿地结构和组成与现在保持

一致，仅考虑绿地面积的变化。从1997年到2011

年，长三角地区绿地面积以每年10.54%的速度增

长，绿地覆盖率3.18%增长。2009-2011年绿化覆

盖率由之前的快速增加，趋于平稳，16个城市的绿

化覆盖率在40%左右。如果按照过去15年的绿地面

积增长率情形，绿地用水量将以10%左右的年增长

率增加。长三角城市群仍处于建成区面积扩大的时

期，因此，情景二的假设更符合实际情况。根据绿

地面积以10.54%的速率增长，预计到2016年绿地需

水量为2011年的1倍。

3.4 绿地水资源管理策略

根据调查，长三角地区用水主要为高质量的饮

用水，灌溉管理较为粗放。虽然替代饮用水实施存

在困难，但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来自废水再生系统

的教训表明新的用水基础设施的采用与否取决于公众的接受

度。废水利用还存在健康的风险以及影响植物生长的可能

性，并不适合广泛使用。目前长三角城市群地区，不仅人口

高度集中，城市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且地下水位明显下

降，面临严重水资源紧缺和城区洪涝灾害增加的困境，现正

在推出的雨水利用是减少水消耗和降低城市内涝风险双赢

的手段[1]。同时，可以提高绿地的生态功能服务。绿地雨水

利用在德国已经成功应用[7]。近年来，城市内涝问题日益凸

显，公众的普遍重视，正是绿地雨水利用的好时机。

雨水利用不仅带来社会、生态收益，还将带来可观的经

济收益。长三角城市群区域饮用水价格为1.8元/m3。如果饮

用水被替代，则绿地管理中灌溉的定额可以由现在的19094

元/ha/yr，再减少25%。园林植物养护用水量不足，按照本

调查中的高温天气树木死亡率为2%估测损失，结合城市绿地

生态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的梯度分析研究，城区绿地提供的

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为124052元/ha（本研究组待发表

数据）。如果在高温干旱天气能够有充足的水资源，以2011

年为例，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将避免损失4.14亿元。充足的水

资源保障，可以更好地发挥绿地的生态作用。 

雨水回收替代饮用水的实施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季节

变化和城市的高异质性。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城市绿地需

水量存在季节不均衡性，长三角地区乔、草覆盖需水量最高

月份出现在7月。在降水方面，5-6月内涝。以杭州为例，城

市绿地需水量为1084.46mm，降水量为1359.9mm。对于绿

地而言，全年降雨量可满足需要。但是由于经过人工改造的

城市下垫面不透水面积急剧增加，强烈改变了自然水分循环

过程，促使情况发生复杂变化。应先建立示范区，上海市等

大城市是发展的重点。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讨论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中伴随城市化进程的绿地

需水问题。结论表明城市绿地消耗饮用水资源强度大，增长

快，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促城市绿地与水资源

可持续发展，需要更长时间的跟踪调查、采用地理信息系统

以及模型等做更深入的研究来估计需水量和替代饮用水的潜

力。这个模型应该包括支持系统，绿地分布的特征，空间

分布和季节的变化，可替代饮用水的资源的储存、运输成

本，及收集的数量和位置。管理部门应记录绿地实际用水

情况，为其水资源管理提供决策参考，此外还需要相关的

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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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长三角地区城市绿地灌溉用水与居民用水消耗比较

城市
绿地面积
（hm2）

居民水消耗 
(106 m3)

绿地灌溉水
(106 m3）

绿地灌溉水
/居民水消耗

常州  7302  85.07  13.31  15.65

杭州 17336 223.84  28.24  12.62

湖州  4096  34.91   8.79  25.19

嘉兴  3864  20.67   8.43  40.78

南京 28329 868.30  55.70   6.41

南通  5749  86.83  13.20  15.21

宁波 10863 133.05  24.73  18.58

上海 38172 969.93  94.56   9.75

绍兴  4523  24.06   8.45  35.11

苏州 14195 171.00  31.94  18.68

台州  4921  61.70   9.37  15.19

泰州  2747  24.08   6.45  26.79

无锡 12311 134.99  25.26  18.71

扬州  5354  59.82  10.21  17.07

镇江  4813  38.10  10.32  27.09

舟山  2163  17.46   5.09  29.14

总计 166738 2953.81 354.05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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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的运河与大运河

中国大陆的地貌是西北高、东南低，主要河流

皆发源于西北而流向东南，海河、黄河、淮河、长

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皆为东西向，仅凭自然河流无

法解决南北向的水运交通问题，为了达到南北交通

的目的，开凿人工运河就成为急迫的需求。这种人

工设施被称之为沟、渠、漕、河、运河等。

与天然水道相比，利用运河能够通过尽可能简

捷的线路沟通目的地，通过航运和水利工程设施控

制水量和流速，通过配套的管理系统确保其服务于

特定目的，因此获得统治者的重视。开凿跨流域的

人工水道、建立可控制的庞大水路运输系统，就成

为古代王国、帝国巩固其统治、实现扩张和发展的

重要手段。沟通江淮的邗沟、沟通黄淮的鸿沟水系

等早期区间运河的开凿和利用，都通过完善内河航

运系统，为古代实现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

流作出了突出贡献。

悠久的历史造就了诸多运河，但“大运河”则

通常特指隋唐时期的东西大运河和元明清时期的南

北大运河，均为帝国漕运要道。东西大运河从洛阳

向东，过江南，通三江五湖至杭州。南北大运河即

为自北京到杭州的、今人所称的“京杭运河”。在

淮河以南，南北大运河继承了东西大运河，线路基

本一致。此外，近年来开展的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

作将浙东运河也纳入大运河遗产体系，

大运河各段河道分段凿成，时有兴废。依据历

史时期大运河的分段和命名习惯，总体上分为通

济渠段、卫河（永济渠）段、淮扬运河段、江南

运河段、浙东运河段、通惠河段、北运河段、南

运河段、会通河段、中河段，共10大河段。1855

年黄河改道，黄河以北运河因无水源而干涸，河

漕基本终止。之后，陆路和海路成为交通、运输

的主要方式。大运河各段次第荒废，曾经认为现

存的仅有济宁至杭州段。2008年至2011年，通过编

制大运河遗产地市级、省级、国家级三阶段保护规

划，一个建立在历史和考古研究基础之上的新的认

识得以建立：大运河从春秋至清代的历史格局基本

是完整保存的，主线河道（含遗址）的留存比例约

为85%。

北京至杭州的京杭运河一线河道和遗址基本完

赵云 / Zhao Yun

整：济宁以南河道连续，局部新航道与老河道并

存；北京、天津、河北境内也仍有连续河道，并

且发挥着重要的水利功能；山东境内的大运河不连

续，但根据现存的间断的河流与已调查确认的河道

遗迹，仍可判定出元明清三代大运河的主要线路和

完整的演进历史。 

洛阳至淮安的通济渠一线河道约存1/3，遗址呈

点状分布：河南商丘以东至淮安现存连续河道及遗

址，已经通过考古勘探确认；洛阳经郑州、开封、

至商丘之间，受历史上黄河摆动冲刷影响，河道遗

址难以完全确认，但通过局部留存的驳岸、桥梁和

古河道遗迹，仍可明确通济渠的大体线路。

洛阳至临清的卫河系由历史上的白沟、永济

渠、御河相继演进形成。 

从杭州至宁波的西兴运河、山阴故水道、虞余

运河、慈江、刹子港等河道，与曹娥江、姚江的部

分段落一起构成了历史上浙东运河的主线。

2 大运河杭州段遗产概况

杭州之重要，首先在于它位于东西大运河、南

北大运河共有的关键河段——江南运河的端点。同

时，它还是浙东运河的西端所在。故按当前的习惯

称谓，杭州正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

河三大运河系统的交点。

因此，大运河杭州段成为中国大运河遗产构成

中不可或缺的一段。而且因其涉及三大运河系统，

中国大运河遗产构成的复杂性也在杭州段表现得最

典型，其具有的活态遗产、文化线路、文化景观、

大型遗址等属性均可在此得到解读。

2.1 大运河杭州段的运河水工遗存

构成中国大运河遗产的遗产要素分为运河水工

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三大类 。

运河水工遗存是构成遗产价值的核心内容，是

大运河建造、运行和演变历史的根本物质实证，它

包括河道遗存，湖泊、水库、泉等水体遗存，水工

设施遗存三个子类。其中，河道遗存是大运河遗产

技术、经济价值的最直接的载体，也是其他遗产要

素价值得以确认的基础。

杭州境内大运河的开凿可上溯至公元前210年前

后，秦始皇下令在今嘉兴和杭州之间修筑陵水道以

【摘  要】大运河杭州段涉及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三大运河系统，是中国大运河遗产构成中
不可或缺的一段。中国大运河遗产构成的复杂性在杭州段表现得最典型，其具有的活态遗产、文化线路、文
化景观、大型遗址等属性均可在此得到解读。

【关键词】中国大运河；大运河杭州段；遗产构成

Abstract: The Hangzhou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involves three canal systems which are the Grand Canal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Beijing Hangzhou Grand Canal and Zhedong Canal, i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s Grand 

Canal Heritage constitute. The complexity of the the Grand Canal heritage in Hangzhou is the most typical, which 

has the nature of living heritage,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landscape, large sites and other properties can be 

interpreted in here.

Key words: China’s Grand Canal; Hangzhou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onstitution of heritage

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杭州段的遗产解读
Interpretation Of Hangzhou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拱宸桥（孙小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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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西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由会稽内史贺循主

持凿通的从绍兴西郭至萧山的西陵运河 。这两段水

道分别演进形成江南运河杭州段和浙东运河杭州段

的今日格局。

江南运河杭州段北接嘉兴段，经吴江、镇江通

达长江，南至钱塘江，主线河道包括上塘河、下塘

河、杭州中河-龙山河，支线河道包括余杭塘河、

奉口河，这些河段共同展现了始凿至今江南运河杭

州段的航道建设和变迁的完整历程。由于运河线路

规划充分考虑了地形、水源条件,并巧妙地运用支

线河道工程，与江南水网密布，城镇密集的环境相

辅相成，各段河道都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反映了古

代高超的工程勘察、设计、施工以及后期管理技术

和能力。从隋代至清代（公元7-19世纪末），它一

直是中国历代政府通过大运河从江南地区收集和汇

聚漕粮的重要通道，为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它也滋养了美丽、富

饶、文化厚重的杭州。

浙东运河杭州段即钱塘江以南的西兴运河，是

浙东运河的最西段，向东通山阴故水道达上虞、宁

波。历史上，此段河道有完善的水量控制工程，保

障了航运的长期稳定运行。西兴运河有如大运河向

东海岸伸展出的手臂，将宁绍平原纳入胸怀，并为

河海联运、接轨内外贸易、中外文化交流创造了条

件。

大运河杭州段沿线的水工遗存包括桥、闸、纤

道等。其中最著名的是两座高拱石桥——拱宸桥、

广济桥，是大运河沿线众多桥梁中的杰作，体现了

古代中国桥梁工程设计与施工的卓越水平。高拱石

桥采用预应力的施工方式，使桥拱负载更大、变形

更小。采用剪力墙结构以抵抗变形应力，采用榫卯

构造而非粘合剂进行砌筑以适应微小变形的需要。

拱券薄到非常大胆的程度，如拱宸桥拱石厚度只有

30cm。桥梁中孔跨度都在15m以上，通航净空大，

利于大货运量的船只通航。除工程上的意义外，古

桥也造就了两岸的聚居地并发展为独特的运河景

观，如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塘栖历史文化街区，分

别与拱宸桥、广济桥相依相偎，是大运河沿线典型

的人文景观。

2.2 大运河杭州段的运河附属遗存和运河相关遗产

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是构成大运河遗

产价值的重要内容。

运河附属遗存包括配套设施遗存、管理设施遗

存和沉船遗址等其他附属遗存三个子类。杭州段大

运河的运河附属遗存包括富义仓、杭州凤山水城门

遗址、水利通判厅遗址、洋关旧址。它们是大运河

运行历史和运输管理方式的实物证据，是大运河遗

产经济、社会价值的独特见证，并为理解运河水工

遗存的价值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信息。如始建于

公元13-14世纪（元代）的杭州凤山水城门是位于

杭州中河-龙山河上的古代水城门，扼守江南运河

通往钱塘江的水道；建于19世纪末（清代）的富义

仓，是运河沿岸保存较完整的古代城市公共仓储建

筑群，见证了历史上米市、仓储和码头装卸业等经

济业态曾经的发展、繁荣。

运河相关遗产包括相关遗产点和相关历史文化

街区两个子类。其中，相关遗产点包括相关碑刻、

古建筑、古遗址、近现代建筑与史迹等。杭州段大

运河相关遗产包括乾隆御碑、通益公纱厂旧址、杭

州拱宸桥西历史街区、闸口白塔、杭州仓前粮仓、

西兴过塘行。它们对于大运河建造、运行和演变历

史具有重要的佐证作用，也为理解和深化运河水工

遗存、附属遗存的技术、经济、社会、景观价值提

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信息。如位于现京杭运河（杭

州段）主航道西岸、依托拱宸桥作为水陆交通要道

的地域优势而形成的杭州桥西历史街区，传统街巷

有桥弄街、桥西直街、如意里、吉祥寺弄、同和

里、敬胜里、通源里等，其发展历史是运河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大运河孕育的民众生活、商

业活力，记载着运河沿岸的历史场景，充分证明了

杭州段大运河对运河聚落的格局与演变的重大影

响。

2.3 大运河杭州段的背景环境

网状的河系、密集的聚居是大运河杭州段区别

于与其他城市大运河遗产景观的主要特征。

在两千多年的发展治理过程中，大运河杭州段

河道不断优化，形成了不同时期河道线路并存的网

状体系。运河网络所带来的经济、物质和文化的交

流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网络的形成。城镇

及其所具有的众多物质文化遗存更进一步丰富了运

河景观和运河文化。

3 世界遗产视野下大运河杭州段的遗产价值

3.1 大运河杭州段对大运河世界遗产的价值支撑

大运河以系列提名的形式，依据标准(i)、(iii)、

(iv)、(vi)列入世界遗产。大运河杭州段涉及大运

河世界遗产的两个组成部分——江南运河嘉兴-杭

州段和浙东运河杭州萧山-绍兴段，其遗产价值通

过以下属性得以体现：作为帝国漕运线路的端点所

在，支撑、展现了隋唐宋、元明清两次大贯通时期

漕粮运输系统的格局、线路、运行模式；其自身

线路、形态和功能的变迁，见证了江南运河和浙东

运河自春秋至今清晰、完整的演进历程；显示了传

统运河工程的创造性和技术体系的典范性；展示了

对中国或区域文明持续的、意义重大的影响——包

括历史上大运河的用途和功能、以及延续至今的贡

献。

3.2 大运河杭州段的真实性

依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和《奈

良真实性文件》，大运河的真实性与下列特征相

关：各项遗产要素的外形和设计、材料和实体；当

前有实用功能的遗产要素的用途和功能；各组成部

分的位置和布局、精神和感觉。

就大运河杭州段而言，重点是如何理解河道遗

存的真实性。纳入世界遗产的大运河杭州段中，现

京杭运河为三级航道，杭州塘为4级航道，历史功

能仍在延续、但河道断面、平面形态和堤岸材质却

发生着持续的变化，总体趋势为加宽、加深、岸线

取直或局部硬质化；杭州中河、龙山河尺度变化不

大，但已不具备运输功能；上塘河为6级航道，但亦

已不具备运输功能，同时外形和设计也改变较大；

西兴运河的一段现已为遗址。上述特征表面上相互

西兴运河（赵辉 摄）

大运河遗产分布图 江南运河嘉兴-杭州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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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无法统一，但却反映了一个共同的、内在的

价值规律：由于运河遗产具有不断演进的特性，与

当前需求相适应的变化本身就构成运河遗产价值的

一方面。因此，河道功能的真实性，正是体现在适

应于当前的社会需求而调整的功能上的动态性和适

应性。河道的外形和设计、材料和实体的真实性，

正是体现在它们的现状和清晰的历史发展过程共同

显示了适应需求时维持原状和不适应需求时调整变

化的规律。

3.3 大运河杭州段的完整性

大运河杭州段的完整性，除自身所含要素保存

的完好程度外，更重要的是在对大运河这一系列遗

产整体构成的完整性的贡献，具体体现在：

3.3.1 支撑了遗产格局的整体性

大运河杭州段所包含的水工遗存和附属遗存位

于漕运始发点，支撑了整个运输系统的空间格局和

基本框架。水工遗存包含基于系统、详细的资源调

查成果而确认的历史时期的主线河道和水工设施，

是大运河十大河段中两大河段的代表，勾勒出各重

要历史阶段、重要节点地段的大运河线路，展现了

大运河作为漕运通道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3.3.2 展现了遗产演进的完整性

遗产要素中，有的持续在用、有的废弃、也有

一部分为考古遗址，真实而全面地代表了大运河遗

产目前复杂多样的保存状态，展现了大运河自春秋

时期创建，隋唐至明清持续兴盛，近代衰落，现代

逐步复兴的演进历程。

3.3.3 体现了工程技术的典范性

水工设施中，尤其是两座古桥梁，是大运河沿

线众多水工设施中遴选出的代表性遗存，体现了

传统运河工程的创造性和技术体系的典范性。它

们和其他水工设施一起，构成了基本上涵盖农业

社会背景下、传统运河工程设施的全部类型。如

果说，大运河是农业文明时期水运水利工程的百

科全书，那么，杭州的拱宸桥和广济桥无疑是其中非常精

彩的重要篇章。

3.3.4 证实了持续不断的影响力

大运河杭州段的遗产要素与古碑刻、古文献、古舆图等

史料中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从而证实了历史上的大运河服

务于漕运、为建构帝国文明的框架提供支撑的作用。同时，

大部分遗产要素至今仍有在用功能或被再利用、展示，体现

了大运河延续至今的在促进工业发展、实现水资源调配、保

障农业、城市安全、旅游等多方面的贡献。此外，大运河杭

州段的相关遗产包含了运河沿线地区最典型的与运河伴生的

历史文化街区，通过其与大运河在空间和精神、情感方面的

联系，在用地、景观和文化等方面显示了水路运输对于区域

发展的巨大影响。

4 关于大运河杭州段遗产保护利用的思考

保护大运河，需要基于对其价值的理解来恰当地管理它

的动态演变过程。从保持和增强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角度来

看，有效保护大运河杭州段遗产，至少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

面：

根据遗产要素对遗产整体价值的支撑价值作用进行分

类，在此基础上确定不同类型遗产要素的真实性和保护需

求。对于具有不断演进的特性的遗产要素，应将与当前用

途和功能需求相适应的变化理解为构成运河遗产价值的一方

面，并以维持与当前用途和功能需求相适应的演进规律为基

准建立保护管理策略。

从“整体保护”出发，关注那些自身价值非常突出但目

前又未被列入世界遗产清单的运河遗产，如闸口白塔、洋关

旧址、通益公纱厂旧址、水利通判厅遗址、塘栖镇历史文化

街区等，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和要求推进相关保护管理

工作。

此外，由于大运河杭州段在地理位置上的独特性、遗产

构成的复杂性和遗产类型的丰富性，应该说，在大运河遗产

利用、阐释、展示方面，它面临的挑战最大，潜力也最大。

相信杭州的探索，将为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之后，亟待

解决的展示利用、服务公众问题提供优秀的范例。

双峰插云（于广明 摄）

【注】                                                            

[1]  依据《中国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

划》，最终确定的中国大运河遗产共 364 项，

纳入世界遗产的大运河点段共 85 项 .

[2]  后梁乾化二年（912 年），吴越王钱镠改西

陵为西兴，西陵运河也改称西兴运河。南

宋乾道年间（1165 ～ 1173 年），西兴运河

经疏治后，与山阴故水道连通，成为浙东

运河的重要段落 .

[3]  宋代以来，来自高丽、日本等到中国交流

的僧人大多由这条水路进入中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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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论述了大运河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从品质保护与提升的视角总结了杭州运河环境综合整治的
实践，评估了原有目标的实施情况，对运河杭州段成为世界遗产后，进一步开展品质保护与提升工作提出了
建设性思路。

【关键词】品质保护与提升；京杭大运河；综合保护整治；杭州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and Can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and summarizes the 

practice of Hangzhou Grand Canal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the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te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quality; evalua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riginal goal; puts forward constructive idea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quality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work after Hangzhou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became world 

heritage.

Key words: quality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Grande Canal;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Hangzhou

世遗时代:杭州运河品质保护与提升的思考
The Era Of World Heritage: Thinking Of Protecting And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Hangzhou Grand Canal

汤海孺 / Tang Hairu

亚里斯多德说：人们到城市来，是为了寻找更

好的生活。城市发展的本质是满足市民的生活，

让生活更美好。杭州有着山青水秀的环境基质、精

致和谐的历史传统、丰厚多元的人文底蕴和潇洒自

如的生活态度，历来追求生活品质。新世纪以来，

杭州以提升生活品质为主线，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

措和开展了运河环境综合整治等重大工程，使人民

群众的生活品质有了显著的提高，也保护了历史文

化，西湖、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我们有必要回顾大运河与杭州的关系，正

确认识大运河对城市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做好运河

的品质保护与提升工作。

1 大运河是杭州“城之命脉”

1.1 大运河是杭州的母亲河

京杭大运河途经18个城市，它与长城一样是我

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工程。如果说长城是凝固

的历史，那么，运河就是流动的文化。它被誉为

“古代文化长廊”、“古代科技库”、“名胜博物

馆”、“民俗陈列室”，是中国悠久历史文明的最

好见证，不仅在中国是独一无二，对人类历史发展

的作用也为世界所公认。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正式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大运河不仅是“国之瑰宝”，更是杭州的“城

之命脉”。杭州因水而生、因运河而兴。大运河是

杭州的母亲河，它对杭州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概括来讲，它是杭州文化之源，产生于运河

生活的运河文化是最接地气的市俗文化，是追求高

雅、精致的西湖文化的有力支撑。运河穿城而过，

与江海贯通，构成杭州水城的脊梁，它是杭州水城

之脊。它是杭州成长之轴，承载了杭州农耕文明、

工业文明的发展，留下了杭州从西湖时代迈向钱江

时代的足迹。

1.2 大运河城区段的兴衰记录了城市发展的历程

随着城市功能的变迁，运河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对杭州城市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一是

自隋唐至南宋、元明清的形成与发展期，承担了官

办漕运的国家“高速公路”、南北运输大动脉的作

用，孕育了沿岸市镇发达的工商业、手工业、仓储

业。吴越时杭州已成东南名郡，至南宋定都，更成

为第一都市。大运河城区段承担着航运、取水、排

污、泄洪等城市功能。二是运河的功能变迁与工业

化时期。自民国至改革开放，铁路、公路兴起，水

运功能被分流，运河沿岸工厂密布、码头林立，运

河成为杭州工业仓储发展重地和工人集聚地。上世

纪70年代末期以来，运河水体鱼虾绝迹，达到劣五

类，严重影响到运河地区的生产和生活，使运河地

区逐渐沦为低收入阶层聚居地。运河也由“城之命

脉”渐渐成为“城市背后的河流”。三是运河的治

理与城市的转型期。改革开放后至二十一世纪初，

由于市场激烈变化，运河沿岸企业搬迁转移。同

时，杭州市政府北迁至武林门和拱墅区政府北迁至

拱宸桥，带来居住、商业功能北上，运河地区由工

业区转型为综合性城区。随着货运功能将绕至规划

的运河二通道通行，运河城区段将从以航运为主的

河流演变成以生态、休闲、居住为主的河流。这就

要求强化生态、文化、休闲、商贸、居住功能，弱

化水利、航运功能，淘汰排污功能。

2 运河整治坚持品质保护与提升

品质保护与提升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修

复。即原有的品质已遭到破坏，需要通过修复工作

恢复到原貌或原有状态。二是保护。即对未受破坏

的品质进行维护，以保持原有品质的原真性。三是

提升。即对原有品质通过环境改善、细节改进、内

涵充实进行提升，以增强品质的魅力。只有针对品

质保护与提升的不同层面的要求，进行综合整治、

综合保护，才能真正实现品质保护与提升的目标。

开展大运河品质保护与提升，把握以下四项原

则：

一是突出三性，就是在保护中突出“历史的原

真性、风貌的完整性、生活的延续性”，实行有品

质的保护。反对造假古董，实行有依据的保护，强

调成街区的风貌保护。这是弘扬传统文化延续历史

文脉的必然要求。

二是积极保护。就是以保护为目的，以利用为

手段，通过适度利用，达到真正的保护。以保护为

目的，就是对老城、对所有的历史文化遗存要应保

尽保；以利用为手段，就是老城和历史文化遗存是

有生命的，文物是流淌的历史，必须适度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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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只有通过适度利用，才能体现“生活的延续

性”，实现真正的保护。只有适度利用才能打开保

护与发展这对矛盾的死结。同时，手段与目的的关

系不能倒置。

三是综合整治。品质保护与提升事关运河保护

建设的方方面面，而且是环环相扣，单就某一项进

行保护建设，都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进行全

方位、多角度、系统性的整治。例如水质整治就不

能单就运河论运河，它事关运河水系沿线的污水治

理、引配水调度。文化的保护也要与环境的整治、

居住条件的改善，结合起来综合考虑。

四是把握重点。运河的品质保护虽然涉及面很

广，但是只要抓住了重点，品质保护就有了方向，

工作就能顺利开展。这个重点就是以水功能为基

础、以水文化为核心。以水功能为基础就是以治污

为本、完善水功能品质，作为品质保护的基础。水

功能没有改善，品质保护就缺少了前提条件。以水

文化为核心就是将挖掘、保护、传承运河文化作为

品质保护的核心。水文化搞好了，运河的特色、品

质才能体现出来。

3 运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主要内容

二十一世纪初，面对城市发展的新要求，大运

河地区的转型发展面临着六个方面的挑战。即城市

功能由工业区向综合城区转型的挑战；运河市区段

功能从航运向生态、休闲功能转型的挑战；根治

水体污染的挑战；景观环境改善的挑战；创造就业

机会、恢复城市活力的挑战；传承运河文化、塑造

地域特色的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根治运河水污

染，杭州市从1998 年开始进行大规模截污纳管，之

后开展了运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从生活品质的五

个维度开展以下行动：

3.1 提升环境生活品质

一是修复水功能品质，满足水生态、水安全、

水循环要求。外源污染控制与内源污染治理相结

合，通过截污纳管、杜绝污水直排河道，除去工业

污染底泥，实现“清水”。通过引钱江水入城实现

“活水”，通过结合生态与景观要求的防洪排涝工

程实现“安水”。

二是提升水景观品质，让滨水空间增添魅力。

所谓水景观品质是指水岸沿线由绿地、建筑、植物

等自然与人工空间所组成的空间景观所达成的景观

效果。实施了“清退、开放”、“绿化、绿道”、

“亲水、亮灯”和“控高、可达”等措施。即开辟

滨水公共开放空间，增设活动、休闲设施，建设亲

水平台和步道，实施亮灯工程，控制滨水区建筑高

度，增加滨水岸线的可通性，有效地提升了水景观

品质。 

3.2 提升文化生活品质

一是保护和提升水文化品质，让运河更有灵

气。所谓水文化品质是指与河流相关联的文化特

性、历史文化遗迹、传说故事等；它是运河的灵

魂。通过遗存载体、水岸载体、水面载体、活动

载体等途径充分体现运河文化的内涵，包括治水

文化、用水文化、嬉水文化、消水文化、航运文

化、桥文化、坝文化、河岸建筑文化等内容。开

展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大运河两岸的船坞、码

头、庙宇、民居，以线状或网状格局串联起丰富

的文化遗产群。杭州市区段运河沿岸留下来的传

统文化遗迹有杭一棉的高家花园、拱宸桥、富义

仓、小河直街、香积寺及古井、驳岸、埠头等。

对这些传统文化遗产按“历史的原真性、风貌的

完整性、生活的延续性”三原则，实行应保尽保

和有质量的保护。 

二是有机更新、保留历史环境。采取小规模、

渐进式的更新方式，挖掘沿线历史文化遗存，尽量

保留运河地区原有的历史信息，包括老建筑、老构

件和原住民。同时，让老建筑延年益寿、让原住民

改善生活品质。

3.3 提升经济生活品质

一是提升水经济品质。通过水功能品质、水环

境品质、水文化品质的提升，产生1+1＞2的叠加

效应，促进沿岸用地功能调整，吸引高端要素和综

合服务功能来此集聚，打造运河国际旅游休闲区、

运河创意园和运河商务区“三位一体”的城北经济

增长极。从2005年起，利用老厂房发展文化创意产

业，使老工厂迎来春天，相继形成了以Loft49、智

汇园、A8艺术公社、唐尚433、丝联166等为代表的

一批由工业遗产重生而成的创意产业集群，丰富了

城北的产业业态，也扩大了旅游休闲的空间。在大

关路两侧规划建设运河商务区，发展总部经济，并

与运河创意园区和运河国际旅游休闲区互相助益，

共同发展。 

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平衡。 

通过将运河边的土地出让收益归运河集团使用，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土地

出让产生的收益，成为运河保护更新建设以及危旧

房更新的主要资金来源。保护工程使得运河变清变

美，带动土地升值，形成良性循环。

3.4 提升社会生活品质

鼓励外迁、允许自保的更新政策。这既妥善解

决了居民搬迁及危旧房改善问题，又延续了历史建

筑中的原住民风情，传承了历史文化，深受百姓欢

迎，成为杭州城市发展的新亮点。如小河直街最终

有60％的居民选择自保，将来可以在整修一新的古

运河边继续过“枕河而居”的生活。

3.5 提升政治生活品质

问计于民、还河于民的人本措施。运河综合保

护过程中十分注重发扬民主，尊重民意，坚持“以

人为本”、落实“四问四权”，即“改不改问情于

民、改什么问需于民、怎么改问计于民、改得好不

好问绩于民”，通过入户协调、广集民意、公示听

证等工作途径，充分调动居民的主动性、积极性、

创造性，让居民在参与中理解、在参与中支持，真

正做到改善为人民、改善靠人民，改善成果由人民

共享、改善成效让人民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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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运河地区已基本完成由重工业基地向

品质居住、生态休闲、创意产业新兴城区的华丽转

变，重现了“十里银湖墅”的盛景。

4 世遗时代，运河品质保护与提升的对策措施

中国大运河成功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只

是表示国际组织对我们保护遗产工作的认可，并不

意味运河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结束。相反，我们要

按照世界遗产保护的标准提高保护要求并提升沿岸

地区的建设品质。

4.1 目标实施评估

运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开展时曾提出了三大目

标：还河于民、申报世遗、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

对照此目标，从品质保护与提升的要求来看，除了

目标二已经实现外，另二个都还存在问题与差距。

从目标来看，任务还未过半。尽管运河沿岸生

活条件改善了，景观环境提升了，但两岸开敞空间

完成度仅约40%，其中主城区70%。公共设施及基础

设施建设主要集中在拱墅区，覆盖面还不够广。水

质有提升，但下游段水质仍较差，部分断面的水质

在6－10月份受引配水量减少的影响，为劣五类。部

分地段滨水建筑体量失控，加剧了挤迫感，降低了

空间的环境品质。区域建设不平衡，存在主城区较

快、余杭区较慢、南强北弱的状况。炼油厂、小河

油库未搬迁，影响功能调整的实现。

从目标三来看，任务还很艰巨。目前已开通了

水上旅游线，形成了以四大历史街区和塘栖古镇为

重点的旅游产品及多样化的旅游交通体系。但是，

旅游资源除拱宸桥地区外，比较分散、单薄、独特

性不强，旅游服务配套设施还显不足，节庆活动还

不够丰富。要成为世界级旅游产品，任务的确还很

艰巨。

4.2 目标修订

站在世界遗产的新起点上，对运河整治的现有目

标需要加以修订。建议结合“美丽杭州建设，打造

美丽中国先行区”的总目标，将目标一修订为“滨

水城区转型发展样板区”，发挥活力运河加速转型

的带头作用；将目标二修订为“世界遗产保护与利

用实践区”，发挥遗产运河保护与建设双赢的示范

作用；将目标三修订为“国际滨水旅游休闲区”，

发挥休闲运河高品质的引领作用。以“一河三区”

定位进一步明确运河品质保护与提升的要求。

4.3 行动措施建议

一是空间格局优化。建议按由江河交汇区、老

城片区、新城片区、余杭生态片区和古镇片区所

组成的“一带五片区”结构，进一步强化片区间交

通、功能联系，建设运河新城中心、运河大关和

西湖文化广场三个城市级中心，塘栖镇、管家漾、

运河文化广场、桥西国际旅游功能区和钱江金融城

五个片区级公共中心，完善运河沿岸地区的空间格

局。

二是生态环境维护。发挥滨水地区作为生态廊

道的作用，强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落

实运河沿线空间管制、景观控制，加强滨水防护林

建设，营造杭州标志性的滨水景观空间。要进一

步“清水”，加强水环境改善工程建设，特别要重

视住宅阳台洗衣机污水出路问题，开展面源污染控

制，对初期雨水进行截流、纳入截流管，或纳入小

区景观水系进行处理，采取建立水生植物群落、投

加生物菌落、放养水生动物，吸收营养物质的河道

生态化治理措施，实现水清流畅。近郊村落借助

湿地开展生态化处理，修复河道生态系统。要持续

“活水”，引入钱塘江水，并发挥三堡200秒公方

的排涝站的作用，平时向运河引水，暴雨时向钱江

排水，这样既提供运河的水源补给，也促使运河水

流动起来，达到清水和活水的效果。实施运河绿道

工程，完善沿岸绿地公园。维护城郊村落的生态风

貌，建设绿色社区、绿色建筑。在城区建筑密集区

段规划几条绿廊、绿谷，作为城市透气、通风、视

觉通廊。

三是人文传承弘扬。构建运河遗产廊道，按照

世界遗产的标准，加强规划、保护、建设的管控，

实施运河整体保护。构建连续的绿地系统、发达的

游道系统、丰富的人文系统、完善的解说系统。

鼓励现代文化的创新，与传统文化和谐共生。新增

的广场、建筑、花园要注意与传统建筑相呼应。要

努力体现运河品质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抓住核心节

点，打造文化景观集中区。包括位于运河中央公园

的工业文化展示区，位于余杭湿地片的运河民俗文

化展示区和隋唐文化展示区，吸引工艺美术师、文

化工作者等来此集聚，增设漂流书亭、公共艺术等文化设

施。借助网络平台，注重“非遗”传承。结合工业遗产保

护，发展创意产业。

四是产业转型升级。以由钱江金融城、运河新城和大运

河商务区组成的“两城一区”为核心，打造9大中心，带动

服务业发展。以工业遗产为载体，推动创意产业新的腾飞。

建设炼油厂地景综合体、银河埠商务综合体、管家漾旅游商

务综合体、浙陶创意园等文创产业空间。依托沿岸综合体，

发展各类商业业态，打响“吃在运河、游在运河、玩在运

河”的品牌，打造运河“24小时”创意生活带，使运河沿岸

重新成为杭州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五是旅游功能完善。注重中国元素、时尚潮流、文化都

市的生活体验，策划多样化、高水平的旅游产品，弥补自然

景观不足的短板。建设六大旅游节点，包括以“都市滨水休

闲、购物”为主题的钱江金融城及江河汇流区，以“文化交

流与名品购物”为主题的武林广场及西湖文化广场，以“文

化艺术展示”为主题的拱宸桥地区，建设国际手工艺坊；以

“休闲、创意”为主题的运河新城核心区，以湿地文化为主

题的余杭湿地片区，建设运河文化大观园；以水乡文化为主

题的塘栖古镇，建设古玩天地。开辟多种水旅游线路，策划

多种节事活动，带动旅游发展。

六是景观品质提升。坚持城市滨水空间开放共享，保证

公共性，打造最具魅力的滨水城区；既要满足防洪要求，更

要处理好滨水空间的亲水性；要以人为本，体现多样性，考

虑不同年龄、不同兴趣、不同层次的市民需求，让滨水空

间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天堂。结合运河沿岸地区城市设计工

作，加强对沿岸重要地区的城市设计和规划管控。尤其是要

制止违反滨水建筑高度前低后高的设置原则、建筑体量失

当、屋顶形式突兀、阻塞视觉空间、破坏空间品质的现象。

加快城中村改造，推动地区更新。开展运河村落整治，形成

独特的村落风貌。

5 结语

运河是沿河城市记忆的珍贵载体，运河与杭州城市发展

休戚相关。作为以“打造东方品质之城”为目标的杭州，需

要从保护城市的根和魂，推动城市转型、应对经济新常态，

发展消费经济、体验经济的高度来充分认识运河品质保护与

提升的重要性。以运河晋升为世界文化遗产为契机，继续强

化品质保护与提升工作，让运河更加流光溢彩、让滨水生活

更加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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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jiawu Tea Culture Village

梅家坞

梅家坞地处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西部腹地，位于云栖二公里的琅珰岭北麓山坞

内，四周青山环绕，茶山叠嶂。沿梅灵路两侧纵深长达十余里，有着“十里梅坞蕴

茶香”的自然秀丽风貌。曾接待过苏联、美国、越南、罗马尼亚、柬埔寨等国家元

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各地的友好人士。周恩来总理生前曾五次亲临梅家坞，关

怀和指导茶叶生产和发展。2003-2004年，杭州市政府组织综合整治梅家坞茶文化

村，整治古村风貌、恢复历史遗迹、完善基础设施，充分挖掘茶文化的文化内涵，

使之成为龙井茶乡农家休闲村落及龙井茶文化休闲观光旅游区。梅家坞茶文化村，

以“十里梅坞”自然山水环境为依托，以茶文化为底蕴，茶山、茶舍在青山绿水的

映衬下，美得像一幅山水画卷。村中古宅礼耕堂还原了晚清时的风貌，“礼耕堂”

三字由曾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三朝为官的张照题词，字形方正，笔力雄浑。

Meijiawu tea culture village, located in the west part of Hangzhou West Lake 

scenic area, to the South of Mei Ling tunnel and along the two sides of the Mei 

Ling Road stretches up to more than five kilometers, known as "Shili Meiwu". In 

2003,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Hangzhou West Lake Scenic Area organized and 

implemented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Meijiawu tea culture village, renovated 

and beautified the environment of Meijiawu village. The village has now become 

the largest zone of farmhouse leisure and tea culture tourism in West Lake scenic 

area. The old house Li Geng Tang was restored of late Qing Dynasty style; it easily 

draws peoples’ attention among the old fashioned buildings along the street. The 

three characters “Li Geng Tang” was written by a famous calligrapher Zhang 

Zhao in 18th Century, the strokes are very vigorous. Zhang Zhao was government 

official in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periods, the “On Yueyang Tower” in 

Yueyang Tower was also one of his works.（英文翻译：王圆）

钢笔画：张建庭  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 Zhang Jianting      摄影：孙小明 / Sun Xia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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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re" And Activation Of History
Shaping Of The Culture Landscape Of Hangzhou Zhakou Baita Park

赵鹏 / Zhao Peng

1 项目概况——钱塘江边多样遗存的“混

杂”存在

杭州白塔公园位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凤凰山

景区南部，钱塘江北岸、六和塔以西的白塔岭一

带。公园设计范围78万m2，整治研究范围95.6万

m2。

公园以“白塔”命名。始建于公元960年，作

为中国第一座楼阁式石塔，钱塘江与大运河交汇处

的白塔，在1988年被评定为“国家级文保单位”之

后，依然“陷落”在多达7万m2，以铁路站场为主

的各类建、构筑物的包围之中，“隔离”在杭州市

民和游客的视线之外。 

事实上，随着1906年浙江省第一条铁路的建设

和开通，仅仅相距20m之外的白塔能够“存活”到

今天就已经是件幸运的事情了。

白塔公园因此就不是个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公

园——这是一个以白塔保护为重要内容，以公园为

主要功能和空间组织方式的历史地段的有机更新项

目。它涉及了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业旧址及历史建

筑保护与利用、公园开放空间与城市旅游系统组织

等在观念和手法上种种思考。这其中，对基地文化

“质感”历史，及其活化
——杭州闸口白塔公园的文化景观塑造

【摘 要】江河交汇处的杭州闸口白塔地区，集中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包括白塔（960年）、铁路（1907
年）、大桥（1937年）、仓库（1950年）等。在地区复兴过程中，正确识别、理解、表现并活化地区独
特文化是白塔公园文化景观塑造的关键所在。设计首先沉入历史，明晰本地作为杭城物流历史演变原点的
文化地标价值；进而指出这种植根不同时代技术条件，产生于物流运输需要的历史文化所独有的“质感”表
现；最后通过遗产保护及符合遗产气质的文化景观创意塑造，切实启动场地文化。
【关键词】杭州白塔公园；文化景观；质感历史；历史活化；文化遗产；历史地标公园

Abstract: In Zhakou Baita Park, at the confluence of the rivers of Hangzhou, concentrate a large number of cultural 

heritages, including Baita (960), railways (1907), grand bridge (1937), warehouse (1950) and so on. In the 

regeneration process, recognition, understanding, expression and activation of the unique culture of the area is the 

key of shaping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Baita Park. First, the design integrates into the history, shows its value of 

cultural landmark as the origin of Hangzhou logistics history evolution. Then it points out the performance of texture 

of culture and history rooted from different eras, under different technology condition, and came out in the time of 

need of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finally by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creative shaping of cultural landscapes which comply 

with heritage temperament, effectively starts field culture.

Key words: Hangzhou Baita Park; Zhakou area; cultural landscape; texture of history; activation of history; cultural 

heritage; historic landmark park

1918年的闸口白塔与江墅铁路

资源的全面识别以及文化脉络的深入挖掘是所有设

计工作的基础。

2 项目设计——杭州经济地理版图上 的“坐

标原点”和杭州历史地标公园

2.1 资源识别与文脉梳理 

——资源识别

仔细阅读这片“混杂”场地，除了始建于960年

的白塔，还可发现更多的文化资源。包括：更早的

始于公元610年的京杭大运河最南端入江口——闸

口（未来我们将知道正是这一江河交汇处的根本地

位决定了本地区后来的种种变迁）；更有1907年建

成通车的浙江第一条铁路——江墅铁路——的南端

闸口站场；1930年曾列入计划的杭江铁路的北线选

线；1937年建成的第一条国人设计的钱塘江大桥；

以及包括杭州机务段、闸口货场在内的多处工业遗

产和五十年老建筑……

所有这些，都应是进行公园总体设计时须诚实

面对的历史，也是进行公园文化景观设计时的颗颗

“种子”。 

——文脉梳理

如何理解上述文化遗产的次第出现？答案仍然

要回到场地自身。

这就是白塔地区独特的江（河）、城关系所决

定的其在历代物流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钱塘江与大运河航运的发展，是古代杭州社会

经济繁荣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左江右河，是杭州航

运的基本格局，并促进杭州在唐以后成为江南重要

的水运中心与对外交流中心之一。江河交汇处的地

理条件更使本地成为要津中的要津。在南宋定都杭

州时，尤为如此——本地甚至出现了“白塔桥头卖

地经（一种交通图）”的专门生意。

而作为新生事物，到了铁路运输代替水路运输

的近代，杭州，也是浙江省的第一条铁路，长仅

16.7km的江墅铁路的南部端点链接曾经的水陆大码

头、落位本地，也就是件自然的选择了。

如此，看白塔地区的演变, 包括白塔的兴建、

白塔公园内的各类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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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单位的选址, 均离不开钱塘江、运河与杭州的

关系,离不开本地物流组织与杭城经济发展的关系, 

其最终所成就的基地—“杭州经济地理版图上的多

维时空‘坐标原点’”地位—— 既源于古时杭州与

钱塘江的水运, 也奠基了作为近代工业文明曙光的

铁路, 同时也直接刺激了钱塘江大桥的兴建。

2.2 主题构思与设计策略 

白塔因此就同其周边江河条件、铁路元素以及期

间的千年流变共同构成了一处杭州独特的历史文化坐

标（而不仅仅只是白塔自身）。白塔公园也因此就

成为“以国保单位白塔为核心、历代物流（水运与铁

运）演变为文化脉络、以历史建筑和工业遗存保护和

杭江园、大桥园；四区——纪念公园游览区、创意

产业区和其他两区的布局结构。

——主要景观营造

白塔园：重点在于做好本体保护及视廊组织和

高度控制工作。

在文化环境塑造方面，注意清理保护范围内的

建筑，移植掉雪松之类不符合文化性格的现有植

物。并特别增设白塔文化陈列室和南宋地经广场，

以艺术的传达历史的变迁，渲染白塔的历史身份，

下沉式的设置利于烘托白塔的表现力。

闸口园：重点做好杭州机务段等工业遗产的保

护和利用。设计将其中的两组大的历史建筑组合为

浙江省铁路博物馆，展示基地作为江墅铁路——浙

省第一条铁路，杭江铁路——民国建设的浙江东西

向大动脉的链接之地的独特价值。同时通过内部组

织视廊，外部叠加影像——来实现对白塔的尊敬与

友好。

杭江园：原先的堆场改造成绿地，其中较大的

“堆场”被设计成公园的儿童活动区。一侧由集装

箱改成的建筑进一步保留了货场气息。

保留的龙门吊“吊起”了一组新的休闲构筑

物，提供了东西观望的站点。六和塔到白塔的视廊

通道也顺势在铁轨两侧展开。

3 设计思考——“质感”历史的特别存在与文

化景观表达

3.1“质感”历史的特别存在

对比一般文化公园，杭州白塔公园的多数文化

要素千百年来是被排斥在“文化”之外的——以至

于早期规划的白塔公园关注的仅仅是白塔本身。

我们或许可以将历史文化的存在及感知方式简

单的分成两类。一类是符合“形式美学”的——可

简称为“视觉”历史——因此它们第一眼就会被关

注，并进入传播管道；还有一类是不符合“形式美

学的”——可简称为“质感”历史——它们需要被

辗转承认和接受、甚至仍被忽略。

利用为重点的一处杭城独特的历史地标公园”。

针对白塔公园多元的文化要素，设计还特别明

确了如下策略：

——以时运为纲

强调“原点空间”的坐标作用和对文化资源的

贯穿作用 

纲举目张, 串联历代杭州物流演变脉络, 活化

场地历史。

——以人文为核

强调文史空间的“在地”作用； 

通过对“在地资源的整理、盘活, 突出并强化

白塔及白塔地区的内在文化特质。

——以创意为基

强调创意空间的“活化”作用； 

包括对基地特征的深刻理解和创意表达, 通过

艺术空间和趣味空间的塑造, 激发、活化人与基地

的关系。

——以公众为本

强调公共空间的“融通”作用； 

通过连续公共空间设置来融同基地, 同时融入

新的功能,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以自然为底

强调绿色空间的生态及对多元文化资源的“中

和”作用； 

最终通过饱满的绿色空间来中和、亲和场地, 

实现场地的基本面貌的整合。

2.3 空间布局与景观营造

（Fig.5 白塔公园的功能分区与空间结构）

根据资源属性及可达性初步判断基地的公共属

性分区，形成“滨江公共文化游览带”、“山西生态休

闲服务区”、“山体生态观光区”、“山东创意产业及综

合整治区”——“一带三区”的“山”字形空间模式

和功能分区。

根据具体地段特点、文物保护及其他管制线而

有的建设控制分区、视廊要求、进一步形成：一

核——白塔核心；二带——东西向的文化游览带和

南北向的休闲服务带；四园——白塔园、闸口园、

闸口白塔——杭州经济地理版图的多维时空“坐标原点” 白塔与南宋地经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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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塔自身能够在第一时间就被关注，除了其曾

经的航标地位，更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符合形式

美学的存在——“闸口白塔是现存的五代吴越末期

仿木构塔建筑中最精美、最真实、最典型的一座，

因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摘自《杭州闸口白

塔》）。

白塔地区的其他文化遗存，特别是运河、铁

路、大桥、仓库等本就不是为了把玩而存在的——

无所谓比例、尺度的形式美感，更多是各种材料在

功能要求下的坦白组合。事实上不止是白塔地区，

所有跟生产劳动直接相关的都属于这种“质感”历

史。而它们也确实有着自身特别的“质感”。

白塔公园资源识别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对这种

“质感”历史的开放和感知。

3.2 文化景观的“质”与“形”

白塔公园文化景观设计的第一步，则存在如何

呼应这种“质感”的问题。

一个合适的选择仍然是回到场地自身。放弃对

形式的自我主张，而更加强调场地中原有器物和材

料的自然表现。 

包括仓库、机务段等建筑被更多的保留和积极

的对待。龙门吊、集装箱、老门牌等都被设计注意

并被组织到后期的场景中去。而更多表现原生材

料——包括石材、钢材、混凝土材料的独特质感的

方式也被大量使用。在这个设计中，形式是第二位

的。

在形式之外，“质感”历史需要更多强调场地

“质感”。 

我们希望可以用这种方式能够更顺利的呼应并

启动场地自身的独特气质。 

3.3 “活化”——文化的根本价值

除了对历史“质感”的揣摩之外，设计做的另

一个工作是对场地历史的“活化”。 

作为一个历史地段的有机更新项目，所谓“活

化”是对这种有机更新的更具表现力的说法。 

文化的静态表现会显得沉闷。这就需要通过一

些必要的、富有创意的设计表现，来启动场地原有

气质的表现，并彰显时代气息。 

如白塔陈列室的下沉设置既满足了相关规范的

要求，也为历史文化的展示赢得空间，自身的下沉

设置也自然呼应了某种历史情绪的表达。

而小火车的进入则一下就真的使空间运动了起

来，激活了曾经的过往。

其次就是具体保留建、构筑功能的活化。通过

一些主题休闲、创意园区、文化陈列等功能的置

入，最终丰满游赏行为、活化土地价值。

4 结论

文化公园的景观塑造离不开对基地文化资源的

挖掘和文化脉络的理解。也离不开对这些资源的创

意激活。

随着历史的演进，那些耀眼触目的“视觉”文

化资源大多已在第一时间被挖掘干净，剩下更多的

会是面对这些不具形式美感的“质感”文化资源。

设计首先需要沉入历史，正视基地全部的历史

文化信息，尤其是不要忽视这些“质感”文化的特

别存在，深入感受其特富“质感”的文化气息，并

通过遗产保护及符合遗产气质的文化景观的创意塑

造，切实激活场地文化。

杭州白塔公园在这个方面做了一定的尝试，在

柔美的西湖之外，为杭州提供了一处具有刚劲钱江

气质的新的历史地标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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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曾经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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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植物专类园是植物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槭

树科（Aceraceae）和杜鹃花科（Ericaceae）植

物都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杜鹃花科的杜鹃属

（Rhododendron）植物种类尤其多、观赏价值高，

是著名的观赏花卉，全世界有近900种[1]。杜鹃非常

适合建专类园，国内目前有10多个杜鹃专类园，国

内四川农业大学的邵慧敏对杜鹃园规划设计开展了

相关研究[2]。

国内以槭树建设的专类园并不多，调查情况如

下（见表1）。杭州植物园以槭树和杜鹃两个专类

植物进行配置，建设成槭树杜鹃专类园。槭树杜鹃

园建成开放于1958年，是杭州植物园首批建设的植

物专类园，位于杭州植物园北门和青芝坞之间，与

山水园相接，占地2.0hm2，以“春观杜鹃花、秋

赏槭红叶”的经典植物配置著称。为了展示杜鹃花

引种和育种成果，于1990-1992年扩建了杜鹃园，

由百草园西北的药用植物资源圃地改建而成，占地

3.0hm2，与槭树杜鹃园之间有玉泉景点相隔，栽植

杜鹃属植物20种、16个人工杂交组合及23个优良品

种[3]。

槭树杜鹃园建成年代久远，基础设施比较陈

旧，虽然具备一定的杜鹃花展示基础，但杜鹃花的

面积与数量对于举办杜鹃花展览来说还远远不够，

与国内新建的杜鹃园有比较大的差距（见表2）；而

且现有的两个园区相隔较远，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

专类园，为满足游客的游赏和科研科普的需求，急

需对槭树杜鹃园进行提升建设和充实提高。

侧大量增加杜鹃种类和种植面积，打造生态“杜鹃

谷”；调整和完善玉泉景点植物配置，通过不同方

式的杜鹃展示，以盆栽和盆景的形式对精品和珍稀

杜鹃种类进行展示。

2.1.1 调整竖向植被结构

槭树杜鹃园内有大量与该植物专类园不相匹配

的桂花（Osmanthus fragrans）、含笑（Michelia 

figo）、构树（Broussonetia papyifera）等植物，

这些中高层乔木与槭树、杜鹃争夺生存空间，严

重影响主体植物槭树、杜鹃的生长，尤其是杜

鹃，缺少合适的生长空间及生态环境，不能体

现该园的景观特色。为了达到突出主体植物的目

的，在植株过密处移除不适宜的植物，为该专类园

内的主体植物槭树和杜鹃腾挪空间；部分区域植物

2 槭树杜鹃园提升建设主要内容

在杭州植物园原有槭树杜鹃园和杜鹃园的规划

基础上，补充和完善整体规划，从“植被—水体—

道路—建筑及基础设施—文化展示”五个层面对

槭树杜鹃专类园进行提升建设，规划建设面积为

24.0hm2。

2.1 完善植被体系

槭树杜鹃园是以游赏和开展槭树、杜鹃花科普

教育为主的植物专类园。这次槭树杜鹃园植被提

升主要以补充和调整槭树、杜鹃种类，着重突出

槭树和杜鹃花的展示，将现有的“槭树杜鹃园—山

水园—玉泉景点—杜鹃园”相联系，建设成统一的

槭树杜鹃植物专类园。完善山水园植物配置，调整

和补植杜鹃及地被植物；在山水园至青龙山道路两

Reform Of Specialized Garden
Improvement Of The Maple-Rhododendron Garden In Hangzhou Botanical Garden

余金良  张帆  朱春艳 / Yu Jinliang  Zhang Fan  Zhu Chunyan

植物专类园的改造
——杭州植物园槭树杜鹃园的提升建设

【摘 要】通过“植被——水体——道路——建筑及基础设施——文化展示”五个层面对槭树杜鹃园进行提
升建设，杭州植物园槭树杜鹃园的面积由5 hm2增加到24 hm2，植物种类从近100种增加到300多种（含
品种），不仅提升了植物专类园景观，同时增加了文化和科普内涵。
【关键词】槭树科；杜鹃属；专类园；建设

Abstract: The Maple-Rhododendron garden in Hangzhou botanical garden was rebuilt from view of five aspects 

including "Plant-- Water -- Road -- Building and Infrastructure -- Culture Exhibition". The area was increased 

from 5 hm2 to 24 hm2, meanwhile the plant species were increased from about 100 to more than 300 (including 

varieties). This project not only improves the landscape of the specialized garden, but also increases the connotation 

of culture and science.

Key words: Aceraceae; Rhododendron; specialized garden; construction

表1国内主要槭树专类园

专类园名称 建成时间（年） 面积(hm2) 种类 景观设计、布局特色

上海植物
园槭树园

1978 4.7 40

园内以槭树科植物为主，主要展示蔷薇亚纲除蔷薇
目以外的植物种类。春夏季节红枫、紫薇、石榴等
相继开花，丰富多彩，秋季各类色叶树种、相继变
色，层林尽染，令人赏心悦目。

杭州植物园
槭树杜鹃园

1958 2 20
园内利用原有的大乔木，以“春观杜鹃花、秋赏槭
红叶”为景题，配置槭树和杜鹃花为中下层植被，
衬以叠石，并辟设草地和休息厅。

表2 国内主要杜鹃专类园 

专类园名称 海拔（m） 建成时间（年） 面积(hm2) 种类(含品种) 特色

锡惠公园杜鹃园 3-54 1978 2.00 — 观赏

上海植物园杜鹃园 — — 4.53 32 观赏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杜鹃园 — — — 20 观赏

杭州植物园槭树杜鹃园 10-165 1958 2.00 20 资源和景观

湖南森林植物园杜鹃园 60-90 2008 2.56 64 原生杜鹃

重庆南山植物园杜鹃园 420-680 2004 12.00 — 观赏

庐山植物园国际友谊杜鹃园 1000-1300 1987 1.30 300 亚高山和回归

华西亚高山植物园海拔杜鹃园 700-800 2012 13.33 100 低海拔原生杜鹃

华西亚高山植物园中国杜鹃园 1700-1800 2000 41.93 400 原生杜鹃

昆明植物园羽西杜鹃园 1965-1990 2009 4.00 350 高原杜鹃

大理洱海公园杜鹃园 1971-2004 1976 10.00 150 地方杜鹃

注：杭州植物园槭树杜鹃园提升改造设计项目由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王向荣教授、林箐教授设计，该设计获得“2014年度国际类英国国家景观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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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结构不饱满、层次不分明，进行植物的合理调

整和充实。

槭树杜鹃园原有很多高大乔木，如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紫楠（Phoebe sheareri）和壳斗

科的米槠（Castanopsis  carlesi i）、苦槠（C. 

sclerophylla）、青冈（Cyclobalanopsis glauca）、

麻栎（Quercus acutissima）等，这些乔木不仅

高大，而且枝繁叶茂，林下的立地光照条件严重

影响中下木槭树和杜鹃的生长。在杜鹃园建园之

初，为了给杜鹃生长创造良好的生境条件，曾人

为种植了一些速生树种如马褂木（Liriodendron 

chinense）、喜树（Camptotheca acuminata）等。

历经多年的生长，杜鹃已经茁壮成长，蔽荫条件已

表3 槭树杜鹃园槭树科植物名录

中名 拉丁名 来源 生长表现

三角枫 A. buergerianum 引种区 优良

樟叶槭 A. coriaceifolium 引种区 优良

青榨槭 A. davidii 引种区 一般

秀丽槭 A. elegantulum 引种区 优良

建始槭 A. henryi 引种区 优良

小鸡爪槭 A. palmatum var. thunbergii 引种区 优良

苦茶槭 A. tataricum subsp. theiferum 引种区 一般

锐角槭 A. acutum 引种区 优良

毛果槭 A. nikoense 引种区 优良

天目槭 A. sinopurpurascens 引种区 优良

元宝枫 A. truncatum 引种区 优良

羊角槭 A. yanjuechi 引种区 一般

毛鸡爪槭 A. pubipalmatum 引种区 优良

五角枫 A. pictum subsp. mono 引种区 优良

紫果槭 A. cordatum 引种区 一般

橄榄槭 A. olivaceum 引种区 优良

鸡爪槭 A. palmatum 引种区 优良

红枫 A. palmatum f. atropurpureum 浙江 优良

羽毛枫 A. palmatum var. dissectum 浙江 优良

茶条槭 A. ginnala 引种区 一般

梣叶槭 A. negundo 浙江 一般

长尾秀丽槭 A. elegantulum var. macrurum 引种区 一般

羽扇槭 A. japonicum 引种区 一般

缙云槭 A. wangchii subsp. tsinyunense 引种区 一般

栓皮槭 A. campestre 引种区 一般

罗浮槭 A.fabri 引种区 一般

毛脉槭 A.pubinerve 引种区 一般

阔叶槭 A.amplum 引种区 一般

经不需要，而且高大乔木的枝叶过密，在某种程度

上已经制约和妨碍杜鹃的生长，有的区域杜鹃已经

消亡，形成了空缺地。为此，需要对高大乔木进行

合理的修枝，疏伐长势较差的植被，开辟透景线，

为中下木生长创造光照条件。

2.1.2 增加植物种类

根据槭树和杜鹃配置景观的营造需要，重点引

进槭树科植物和杜鹃属植物，丰富植物资源。

槭树杜鹃园原来栽植有红枫（Acer palmatum f. 

atropurpureum）、秀丽槭（A. elegantulum）、鸡爪槭

（A. palmatum）等槭树科植物 21 种（含品种）。针对

槭树杜鹃园的秋色主题，槭树科植物主要增加观赏性

强的梣叶槭（A. negundo）品种‘花叶复叶槭’、‘金

叶复叶槭’等，美国红枫（A. rubrum）的品种‘秋

火焰’、‘擎天柱’、‘秋烈焰’、‘秋塔’、‘度好’、‘摩

根’等，适当增加鸡爪槭（A. palmatum）、紫果槭

（A. cordatum）、三角枫 (A. buergerianum)、天目槭

(A. sinopurpurascens)、橄榄槭 (A. olivaceum)、栓皮

槭 (A. campestre)、五角枫 (A. pictum subsp. mono)、

罗浮槭（A. fabri）、毛脉槭（A. pubinerve）等，使

槭树科植物达 30 多个种（含品种），目前已收集的槭

树种有 28 种（表 3）。

表4 槭树杜鹃园杜鹃花属植物名录

中名 拉丁名 来源 生长表现

羊踯躅 R. molle 引种区 优良

云锦杜鹃 R. fortunei 浙江台州 一般

刺毛杜鹃 R. championae 浙江泰顺 优良

马缨花 R. delavayi 贵州 一般

迷人杜鹃 R. agastum 贵州 一般

露珠杜鹃 R. irroratum 贵州 一般

岭南杜鹃 R. mariae 引种区 优良

西施花 R. ellipticum 引种区 优良

马银花 R. ovatum 引种区 优良

大白花杜鹃 R. decorum 贵州 一般

猴头杜鹃 R. simiarum 引种区 一般

毛棉杜鹃 R. moulmainense 引种区 优良

映山红 R. simsii 浙江宁波 优良

满山红 R. mariesii 浙江宁波 优良

毛白杜鹃 R. mucronatum 引种区 优良

溪畔杜鹃 R. rivulare 引种区 优良

石岩杜鹃 R. obtusum 浙江宁波 优良

锦绣杜鹃 R. pulchrum 浙江 优良

山麓杜鹃 R. canescens 浙江金华 优良

迎红杜鹃 R. mucronulatum 引种区 优良

桃叶杜鹃 R. annae 江西 一般

光柱杜鹃 R. tanastylum 贵州 一般

狭叶马缨花 R. delavayi var. peramoenum 贵州 一般

皋月杜鹃 R. indicum 日本 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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槭树杜鹃园原来主要以毛白杜鹃（Rhododendron 

mucronatum）、紫萼（R. pulchrum 'Zi E'）等杜鹃为

主，通过增加种类，杜鹃花种质资源收集目标将达到

200 个种（含品种）以上，目前已收集的杜鹃种有 24

种（见表 4）。

杭州植物园原有杜鹃以紫色、白色系为主，

根据观赏和配置需要，配置了大量的红色、黄色

和粉色系杜鹃。红色系杜鹃主要以映山红为主。

原来的黄色杜鹃只有羊踯躅一个种，而且数量非

常少，这次提升中补充了大量的羊踯躅，而且引

进了花色更丰富的羊踯躅杂交后代如‘辉煌’、

‘红枫杜鹃’等，枫叶一样色彩斑斓的‘红枫杜

鹃’格外醒目，备受游客喜爱（图1）。粉色系杜

鹃以美国的山麓杜鹃、锦绣杜鹃的粉色品种‘粉蝴

蝶’等为主。

杭州常见杜鹃以灌木类为主，常绿杜鹃等乔木

类型的杜鹃在杭州非常罕见。杭州植物园杜鹃园中

有少量应用，这次提升建设中增加了大量的云锦杜

鹃、马银花、西施杜鹃、刺毛杜鹃、露珠杜鹃、马

缨花等小灌木到小乔木类型的常绿杜鹃。

山水园湖边，在适合杜鹃生长的地方配置一些

观赏性好、与山水园林景观相匹配的杜鹃品种，

有锦绣杜鹃的‘粉蝴蝶’、‘千重大紫’、‘白蝴

蝶’和石岩杜鹃的‘大朱砂’、‘大青莲’、‘琉

球红’、‘蓝英’、‘状元红’、‘水红夹套’、

‘红月’、‘国旗红’等近20个品种（图2）。

玉泉景点主要以地栽和盆景形式展示珍稀和精

品杜鹃，注重杜鹃与建筑、水体、景石的搭配。

沿登山道，根据地理小环境的自然条件，分别

种植不同生态需求的杜鹃种类及具有野趣的地被

植物，营造自然山野之美。为了营造漫山遍野和

杜鹃谷的效果，建设中应用了大量的映山红和锦

绣杜鹃，锦绣杜鹃配置的有粉色品种‘粉蝴蝶’

和白色品种‘白蝴蝶’，漫山遍野的效果非常壮

观。

山水园湖区增加水生植物种植池，引进不同花色

的睡莲品种。在水边适当增加湿生和水生植物，水面

除原有的玉蝉花（Iris ensata）、溪荪（I. sanguinea）

外，在水边适当增加姜花（Hedychium coronarium）、

玉带草（Pratia nummularia）等植物，为水体增添美

丽的色彩。湖区岛内对上层乔木进行修剪，并根据原

有配植资料，移除并更换部分植被。

空旷地铺植缀花草坪，林下种植浙江山麦冬

（Liriope chekiangensis）等耐荫地被植物，增加玉

簪（Hosta plantaginea）等观赏性比较强的耐阴开

花的地被植物种类。在适当的林缘区域配植如八仙

花（Hydrangea macrophylla）等花色鲜艳的植物，

丰富植物色彩及层次，使该专类园植物景观提升到

一个较高的水平。

2.2 改造水系水景

结合引水工程，通过新建“竹园—槭树杜鹃

园—山水园—溪流”及“竹园—资源馆南侧水系—

南院水池—山水园—溪流”两条引水路径，完善

“槭树杜鹃园—山水园—玉泉景点”供水系统，整

理和疏浚水体，形成完整水系。为了景观和杜鹃生

长需要，局部增设喷雾设施。完善自来水供水系

统，改造山水园污水收集系统。

2.3 提升道路引导功能

修缮、改造和调整建设区域内现有主干道和游

步道，优化道路走向，提升面层材质，完善道路系

统。在槭树杜鹃园建立流向型景观引导设施体系，

起引导、科普和休憩作用。

2.4 修缮基础设施

修缮建设区域内的景观建筑和围墙，改造和完

善供电系统和相关设施，增设监控系统，完善护

栏、园椅、果壳箱等基础设施。

2.5 完善科普展示

在槭树杜鹃园增加槭树和杜鹃的科普文化内

容，增添文化知识宣传牌和植物铭牌；在玉泉景点

增加玉泉历史文化和金鱼文化内容；在道路两侧和

重要的节点处设计统一引导标识设施体系，设置景

区地图、路标、景区引导标识、科普展示牌等，为

人们的参观起到引导和科普作用。

2.5.1 增加科普标识设施

为加强杭州植物园的科普性，建设提升的统一

引导标识设施体系，主要安置于路口、建筑庭院

边、休息场地、道路两侧或重要的节点处等。在引

导标识设施上有景点地图、路标、景点引导标识、

科普展示牌等。沿道路适当位置设置统一的景观引

导设施，增强了各景点之间的景观性与统一性。

在槭树杜鹃园增加了槭树和杜鹃的科普知识和

植物铭牌，立式的科普标识牌主要介绍槭树和杜鹃花

的科普知识，卧式的植物铭牌放置在引导栏杆和页岩

上，主要介绍槭树和杜鹃的植物学知识（图 3）。

1_红枫杜鹃等杜鹃应用

2_各色杜鹃在山水园的应用

 2  1  3  4 

3_各式科普展示牌

4_槭树秋色和槭树科普牌



054·园林设计
LANDSCAPE DESIGN

055·园林设计
LANDSCAPE DESIGN

槭树的科普知识包括：槭树属介绍、各种槭

树的地理分布、槭树的叶子类型、槭树的果实介

绍、槭树盆景、槭树经济价值、糖枫节、“槭”与

“枫”的区别及槭树种类介绍等（图4）。

杜鹃花科普知识包括：杜鹃花属介绍、杜鹃名

字的由来、杜鹃花的世界和中国地理分布，杜鹃多

姿多彩的花色、树型、叶形介绍，中国杜鹃花的几

个之最、杜鹃旅游、中国杜鹃花的世界踪迹，市花

杜鹃、杜鹃的盆景欣赏、杜鹃花的有关诗词欣赏，

杜鹃的种类介绍等。

2.5.2 构建文化长廊

充分利用玉泉景点北院回廊，采用文字、图片

以及多媒体的形式，构建文化长廊。展示内容包

括：玉泉的历史文化、金鱼文化知识等。

玉泉历史文化展示内容包括：玉泉的历史变

迁、玉泉水故事传说、玉泉水形成的原因、楹联诗

词及书画欣赏、名人与玉泉及相关老照片。

金鱼文化知识包括：金鱼的养殖历史及杭州金

鱼历史、鉴赏标准、品种分类、文化介绍等。

3 结束语

槭树杜鹃园的提升改造，完善了道路系统和水

系，修缮和完善了区域内的建筑和相关基础设施，

增添了植物种类和文化内涵。在植物的配置上，注

重生态性、景观性和多样性，运用多层次植物结构

和合理密植手法，因地制宜地将乔、灌、草和水湿

生植物配置在不同的生态群落，形成景观优美、植

物种类丰富的生态环境，提升了植物专类园的层

次。

杜鹃花的自然分布多为高海拔山区，引种到低

海拔地区应用难度很大，本次建设适当引进适合低

海拔栽培的种类，对杜鹃在低海拔专类园中的景观

营造和应用有一定的示范作用；而且，槭树科和杜

鹃属植物的合理配置和景观营造，在专类园建设中

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图5-8）。槭树杜鹃园的提

升建设，为丰富杭州植物园的槭树、杜鹃植物品种

奠定了基础。植物专类园的建设和管理具有持续

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还需不断的补充和调整，进

一步优化和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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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Yu Senwen's Academic Thought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王恩 / Wang En

余森文（1904-1992年）是杭州现代风景园林

的奠基人。他的一身充满了传奇色彩，解放前曾作

为国民党的要员游历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

利、美国、加拿大等19个国家，了解了西方发达国

家的园林风格、流派和造园艺术，并收集了丰富的

第一手资料，为日后杭州西湖风景园林的建设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杭州解放后，曾担任杭州市建设局

局长、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局长（兼任杭州植物园园

长）、杭州市副市长等职，一直分管杭州市的风

景园林及城市建设工作。在治理西湖、绿化西湖山

林、筹建杭州植物园、杭州花圃，编制《杭州城市

建设总体规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提出了

一系列风景园林建设的新理论、新思路，开拓了现

代西湖风景园林，其学术思想影响了数代西湖风景

园林工作者。现将余森文风景园林建设管理方面的

学术思想作一探析。

1 杭州风景园林建设管理中取得的主要业绩

解放后，余森文先生先后担任杭州市建设局局

长，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局长及杭州市副市长等职，

主管杭州城市建设、城市园林绿化及西湖风景名胜

区的管理工作。在杭州的城市建设特别是西湖风景

园林的保护和建设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开拓了

现代西湖风景园林。其主要业绩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治理西湖，恢复生态环境

西湖自1800年浙江巡抚阮元主持疏挖湖边淤泥

以来，150年中未有较好疏浚，以致湖泥淤塞，葑草

丛生，每到夏季，蚊蝇孳聚。1949年，西湖水深仅

0.55m。1950年冬，气候干旱，西湖除湖中心少量有

水外，一片干涸。1951年，由余森文先生负责西湖

疏浚工程，到上海选了三条挖泥船（上海市政府赠

送），市政府建设局成立疏浚西湖的工程处，负责此

项工作，1952年开挖，1958年完成，共挖出湖泥720

万m3，使西湖平均水深达1.8m。西湖从此恢复了水

波荡漾的景观。所挖出的淤泥，堆填了沿湖低地洼

塘，以此新建花港观鱼、柳浪闻莺、西山花圃等公园

绿地，白堤、苏堤及湖中三岛也得以填土加固。

余森文先生风景园林学术思想探析

【摘 要】杭州现代风景园林的奠基人——余森文先生一生钟爱风景园林事业，他纵览古今、学贯中西，在
长期的风景园林建设与管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提出了一系列风景园林建设的新理论、新思路，开拓
了现代西湖风景园林。本文对余森文先生的风景园林学术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归纳，以供风景园林工作
者学习、借鉴。
【关键词】余森文；风景园林；学术思想

Abstract: The founder of the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Hangzhou, Mr.Yu Senwen, has a life-long love of the 

career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e studied ancient and modern as well as Chinese and Western knowledge, and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on landscap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A series of new 

theories and ideas on landscape construction has been put forward for development of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West Lake. In this paper, Mr.Yu Senwen’s academic thought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was analyzed preliminarily 

for learning and reference.

Key words: Yu Senwen；landscape architecture；academic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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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杭州植物园主入口

2_余森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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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_杭州植物园主入口（1985年）

4_“西湖一号”挖泥船（西湖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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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封山育林，绿化西湖山林

新中国成立前，西湖周边的山林已非常败落，

严重影响西湖的风景和水土保护。1949年7-8月，

杭州市政府成立仅2个月，谭震林同志（时任浙江

省委书记）就决定将省属西湖林场划归杭州市，由

余森文先生负责开辟苗圃（九里松苗圃），培育苗

木，植树封山育林。杭州植物园章绍尧等老同志也

参与其中，至1958年，共植树1956万株，西湖周边

4000hm2山地及环湖四周已呈现郁郁葱葱的景象。

现在西湖风景区山林如此之茂密，与当时大面积植

树造林有很大的关系。

1.3 筹建杭州植物园及杭州花圃，建设和恢复了一

大批公园和名胜古迹

1953年，在余森文先生的积极谋划下，开始在

玉泉一带筹建杭州植物园。当时，有人主张玉泉为

文教区，要建浙江大学新校区，余森文先生坚决不

同意。后来由谭震林、江华（时任浙江省委副书

记）、刘丹（时任浙江大学校长）及余森文四人赴

实地考察，最后拍板在玉泉一带建植物园，浙江大

学建在青芝坞以北。

1954年，中国科学院派著名植物学家陈封怀先

生及王秋圃先生（陈封怀先生的助手）来杭州指导

选定园址。余森文先生还请浙江大学孙筱祥先生绘

制杭州植物园总体规划，帮助做分类区规划设计。

现在分类区用格罗斯姆放射状进化系统图形式自然

布局，被子植物按恩格勒分类系统排列的格局就是

按孙筱祥先生的设计方案设置的，这种展示种子植

物进化分类配置的专类园后来成为分类区设计的范

例，现在国内许多园林专业的学生实习就是冲着

分类区来的。1956年成立杭州植物园筹备委员会，

挂出杭州植物园筹备处的牌子，余森文任主任，经

过十年的艰苦努力，至1965年，杭州植物园正式成

立。一所兼具园林外貌及科学内容的植物园终于出

现在西子湖畔。

余森文先生还提出了杭州植物园“公园外貌，

科学内容”的八字建园方针。1986年，在杭州植物

园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余森文先生总结了植物

园的性质、建园方针与任务，指出了今后关于植物

栽培、引种驯化、园区管理、植物园与研究所的分

工与协作，科研工作、濒危植物的保护等七项基础

工作，对把植物园建成为一所既是理论结合实际的

科研基地，又具有国际水平独特风格的观赏性植物

园，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杭州植物园作为中国

园林系统第一个植物园，从选址、建园方针到规划

设计、植物配置、园林艺术等无不渗透着余森文先

生的心力。可以这么说，余森文先生是杭州植物园

的创始人，没有余森文先生的话，就没有现在的杭

州植物园。

上世纪50年代，余森文先生提出建设生产、游

览、科研三位一体的开放式杭州花圃。建成后的杭

州花圃成为杭州市园林管理局花卉生产基地及对外

接待点。花港观鱼、柳浪闻莺等公园也是在余森文

先生主管西湖景区期间得以修复及扩建的。

花港观鱼公园的疏林草地景观是由孙筱祥先生

设计的，但与余森文先生受西方现代园林的影响，

强调崇尚自然、具时代的前瞻性是分不开的。花港

观鱼公园的建成，开创了一代新风，成为现代园林

的经典之作。上世纪80年代，余森文先生多次提出

重建雷峰塔，并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呼吁，2002

年10月25日，雷峰塔重建开放。成为西湖南线一

景，恢复了西湖“一湖映双塔”的景观。

1.4 主持编制《杭州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1953年秋，由余森文先生到北京请周荣鑫同志

（时任建工部部长）出面邀请苏联专家穆欣帮助编

制了《杭州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并绘制了《杭

州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示意图》。这个规划的基本

点是以西湖为中心，对环湖湖边的5000多亩用地，

拟建成“环湖大公园”，明确在此范围内的原有建

筑，只拆不建，对可保留的建筑改造成服务设施，

并严格加以控制。这些对西湖保护上的强制性要求

一直延用至今，对保护西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2 风景园林学术思想精髓

余森文先生早年（1922-1925年）就读于南京

金陵大学农林科，1934-1936年，曾以中国交通部

国际电信局驻伦敦专员的身份赴英国工作，期间

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行政管理学并

游历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等19个国

家，实地考察了大量的西方园林精品。解放后，一

直主政杭州市的风景园林建设及管理事务，在实践

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

主要学术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崇尚自然，以大自然为园林艺术的创作之源

余森文先生非常崇尚中国古典园林，在《园林

植物配置艺术——兼谈古代园林植配艺术的继承与

创新》一文中专门强调，在进行园林植物配置时，

应向大自然学习。

2.1.1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我国地大物博，有不少地方富于优美的自然山

水和优美植物群落的外貌。如能把那些美观的风景

面巧妙地运用到园林布局的艺术中来，可以丰富

和扩大我们的视野。我国是植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

一，仅次于巴西。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现有高等植

物3万多种，但目前应用于园林绿化中的种类较少，

应加强调查研究和引种驯化的力度，丰富园林植物

种类，开创园林新风格。

2.1.2 学习自然植物群落的优美景观

现代大型园林建设，要注意乔木、灌木、花草

成片成丛的配植艺术，而参考当地自然植物群落作

为植物配置艺术的借鉴是十分重要的。学习自然植

物群落，主要是学习它的树种组合、层次、结构和

生长的环境。

2.1.3 掌握自然山林规律

所谓掌握自然山林规律，一方面就是要集中天

下山林胜景，精辟而透彻地概括，去其粗而存其

精，做到“精而合宜，巧而得体”，另一方面，在

造园过程中，还必须因地制宜，以客观的环境为依

据，用“人巧”将“天工”局部加以改造，选精集

锦，做到“俗则屏之，佳则收之”，创造出合乎自

然来自现实之美的新型园林。

2.1.4 学习自然界浑雄开阔的气魄

园林建设中，不论是整体布局还是局部布置，都

必须合乎自然之理，做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要向大自然学习，吸取自然界那种浑厚、雄伟、淳

朴、和谐的自然景观，来丰富我们植物的配置手法。

在空间设计方面要打破古代庭园的封闭性，把风景名

胜区与园林庭园结合起来，创造具有自由宽广的植物

空间，形成园内园外浑然一体的局面。

5_植物园－分类区

6_花港观鱼公园－雪松大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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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古为今用，不断推陈出新

余森文先生多次强调“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前

进，科学文化日新月异，园林建筑也应古为今用，

不断推陈出新。”他认为：中国古典园林具有悠久

的历史，是东方园林的杰出代表，有很多地方值得

我们传承与发扬光大，但古典园林由于历史条件的

局限性，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因此，要保留发扬其

精华，扬弃其糟粕，根据传统的审美习惯和科学的

造园艺术手法，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园林服务对

象的变化，在园林建筑结构、形式和手法上不断进

行革新改造，使我国园林建筑艺术兼具民族特色、

地方风格和时代精神。

2.2.1 继承发扬题名、楹联等文化传统，在内容上

创造新的意境

园林的命名、题词、匾联是我国传统园林的特

点。人们在游览园林、观赏景物的同时，可以看到

各种雅致的题名和匾联，吟诵一幅幅对仗工整，诗

意盎然的楹联，既开拓了园林景观的诗画意境，又

深化了园林艺术的美学情韵，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

果，“西湖十景”的题名，以高度概括的写意笔墨

点染园林景观的环境特色。许多风景园林的题名、

楹联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精神享受，如果

取其形式，创造新的内容和意境，这将会使园林建

筑艺术进入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而具有新意的更

高的艺术境界。

2.2.2 继承发扬传统植物配置手法，使植物造景和

园林建筑艺术富有时代气息

花木是园林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花木配置与

建筑物的大小高低既要统一和谐，又要相互呼应，

形成层次分明，错落有致而浑然一体的景观。乔

木、灌木、花草的配置，园林建筑的大小高矮都要

因地制宜，处理好园林艺术布局和美观适用的关

系。花木配置宜精不在多，花木配置相宜会增加庭

园的景观气氛。园林景观构图之妙，常常在于“巧

于因借，精在体宜”。要遵循“构图无格、借景有

因，切合四时”的美学原则，充分体现山光本色、

花木庭园等景物的季相，时序的变化，使景物、时

态、情致互借互生，构成一幅虚实相映、疏密有致

的画卷。

2.2.3 继承发扬园林建筑艺术理论，更好地指导园

林事业的发展和开拓

我国古代的传统园林崇尚自然、仿效自然，一切园

林建筑莫不以自然为基础的理论，又都来自山水诗画

的理论。明末清初的造园艺术家计成提出的“巧于因

借”、“精在体宜”的造园理论是造园艺术的高度概括。

他不仅对园林规划、设计、施工方法有系统的论述，而

且对自己的毕生实践经验也作了系统的总结。他的造

园专著《园冶》已成为我国造园艺术的经典。后来的

李渔继承发扬了计成的理论，提出“天然委曲之妙”、

“山石之美者俱在‘透、瘦、漏’三字”，完善了前人

构筑假山的理论体系。长期以来，我国园林一般都不

采取轴线布局和对称式规划而采取自然式布景手法，

“因形随势”、“体察脉理”，使自然风貌不受损害而

不断丰富其观赏价值，这是中国园林理论指导实践

的结果。

2.3 洋为中用，采中西园林艺术之长，融西方造园

艺术于东方园林主体之中

在西湖风景园林的恢复建设，特别是在公园景

点的建设中，提出既要传承西湖的历史文化，又

要吸收西方造园艺术的一些手法，大胆创新，建

设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新园林”。花港观鱼

公园“疏林草地”景观就是借鉴了英国自然式园林

的布置手法，杭州植物园分类区利用“格罗斯姆”

放射状进化系统顺序排列。在植物配置上把种间组

合、立地条件、生态习性和园林景观相结合，在不

影响分类系统前提下，尽量考虑植物的习性和造园

艺术。花港观鱼公园及杭州植物园分类区的规划设

计和建设，正是在余森文先生倡导的采中西方园林

艺术之长的思想指导下，由孙筱祥先生所规划的两

个作品，开创了一代新风，至今成为园林的经典之

作。

2.4 生态园林与城市森林

余森文先生特别重视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早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提出了城市园林化的概念。

他指出：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城市园林化的系统同

城市各个组成部分有很密切的关系，必须在城市总

体规划中全面加以规划，并对城市中各种绿地如公

共绿地、住宅街坊绿地、街道绿地、企业和公共建

筑物的绿地、城郊绿地、卫生防护绿地等的功能和

布置原则作了详细的阐述。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突显。当时，余森文

先生就敏锐地认识到城市园林绿化在改善生态环境

中的重要性。撰文阐述城市绿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强调城市绿化在净化空气、防尘滞尘、调节温湿度

及减少噪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建设“生态园

林”、“城市森林”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他指出：要

从生态角度来规划城市绿地，建立城市城郊林带网，

以城市为圆心，分作圆周包围和放射形分布的林荫

路、林带。并以此为骨干，构成环状放射的绿化带系

统网。从城市到城市郊区设几重林带。此外，城市

的功能分区（如工业区、住宅区、商业区之间）都

要用林带隔开。

通过建立大体量的乔木、灌木、花草组成的城

市城郊森林绿带，根据当地自然植物群落的优美

景观及树种的组织、层次、结构和生长环境进行配

植，尽可能地扩大单位绿地内的叶面积系数，发挥

最大的生态效益，用生态途径最大限度地控制城市

的污染。

3 结语

余森文先生一生钟爱风景园林事业，他阅历中

外，纵览古今，开拓了杭州风景园林的一代新风。

他在风景园林及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上的真知灼见，

对杭州现代风景园林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学术思想不仅影响了当

代的园林工作者，并还将对今后风景园林事业的发

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杭州市的风景园林工作者，应该向余森文

先生学习，学习其对事业的不懈追求及勇于创新的

精神，汲取其造园艺术及风景园林建设管理理念之

精华，为杭州风景园林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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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Of Plant Diseases And Pests Of Gardens In Hangzhou 
West Lake Scenic Area, Summer, 2015

刘锦  于炜  肖昆仑 / Liu Jing  Yu Wei  Xiao Kunlun

随着春季气温回暖，园林植物的萌芽生长，多

种园林植物病虫害逐步蔓延。虫害方面：春末夏初

是刺吸式害虫虫口密度急速攀升的时期，如桃树、

红叶李上的桃粉大尾蚜（Hyalopterus amygdali）、

海桐上的绣线菊蚜（Aphis citricola）、杜鹃上

的杜鹃冠网蝽（Stephanitis pyriodes）、梨树上

的梨冠网蝽（Stephanitis nashi）、合欢上的合

欢羞木虱（Acizzia jamatonica）、青桐上的青

桐木虱（Thysanogyna limbata）、桂花上的柑橘

全爪螨（Panonychus citri）、柳树上的刺皮瘿螨

2015年杭州西湖风景区夏季园林植物病虫害预报
（Aculops niphocladae）等。以叶甲类为代表的

食叶类害虫，在景区多处的蔷薇科植物、杜英、沙

朴、络石、沿街草等植物上发生，造成叶片孔洞或

缺刻，部分叶片仅留下叶脉。蛀干类害虫于5月中

下旬开始活动，苏堤桃树上的桃红颈天牛（Aromia 

bungii）幼虫开始蛀食树干，产生新的排泄物；景

区多处植物基部出现新的白蚁蚁路。病害方面：十

大功劳白粉病发生较重；香樟小苗及萌蘖枝叶片上

穿孔病发生普遍；林下红花酢浆草及吉祥草叶斑病

小面积发生；部分桃树出现流胶现象；桂花枯叶

病、桃树穿孔病、扶芳藤白粉病等偶有发生；荷

花叶腐病、杜鹃叶饼病、月季白粉病、八角金盘

黑斑病等发生普遍。此外，日本菟丝子（Cuscuta 

japonica）开始快速生长并缠绕绿篱及周边植被。

西湖沿岸水域及城区部分河道福寿螺（Pomacea 

canaliculata）大量产卵，影响生态景观。

6月杭州即将进入梅雨季，高温高湿的气候条件

十分适宜于园林植物病虫害的发生、为害，是园林

植物主要病虫害的高发期；7-8月的台风、干旱天

气对植物生长十分不利，如保护措施不当，树势减

弱又会为部分病虫害的发生提供可乘之机，因此本

月起已进入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依据近几月病虫

害发生情况，结合往年历史资料，对2015年夏季病

虫害做以下预测，希望对各园林绿化养护单位有所

帮助，抓住重点，提前预防。

1 刺吸式害虫

1.1 蚜虫类

6 月 需 特 别 注 意 紫 薇 长 斑 蚜（Tinocallis 

kahawaluokalani）（寄主：紫薇）、无患子蚜（寄主：

无患子）、罗汉松新叶蚜（Neophyllaphis podocarpi）

（寄主：罗汉松），这 3种蚜虫相对发生较晚，因此需

在夏初对其进行监测，必要时进行防治。

1.2 蝽类

进入6月后仍需注意检查，除了杜鹃冠网

蝽、梨冠网蝽外，尤其要注意悬铃木方翅网蝽

（Corythucha ciliata）和樟颈曼盲蝽（Mansoniella 

cinnamomi）。

1.2.1 悬铃木方翅网蝽

寄主：悬铃木。

为害情况：以成虫、若虫群集在悬铃木的叶片

背面刺吸为害，造成叶片正面苍白失绿，反面布满

黑褐色排泄物，发生严重时造成叶片早落。4-5月

开始活动，6月发生日益严重，7月下旬达到全年为

害最高峰。

1.2.2 樟颈曼盲蝽

寄主：香樟。

为害情况：主要以若虫和成虫在叶背刺吸为

害，被害叶片两面形成褐色斑，少部分叶背有黑

色的点状分泌物。成虫在叶柄处产卵，造成大量落

叶，可造成秃枝。为害严重的，不再抽秋梢，冬后

整株树呈黄色，生长差的甚至10月份发不出新叶；

危害程度中等的香樟，秋梢萌发不整齐，抽出的枝

条纤细，叶片较小。该虫危害后还会严重影响寄主

的光合作用，导致香樟生长衰弱，降低环境绿化效

果，影响景观。6月开始进入发生高峰期。

1.3 蚧虫类

预计6月初杭州主要发生的介壳虫都将进入孵化

盛期，是用药剂喷杀的最佳时期，由于介壳虫常能

快速生成蜡质外壳保护，因此应尽量选择渗透性好

的药剂，一周后进行再次喷施。同时，对于错过防

治最佳时期及虫口密度较大的枝条，建议修剪后集

中销毁，以降低虫口密度。

1.3.1 扶桑绵粉蚧（Phenacoccus solenopsis）

寄主：大花马齿苋、扶桑等多种植物。

为害情况：为外来入侵检疫害虫，以若虫、雌

成虫在寄主茎干上刺吸为害，7-9月是繁殖盛期，

受害植物极易落叶，造成斑秃。由于扶桑绵粉蚧的

蜡层较薄，可使用渗透性强的药剂如杀螟硫磷、花

保等药剂进行喷雾防治。

1.3.2 红蜡蚧（Ceroplastes rubens）

寄主：雪松、柳、榆、枸骨、冬青、月桂、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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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1_ 桃粉大尾蚜为害梅花

2_ 杜鹃冠网蝽成虫及黑褐色排泄物

3_ 合欢羞木虱为害状

4_柑橘全爪螨为害桂花

5_柳刺皮瘿螨为害状

6_桃红颈天牛幼虫蛀食桃树

7_十大功劳白粉病

8_吉祥草叶斑病

9_樱花穿孔病

10_荷花叶腐病

11_杜鹃叶饼病

12_菟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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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石榴、山茶、大叶黄杨等。

为害情况：6月上旬若虫孵化，以若虫、雌成虫

在寄主茎干上刺吸为害，受害植物长势衰退，常能

诱发煤污病。

1.4 蓟马类

蓟马类害虫6月将陆续发生，梅雨季高湿的环境对

其发生不利，但若遇高温干旱气候，则需多加关注。

1.4.1 红带网纹蓟马（Selenothrips rubrocinctus）

寄主：珊瑚树、杜鹃、火棘、蔷薇、杨梅、海

棠、梧桐、油桐等。

为害情况：以成虫、若虫在叶背面刺吸为害，

造成叶片正面出现失绿。

1.4.2 茶黄蓟马（Scirtothrips dorsalis）

寄主：银杏、睡莲、荷花、茶、山茶、木棉等。

为害情况：以成虫、若虫在叶片背面刺吸为

害，发生严重时整张叶片发白，并引起落叶。

1.5 叶蝉类

叶蝉是景区梅、桃等植物的夏季常见刺吸式害

虫，常能造成叶片失绿、反卷，严重影响景观。叶

蝉弹跳能力强，喷药防治时，需注意喷施叶背、周

围植株及树下地被植物。此外，黄色粘虫板及灯诱

对其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1.5.1 桃一点斑叶蝉（Erythroneura sudra）

寄主：梅树、桃树、樱花、梨等。

为害情况：高温干旱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其繁殖

扩散，7月发生量较大。

1.5.2 苦楝斑叶蝉（Erythroneura sp.）

寄主：苦楝、川楝。

为害情况：以成虫、若虫在叶片背面刺吸为

害，造成叶片正面失绿，以夏季为害最重。

1.6 木虱类

木虱类害虫常能分泌大量的絮状物，不仅影响

植物生长和景观，其分泌物还常造成卫生环境的污

染，尤以夏季发生最为严重。

1.6.1 合欢羞木虱

寄主：合欢。

为害情况：成虫、若虫在叶背面、嫩枝上刺吸

枝液，若虫分泌大量的絮状白色蜡丝，蜡丝飘落严

重影响景观和环境卫生。鉴于近年来，合欢羞木虱

发生均比较严重，因此应多加检查，及时防治。

1.6.2 青桐木虱 

寄主：青桐。

为害情况：主要以若虫在嫩梢上刺吸为害，同

时分泌大量的白色蜡丝，不但影响植物生长，还严

重影响环境卫生。

1.7 叶螨

寄主：月季、桂花、香樟、红花酢浆草、水杉

以及芸香科植物等。

为害情况：喜高温干燥气候，7-8月是其为害

高峰期。防治叶螨需用专门的药剂，如哒螨灵、克

螨特、阿维菌素等。对于大树可使用注干法用药，

或人工释放加州新小绥螨进行生物防治。

2 食叶类害虫

2.1 刺蛾类

寄主：悬铃木、香樟、桂花、柳树等百余种园

林植物。

为害情况：刺蛾是绿化树种上的常见害虫，

主要有褐边绿刺蛾（Latoia consocia）、黄刺蛾

（Cnidocampa flavescens）、扁刺蛾（Thosea 

sinensis）、桑褐刺蛾（Setora postornata）、丽绿

刺蛾（Latoia lepida）等。成虫一般从5月中下旬开

始羽化，从6月上旬其第一代幼虫便会开始为害。

在刺蛾为害初期，可采用剪除虫叶的方法控制其蔓

延，当发现多种刺蛾成片发生为害时，可于早期，

用触杀性杀虫剂喷杀。                       

2.2 其他蛾类

2.2.1 女贞尺蛾（Naxa seriaria）

寄主：女贞、小蜡、小叶女贞、金叶女贞、桂

花、丁香等。

为害情况：5月下旬化蛹，6月上旬成虫羽化、

交尾。卵孵化后幼虫即在枝条上吐丝结网，啃食叶

片。

2.2.2 棉大卷叶螟（Sylepta derogata）

寄主：青桐、木槿、蜀葵等。

为害情况：以幼虫卷叶为害，5月下旬至6月初

第一代幼虫出现，主要为害木槿、蜀葵，第二代主

要为害青桐。盛发时植株整株形成大量虫苞，且把

叶子吃成扫帚状，既影响生长，又严重破坏景观。

2.2.3 橄绿瘤丛螟（Orthaga olivacea）

寄主：香樟。

为害情况：幼虫群集吐丝粘合叶片为害。6月第

一代幼虫开始出现，具群集性，初孵幼虫先将两、

三片叶片吐丝连缀，幼虫躲在其中为害，是防治的

最佳时期。

2.2.4 犁纹丽夜蛾（Xanthodes transversa）

寄主：木芙蓉、木槿、蜀葵等。

为害情况：6月第一代成虫出现，6-7月为为害

盛期，以幼虫啃食叶片为害，形成孔洞或缺刻，影

响美观及植物正常生长。

2.2.5 斜纹夜蛾（Prodenia litura）

寄主：石蒜、睡莲等多种园林植物。

为害情况：以幼虫啃食叶片为害，食性杂、食

量大。造成睡莲叶面缺刻、腐烂。也可为害石蒜，

啃食花蕾、花瓣。7月开始大量发生为害。

2.2.6 黄杨绢野螟（Diaphania perspectalis）

寄主：瓜子黄杨、雀舌黄杨、大叶黄杨、卫

矛、冬青等。

 21  22  23  24 

 17  18  19  20 

 13  14  15  16 

13_ 紫薇长斑蚜在叶背为害

14_ 无患子蚜虫为害状

15_ 罗汉松新叶蚜

16_悬铃木方翅网蝽为害悬铃木

17_扶桑绵粉蚧为害马齿苋

18_红蜡蚧为害雪松

19_红带网纹蓟马的褐色排泄物

20_桃一点斑叶蝉成虫

21_黄刺蛾幼虫

22_扁刺蛾幼虫

23_丽绿刺蛾幼虫

24_女贞尺蛾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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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害情况：幼虫吐丝粘合叶片为害，严重时可

将整株叶片吃光，严重破坏景观效果。8月为第二代

幼虫发生期，大量发生时应及时防治，减少越冬虫

口量。

2.2.7 重阳木斑蛾（Histia rhodope）

寄主：重阳木。

为害情况：幼虫取食叶片，严重时将叶片吃

光，仅残留叶脉。低龄幼虫群集为害，高龄后分散

为害。6月下旬为第一代幼虫发生期，是防治的关键

时刻。鉴于去年该虫在我市重阳木上大爆发，今年

需格外关注。

2.2.8 茶袋蛾（Clania minuscula）

寄主：悬铃木、桂花、银杏等多种园林植物。

为害情况：一年发生1代，6月上旬幼虫开始孵

化为害。鉴于去年8-9月该虫在我市行道树悬铃木

上大爆发，今年需格外关注。 

2.3 其他食叶类害虫

叶甲及叶蜂类害虫的发生大致与春季相似，叶

甲仍是值得关注的食叶类害虫，需要定期检查，发

现后马上防治；蝗虫、螽斯等直翅目害虫可取食多

种园林植物，高温干燥有利于它们的繁殖和为害，

8月开始进入为害高峰期。梅雨季是双线嗜黏液蛞

蝓、巴蜗牛的高发季，必要时可用专用的杀蜗牛剂

进行防治。

3 蛀干类害虫

3.1 白蚁类

黑翅土白蚁（Odontotermes formosanus）、黄

翅大白蚁（Macrotermes barneyi）逐渐进入分群末

期，并开始大量上树为害。6月是白蚁多发期，应对

重点保护植株用联苯菊酯或乐斯本进行喷干处理，

以达到驱避效果。对重点区域埋设诱杀包，加强人

工巡查，发现白蚁马上喷施氟虫氰或伊维菌素粉剂

进行防治。

3.2 天牛类                            

松褐天牛（Monochamus alternatus）（寄主松

类）、星天牛（Anoplophora chinensis）（寄主柳

树、悬铃木、海桐等多种园林植物）自5月份开始就

已羽化，桃红颈天牛（寄主桃树、梅树）于6月上旬

开始逐渐羽化，由于有些天牛是两年发生1代，所以

被害树干上可发现有天牛幼虫蛀食后排出的木屑。

一方面可捕杀天牛成虫；另一方面对天牛幼虫可用

渗透性或熏蒸性强的杀虫剂注孔如敌敌畏、杀螟硫

磷杀灭（通过木屑找到天牛排泄口，把脱脂棉蘸上

农药，再用铁丝将蘸了药的棉球顶进排泄口，最后

用泥土封死排泄口）。待下一代天牛幼虫孵化为害

初期，可用杀螟松、速扑杀等渗透性强的杀虫剂喷

施树干，以杀死其幼虫。在严禁用药区域，也可人

工释放花绒寄甲（Dastarcus helophoroides）等天

敌昆虫进行防治。

3.3 象甲类

3.3.1 笋直锥大象（Cyrtotrachelus longimanus）

寄主：苦竹、孝顺竹、花竹、佛肚竹等多种竹类。

为害情况：6月越冬成虫开始出土，喜啄食较细

竹笋的笋肉，交尾后在竹笋上产卵，幼虫蛀食竹笋。

4 病害

梅雨季节是园林病害侵染为害的高蜂期，多种

真菌性病害可能盛发，如十大功劳、紫薇、蔷薇、

苦槠等观赏植物上的白粉病；樱花、碧桃、红叶李

等观赏植物上的穿孔病；麦冬上的叶枯病；八仙花

炭疽病等。草坪上的各种病害也将陆续发展起来，

如草坪锈病、灰霉病、冷季型草坪纹枯病等。有条

件的单位可在发病前对主要观赏植物定期喷施防护

性的杀菌剂如甲基托布津、多菌灵等，以保护植物

的正常生长。

当气温上升到30℃左右时，花卉和木本植物的

白绢病将进入高发期，此病侵染结香、洒金珊瑚、

红花檵木、玉簪、伞房决明、石竹等多种植物，

受害植物整株枯死，发现受害植株需马上拔除并

集中销毁，病区每隔10-15d喷施敌力脱、世高或

烯唑醇等药剂。今年需特别注意的是紫薇病毒丛叶

病——一种新的紫薇病害，受害紫薇，新梢、新叶

变小、畸形，不能正常展开，该病目前还没有好的

治疗方法，建议及时铲除受害植株，并禁止在疫区

补种紫薇。

此外，7-8月还应注意日灼、萎蔫、落叶等高

温胁迫下的生理性病害。另外，还需定期检查各类

灌木上的菟丝子，及时发现及时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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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文化日益盛行于日常生活的当下，人们对

饮茶的追求不再局限于茶叶、茶器与茶礼本身，更

多则转为对其内在精神的探寻。你是否也有这样的

经历，清明后那杯醇香的龙井虽仍在记忆中徘徊，

但却很难再抓住其上与自我有共鸣的感悟，于是

渐渐的，那杯曾经令人感动无比的龙井就只是龙

井。在中国，还有没有一种茶，它本身即是精神的

容器，能承载世人的百般内心世界？杭州人是幸运

的，因为在杭州除了龙井茶，还有一种径山茶，它

是禅茶的代表，且与径山寺渊源颇深。

带着探寻禅茶中所蕴含的精神世界的目的，原

地旅行小组盘山而上，入寺寻禅。院内时值法师

午休，张居士领着我们一行“俗人”穿过寺内长廊

进入妙喜轩（原为明月堂）吃茶。随着茶事进程的

不断推进，煮水、取茶、赏茶、温杯，居士亦同我

们聊起了他所悟的禅：禅体现在每一个起心动念之

中，它不能被解读，因为我们不是它的主体，不能

强行解释。居士的一字一句，突破了原本我们心中

的“禅”应有的界限，如有所悟却无从体悟，唯有

清啜杯中径山禅茶，青叶沉降，唇齿留香，以求通

悟禅的一个载体，它使我们得以表达禅，又不仅执

着于语言文字。故禅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当下喝

茶的心态，在于喝每一杯茶的当下，能感受到生命

的渺茫，生命本身的自在。

原地：从传承角度看，“禅茶”的形式该是怎

样的？

法涌法师：日本茶道在其形式上已有较为固定

化的操作，而对于中国茶道，则非也。虽然“禅

茶”喝的是我们内心的完满，但为了将其传承下

去，一定的仪轨形式也是必不可少的。法涌法师站

在现世角度上，向我们道出了他的担忧：中国茶宴

的复兴仍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

“我们前两年去了日本京都的建仁寺，他们

每年在其祖师忌日之时举行一次隆重的‘四头茶

会’。”四头茶会传承的是南宋径山的茶宴，据学

者的考证，虽然在某些礼节上有所变化，但大体上

所传承的径山茶宴的本质是不变的，如茶礼、茶道

具这些仪轨。法师说：“他们在仪式上做得很仔

细，对径山茶宴复兴而言有较高的参考意义，但是

我们不能完全复制日本的‘四头茶会’，而要根据

史料并结合现代人的习惯去复兴。如宋代以点茶、

抹茶为主。如果完全复制宋代，是不符合我们现代

的喝茶方式的。”现在许多人都打着禅茶的牌子或

仅运用“禅茶”的外在表现形式在喝茶，这显然是

有违茶礼精神的，因此，法师透露，径山寺准备在

下半年举行一次禅茶大会，因为其作为寺院，有必

要给禅茶正本清源，表现其真正的内在精神。

原地：“禅茶”与儒家和道家的出世和入世是

怎么结合的？

法涌法师：茶在日本的仪式感和修行意味很

重，而中国的茶文化只是精英文化的一个分支，其

中典型的表现是儒家与道家的出世和入世，在古代

文人的经历与作品中总与茶难舍难分，这其中的关

系看似错综复杂却又浅显易懂：无论出世入世，以

一颗不执著、不分辨的心去喝手中的茶，那就是

“禅茶”。而在茶文化美学中，也不存在道家色彩

会浓于禅宗色彩的说法，因为佛教在传入中国时已

过茶来更接近玄妙的禅本身。

跟随已禅修七年的张居士那轻盈而稳健的步伐

踏遍寺中古迹，如仍有源头活水的龙泉古井、东

坡洗砚池，我们注意到了几个日本人名字，张居

士解释道：“这是为了纪念将径山茶宴传到日本的

法师。圆尔辨圆将茶种子带回了他的故乡静冈，而

南浦绍明则将茶器与茶礼仪带回了日本。因此，日

本茶道从本质上来说，传承的是径山茶宴”如此一

言，在初喜的背后，又藏着深深的忧思，为何从中

国传去的日本茶道如今有形可循，且为世界所知

晓，作为其本尊的中国茶宴却远不及日本茶道有

名，且无形可循？张居士似是看出了我们的疑问与

不甘，眉眼舒展，开口一笑说：“走，我带你们去

见法涌法师，这会他应该可以见你们了。”

同是在妙喜轩，法涌法师在接受原地旅行小组

（简称“原地”，下同）采访时为我们泡制的不是

方才回味甘甜的径山绿茶，而是回味更为绵长的普

洱，整个访谈的过程也因为这杯普洱披上了随性的

氛围。

原地：如何解读“禅茶”二字？

法涌法师：有人说这是由祖师大德而来的，然

学者并未考察到其依据，故“禅茶”二字本身的说

法是不存在的。若是硬要究其根源，我们如今所言

之“禅茶”则来自于禅宗寺院，即它与寺院密不可

分。从唐代径山寺开山祖师法钦禅师种植径山茶以

来，一直延续到宋代。适时佛教中的禅宗寺院逐渐

兴起，坐禅吃茶也随之而生，初时为的是“祛除坐

禅之昏昧”，直至而后的“吃茶悟禅”。在这发展

过程中，日常生活之需一直是“禅茶”发展演化的

动力，如《茶宴清规》中记载的一年四季中该如何

去泡茶，又如在打禅期四十九天里，早上在禅堂里

喝姜茶，中午为调身而泡绿茶或乌龙茶等。如此，

禅宗寺院里的茶礼发展到宋代才得以逐渐演化为茶

宴。至此，法涌法师认为，禅茶的形式有很多种，

不能对它下一个笼统的定义，“禅茶”的“禅”，

它本身是不可言说的。禅宗云：“不立文字，教外

别传，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而茶是

Visiting Jingshan Temple，inheriting A Cup Of Chinese Zen Tea

俞畅燊 / Yu Changshen

探访径山寺  体悟茶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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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土化，吸收了原有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故

已经没有必要去区分它们，更谈不上哪个色彩更浓

些。

原地：中国茶道和日本茶道的本质区别在哪

里？

法涌法师：中国茶道一直以来与寺院密不可分

的，与佛教的联系甚密。日本茶道的精神为“和、

敬、清、寂”，它们也继承了中国的这种文化精

髓，如“和”就是儒家所言的和而不同，“清”即

不妄想执著。所以从这四个字的精髓来看，日本茶

道的本质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又

不难体悟到，在中国茶道中又隐约流露着中国文人

的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样的影响是相互的：

文人寄其情怀于弄器吃茶，紫砂壶于是应运而生，

并被认为是一种雅致的象征；反过来，茶道仪轨本

身的操作过程本身，也为文人得以抒怀畅思搭建了

独特的精神空间，成就了一种“文人式”的茶宴。

故单从文人与茶道这个关系上来看，中国茶道怕是

拥有中国传统文化更深的烙印了。我们可以如此理

解：禅茶与寺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茶道与

中国文人亦如是。

原地：大陆这两年兴起的茶文化热潮是否过于

形式化？

法涌法师：喝茶，就要铺茶席、摆茶器，甚至有

许多人会从台湾、日本淘茶具，如铁壶及其他古董。

这个现象从本质上来说体现了国人在经济水平提高之

后对精神文化追求的需求。“更好的茶器的追求，也

是事物发展规律的一种”，法师说道。但是从另一个

角度看，如果过度痴迷于器物，则会显得有些本末

倒置与太过于追求物质了，也是不好的。

对茶道而言，也忌讳走极端，目前有些人对日

本茶道过于痴迷，极力效仿甚至完全照搬；还有人

对日本茶道不屑一顾，因为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认为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这两种心态都是极

端，有违茶道精神。所以，任何事都不过度，以器

养茶、以茶悟禅，本来就是好事，在此过程中只要

时刻关注自己的心就好。

【后记】

杭州自吴越国开始便有 “东南佛国”之誉。

北宋时期苏东坡与辩才法师的交往佳话诠释了“茶

禅一味”，从此，茶禅文化成为西湖文化的重要元

素。径山寺在南宋时是皇室钦定的“五山十刹”之

首，如今径山禅茶正顺应当下生活态度走在其复兴

道路上，这片远离都市的净土值得有心人一去。就

中国茶道精神而言，禅茶喝的是内心的宁静，不论

杯中是径山、是普洱抑或是龙井，只要心到，不凝

滞于器物茶种，那就是禅茶。

【链接】

西湖文化特使计划

2011年6月24日，“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自此杭州西湖登上了世界的大舞台，

成为了全人类共同呵护的瑰宝。为切实推动西湖文

化遗产的宣传、保护和管理工作,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

区管委会于2012年7月正式启动了首届“西湖文化特

使”计划。

“西湖文化特使”计划从全球高校选拔优秀大学

生，通过系统的专业培训，参与杭州西湖文化和世界

遗产的文化传播，参与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

工作，用青年志愿者的热情和活力带动更多人关注西

湖文化，热爱西湖文化，参与到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的

保护事业中来。来自不同高校、学着不同专业、有着

不同肤色的年轻人，因热爱西湖文化和保护世界遗产

理念共同走到了一起。经过前两届的招募及培训，

共有60名学员获得了“特使”的称号。今年，我们又

迎来了54名优秀的新学员，“西湖文化特使”学员达

120余名，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及创意，赢得了社会的

关注及好评。

西湖文化特使“原地旅行·阅读杭州”项目

该项目旨在让有回归传统文化意识的市民或游

客通过项目组成员深入杭城对传统文化的寻访，发

现杭州生活之古韵美，填补杭州深度旅游的空白。

让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杭州人、游客了解到杭州当

下独特的文化氛围，意识到现代生活的多样可能，

让“杭州印象”不仅仅停留在美景，更成为一个改

变生活方式的契机。

                                                                                                                

采访团队 / 俞畅燊、林子人、李贵阳、冯启明        摄像 / 朱禾

西湖文化特使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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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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松果会微信

每月一次“大换血”
——西湖“活”力无限之谜

Once A Month "Blood Transfusion" 
——Mystery Of Living West Lake

泛舟西湖，有没有觉得西湖水越来越干净？是

的，西湖水透明度达到半个世纪最好水平哦！除了

之前我们提到的水草助力西湖水质改善，你是否知

道，西湖的水，每天可是活的呢！

每天，30万m3钱塘江水，“如约”来到玉皇

山南侧预处理场，加药、混合、絮凝、沉淀后，

边晓丹 / Biao Xiaodan

桥直接进入外湖，另一部分则沿着花港公园明渠先

到西里湖，再从苏堤锁澜桥、望山桥、压堤桥汇入

外湖，成为净化湖水的生力军。

另有10万m3的钱塘江水则是来到了赤山埠预处

理场，也是同样的步骤，加工处理的清水通过配水

管经杨公堤引入湖西水域。

据了解，现在西湖的年引水量达1.2亿m3，可以

做到一月一换。

“令人惊叹！”西湖水环境综合保护引水工程

主体（配水工程）被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朴素

贞称为“亚洲最好的城市湖泊引水系统。”

西湖引配水工程实施后，西湖水质明显改善，

西湖的磷、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等主要营养指标

下降，各湖区的透明度持续提高。引配水工程实施

前的2002年，西湖的年均透明度仅约43.7cm，引水

后的2004年和2005年两年西湖年均透明度分别增加

至54.2cm和64.8cm。西湖总体水质持续保持平稳

状态，至2008年西湖主湖区年均透明度达78.3cm，

至2012年，西湖主湖区年均透明度再创新高，达到

82.8cm，达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

除了引水，钱塘江引水工程还要让进入西湖的

水，出水含氮量更低。这就得归功于钱塘江引水高

效降氮工程了，通过这个工程，西湖水的出水含氮

量可降低40%以上。

从钱塘江进入西湖的水，要先经过沉淀处理。

引水高效降氮工作，说得简单点，就把经过沉淀处

理后的水，用微生物代谢的方式，让氮含量降低

40%以上，让进入西湖的水，水质更好。

几个步骤下来，钱塘江水透明度已经达到120cm。

然后，经过处理后的汩汩清波，穿山越野近3200m

后，在九曜山输水隧洞口奔腾而出。接着，一路欢

快地流经曲曲弯弯的太子湾明渠，穿过南山路，在

花港公园南大门旁，注入小南湖。这时，湖面漾起

层层波澜，渐次涌向湖心，一部分水流经苏堤映波

引水工程小南湖入水口（孙小明 摄）

引水工程水处理中心（孙小明 摄）

引水工程植物园出水口（孙小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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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对自然保护的进一步重视，对自然生

活的进一步崇尚，自然教育作为一个新课题已被更

多的人所重视。自然教育是在大自然中进行，关于

大自然的一系列体验和学习过程，它启发我们去思

考我们和自然、我们和他人、我们和自我内心等层

面的联系。杭州江洋畈生态公园于2010年建成并开

放，开放之初，公园游客稀少，而来过的人都会喜

欢上它。为提升其知名度，从2012年开始，公园开

始每年举办山花节，在打造绿色山谷花海景观的同

时，找准定位策划丰富多彩的生态体验活动，通过

不断的尝试摸索，打造出生态公园自然教育品牌。

现在，江洋畈生态公园已成为杭城市民赏山花、亲

近自然的必选之处。

1 大自然课堂搭建起景区与游客、自然与人

类情感交流的桥梁。

随着电子化产品的普及，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室

内生活，“自然缺失症”带给我们的是肥胖症和更

多的心理疾病，如儿童心理上的抑郁、愤怒、孤独

等。我们希望通过景区的自然教育让城市里的家长

带着孩子亲近自然、热爱自然，让孩子在大自然的

感染下，更加健康快乐地成长。当然，儿童与自然

的接触并不仅仅是“玩玩”而已，而是需要我们的

引导、分享和鼓励。

江洋畈生态公园区别于西湖景区传统公园，公

园前身原是西湖淤泥疏浚的堆积场，在1999至2003

年间，西湖淤泥通过管道输送到这里，随着时间的

推移，沉积于淤泥之中的植物种子开始发芽生长，

近10年间形成了动植物资源丰富的次生湿地自然景

观。公园在设计与建设中，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充

分保留西湖淤泥中自然长成的野生植物和地形地貌

特征，如南川柳、接骨草等，新增的砂石路、绿色

亭廊、木栈道等在用材、工艺等方面都尽显自然生

态，与原生态环境融为一体。江洋畈生态公园本身

就是一个丰富的室外自然科普博物馆，公园内动植

物品种丰富，共有原生植物213种，鸟类45种，蝴蝶

品种56个，为杭州鸟类与蝴蝶之最，为让游客在赏景

的同时自然而然地了解科普知识，游览线上共设立98

块介绍植物、动物、自然演变的科普牌。一条长约

1200m的架空木栈道在密林中蜿蜒穿梭，让游客可以

近距离地观察公园的生态演变，林中特别设立5个生

境岛，作为环境变化生态演变的实地观察区。基于

江洋畈丰富的自然科普资源，公园在建成之初，就

立足为孩子们搭建起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平台，在不

断的学习探索积累中，公园现已形成较为成熟的自

然教育课堂。在2013年公园被授予“杭州市青少年科

普教育基地”及“浙江在线小记者实践基地”。

“唧啾唧啾生态探密课堂”：作为江洋畈生态

公园的四季常态自然课堂，主要以江洋畈的植物、动

物、地质等特色资源及生态演变为内容，让孩子们了

解自然界动植物的生活习性、生长过程、大自然的力

量等科普知识。为了扩大影响力，该课堂与《都市快

报》合作，每期课堂通过媒体与微信公众号征集30户

家庭，征集一经发布，短短几分钟内便一抢而空。

菜粉蝶的一生：来源于精典科普绘本法布尔昆

虫记中“菜粉蝶的一生”，结合江洋畈蝴蝶谷，将

绘本中的故事生动再现，小朋友在课堂上可以了解

蝴蝶的一生，并在蝴蝶谷观察到蝴蝶的卵、幼虫、

蛹、成虫各个阶段，及菜粉蝶爱吃的十字花科植

物，每个小朋友还可以带一带毛毛虫回家。

【
科
学
松
果
会
】

【
科
学
松
果
会
】

自然教育让景区更美好
——记江洋畈生态公园大自然课堂

Natural Education Makes The Scenery More Beautiful

黄飞燕 / Huang Feiyan

探秘土壤：让小朋友自己挖土自已动手和稀

泥，用pH试纸测酸碱度，了解土壤与动植物生长的

关系。

邂逅虞美人：在春季虞美人节，让孩子们观察

虞美人、了解虞美人的故事、现场写生，了解种子

的旅行、植物的科普，还可以自己种一盆虞美人带

回家。

夜探江洋畈：夜幕降临时，让小朋友们带上手电

寻找夜间的小动物，了解夜幕下植物与动物的生活，

看看熟睡的花草、看搬家的蚂蚁、看金蝉脱売。

晨起观鸟：江洋畈是鸟类栖息地，公园与浙江省

自然博物馆合作组织清晨观鸟小分队，在鸟类专家的

带领下，家长和孩子们拿着望远镜，寻找树林中的小

鸟，并由专家详细介绍鸟的名称和生活习性。

荧火虫PARTY：在夏季的夜晚，到江洋畈的树

丛水系边寻找星星点点的荧火虫，小朋友围坐在室

外野餐亭，点亮烛光，朗诵属于小朋友的诗歌。 

“西湖小花匠”一号基地：2013年起，春、秋

两季园区与《钱江晚报》联合在山花种植前，邀请

小朋友身穿小花匠制服、拿着小花锄、小花洒走进

江洋畈，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西湖小花匠”一号

基地。除平面媒体征集之外，公园培育的官方微信

“杭州湖西幽静”也广泛征集小花匠的免费名额，

让更多的小朋友走进大自然，体验劳动的快乐与艰

辛，了解植物的生长过程。

科普情景剧“南川柳找妈妈”：以江洋畈生态

公园的自然演变为舞台剧内容，以大自然为舞台，以

小朋友们喜欢的卡通人物，结合音乐、舞蹈、故事的

表现形式，让来到江洋畈的小朋友、大朋友都能更好

的了解江洋畈，小朋们也可穿上江洋畈的卡通人物衣

服，成为舞台剧中的小演员。

江洋畈生态科普闯关宝典：《闯关宝典》精选

了江洋畈园区中展示的98块科普牌中的科普知识

点，分学龄前、小学地段、小学高段三款不同内容

的题库，以小朋友喜闻乐见的图文形式设计答题，

激发大家寻求知识的热情，让孩子们在公园中奔跑

行走的同时，自然而然的接受科普知识。

自然露营帐篷节：自由、随意、放松，置身花

 1 

 2 

1_晨起观鸟

2_江洋畈

3_夜探江洋畈（朱丹阳 摄）

 3 



园
艺
科
普·

G
A

R
D

EN
IN

G
 SC

IEN
C

E

076
行
业
资
讯·

IN
D

U
ST

R
Y IN

FO
R

M
A

T
IO

N

077

花开盛世 春满宋都
——记开封·杭州2015“两宋花朝节”

【
活 

动
】

继2014年成功举办两宋菊花艺术节之后，作

为杭州-开封两市园艺交流的延续，2015年4月，

在开封举办了“两宋花朝节”，继续以弘扬两宋

文化为主题，以春季花卉为素材，以两地园林小

品为载体，为广大市民游客奉献了一场美轮美奂

的花朝盛宴。

本届花朝节运用春花植物杜鹃、海棠及各类

时令花卉，巧妙构思，打造“古都春韵、百花争

艳”的景观。整体布局依托龙亭公园中轴对称的

园林格局，以点、线、面相结合的形式，共设杭

州展园、开封展园两大区块。

杭州展园分为“园林小品展区”、“杜鹃精品

展区”及“杭州盆景展区”三大区块。小品展区

以“南宋人家”、“西湖·明珠”、“西湖恋”、“智

慧生活@杭州”、“南宋御街”为主题共布置了 5

组园林小品，通过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园林造景

艺术，展示了杭州西湖的独特魅力、南宋的悠久

历史以及杭州现代发展风貌，向开封市民展现了

杭州的城市内涵。杜鹃精品展区共展出“红天女

舞”、“真如之月”、“荒狮子”、“南极”、“秋水波”、

“桃花扇”、“红妆素裹”、“云裳”、“状元红”、“彩

五宝”、“粉妆楼”等 50 多个杜鹃品种，并展出悬

崖式、云片式等多种造型的杜鹃盆景 50 余盆。盆

景展区共展出榔榆、沙朴、五针松、罗汉松、雪

松、龙柏、胡颓子、天目松等各类树桩盆景、山

水盆景 50 余盆。展出的杭州盆景注重诗情画意、

师法自然，结合当地盆景植物材料、盆体、几架

等特点，通过长期实践，以高杆合栽、剪扎结合

的手法，形成了伸展自如、线条流畅的艺术风格。

通过这些富有杭城特色的园林造景小品、花

卉精品及盆景艺术，开封市民足不出户就感受到

了杭州独特的西湖和城市文化内涵。

（孟飞）

Flowers In Flourishing Age, Spring In Song Dynasty Capital
——Kaifeng·Hangzhou 2015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Flower Festival"

与蝶的世界，与爸爸（妈妈）一起搭帐篷、采蔬

菜、看星星、观小鸟，枕着火车声音入眠，在大自

然的怀抱中感受亲子的快乐。

江洋畈大自然课堂以接纳和尊重孩子的天性为

前提，综合室外讲学、动手体验、观察、角色扮演

等内容，以活泼有趣的开放课堂形式，充分激发孩

子们的天真好奇、纯真善良的天性，有助于培养

孩子的责任心、爱心、观察能力、交流能力，构建

起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桥梁。除了以上课堂内容，

我们还在不断的积累思考探索中，并设想结合景区

其他景点的资源特色，策划更丰富的大自然课堂，

如到古树最多的云栖竹径，让孩子们听听古树的心

跳，到以喀斯特地貌为特色的龙井景区，让孩子们

来探密岩石，等等。

2 大自然课堂进一步提升景区美誉度，促进

景区和谐发展。

随着江洋畈自然环境与活动品质的提升，公园

在宣传上从被动走向主动，宣传力度无形加大，

同时，公园实现了从公益活动到旅游产品的自然转

型，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景区

发展更趋和谐。这样的收获是自然而然的，真可谓

“无为而为之”。

媒体宣传力度扩大：自2012年江洋畈生态公园

举办山花节及精心策划大自然课堂以来，受到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各传统主流媒体、新媒体争相报

道江洋畈的活动信息，江洋畈山花节和自然课堂已

成为杭城的一大品牌，杭州的一些主流媒体主动要

求与公园合作，共同策划公园的科普活动，公园的

美誉度进一步提升，并树立起自己的特色品牌。

新媒体自发宣传：江洋畈公园本身具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野趣生态景观，可谓城市中的静土，随着

公园活动品质和魅力的提升，江洋畈的粉丝越来越

多，尤其在推出自然课堂后，家长们都高度好评，

并在各自的微信朋友圈转发活动信息，在这样的口

口相传中，江洋畈的口碑越来越好。

微信公众号的培育：江洋畈生态公园的官方微

信账号“杭州湖西幽静”已运营半年，每年春、秋

季山花节期间，官微通过截屏、关注、转发征集自

然课堂体验人群、免费语音讲解等服务，游客都踊

跃关注，现在粉丝量已逾2万人次。官方微信公众平

台现已成为公园自身宣传极为重要的一个渠道。

同时，随着自然课堂的深入人心，很多社会机

构主动要求与景区合作， 2014年公园与自然博物馆

合作，推出春秋季自然露营帐篷节，每期名额都供

不应求。今年，公园又与体育运动策划公司合作，

推出“奔跑吧，宝贝”搜救大白体验活动，该活动

通过无线电测向机，在丛林中搜索信号找到信号

源，完成任务找到卡通人物大白，活动一经推出，

400户名额一抢而空。这些收费活动的市场认可度都

基于前期活动的积累，及公园一贯坚持的“把自然

还给孩子，让他们自由探索”的活动宗旨。

自然教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好的自然教育

不是机械地传授“二手知识”，而是在引导中自然

地激发我们和自然之间的情感连接，让我们从对自

然的“无感”回归到“有感”的过程，推动我们自

己去发现自然中的美好细节。江洋畈生态公园的自

然教育虽已有一定成效，但也仅仅只是起步，如何

进一步充实自然课堂的内容与形式？如何进一步加

强自然与教育的结合性、提升课堂的专业性？如何

将自然教育进一步拓展延伸？如何在进一步了解孩

子心理的基础上让课堂更具趣味性？这些问题都亟

需我们沉下心来去学习思考。爱美是人的天性，爱

自然也是人的天性，自然是一切美的源泉，我们希

望通过景区工作者共同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与我们

共享景区的美丽。

【作者介绍】                                                                                      

黄飞燕，女，1977年生，浙江海宁人，大学本科，杭州西湖风景名胜

区钱江管理处 。

外教讲授野外生存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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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博物馆龙井馆区正式对外开放

2015年5月1日，经过1800多个日日夜夜筹备

建设的中国茶叶博物馆龙井馆区终于拉开面纱，

开馆迎客，为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奉上了一份茶

的礼物。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浙江省文化

厅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陈瑶；中国国际茶

文化研究会会长周国富；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张建庭；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杨亚军；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书记郑国

建；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博物馆处处长

郭长虹；浙江大学茶学系主任、教授、博导屠幼

英；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杭州市园林文

物局）领导班子等出席了开馆仪式。

中国茶叶博物馆于1986年立项，1991年4月

建成开放，是唯一的国家级茶专题博物馆，也是

国内第一批专题类博物馆。24年后的今天，迎来

了新馆——龙井馆区的开放。龙井馆区建设工程

是杭州市西湖综合保护工程的重点项目，经历了

近5年的筹划、设计、施工。龙井馆区地处翁家

山268号，距茶博老馆双峰馆区2km，占地面积

7.5hm2，山地景观优美，建筑面积5000m2。

茶博龙井馆区是一个以茶为主题的文化旅游

综合体，展示了世界茶文化、中国茶业品牌和西

湖龙井茶。其中，世界茶文化展区是龙井馆区最

大的一个陈列展览，这里云集了五湖四海的茶品

和茶文化，通过场景还原、茶俗演绎、茶器具展

示、世界茶大事记等形式，回顾、展现了五大洲

的饮茶习俗，并通过中国茶叶对外传播路径的多

媒体呈现，诠释了“一带一路”的精神。小小的

茶叶，可以迸发出巨大能量，中国茶的背后正是

我们的中国梦。

中国茶业品牌展区则展示了中国各地区区域

公共品牌及优秀企业品牌，第一批入馆品牌已达

20余家。同时，地处西湖龙井茶核心产区，得天

独厚的地理位置，促使了茶博龙井馆区“西湖龙

井茶”专题展厅的建成，这里也将是龙井茶系列

体验活动的静态展示中心，使得活动、展厅动静

结合。

区别于老馆双峰馆区以“展示古老茶文化”

为主的定位，新馆龙井馆区将以“当代茶生活体

验”为核心，体验项目有世界茶调饮、茶专题培

训、普洱茶压饼、乌龙茶拼配，以及陶吧、茶印

染、拓片、版画等个性化、文艺范的体验活动。

馆区还择优引进了多家实力雄厚的企业，丰

富整体业态，建成以“体验经济”、“文创经

济”为核心，生态环境优良、基础设施完善、科

技应用先进、功能布局合理的集展陈、文创、体

验、休闲为一体的现代化专题博物馆。

与此同时，茶博正在建设第三个馆区——

“网络馆区”，网络馆区以中国茶叶博物馆茶

友会为抓手，以网站、微博、微信、APP等为载

体，两年来在网络上汇聚了十万茶友，网络馆与

展示馆、体验馆一起打造线上+线下的“互联网

+”模式。

中国茶叶博物馆希望通过双峰馆区的茶文化

展示、龙井馆区的茶生活体验、网络馆区的远程

互动，以及每年在国内外举办的茶培训、茶雅

集、茶旅游等百余场茶文化活动，将中国茶叶博

物馆打造成茶文物的收藏中心、茶文化的展示中

心、茶生活的体验中心、茶品牌的提升中心、茶

旅游的策划中心及茶传播的传媒平台。让更多的

人感受茶香，分享茶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朱阳）

China Tea Museum Longjing Section Officially Opened To Publ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