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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是作者《读书随想录——西湖文化美学的准备与思考》一书的前言，对西湖景观美学提出了
“景观的文化还原”研究方法，并结合西湖景观历史文化和景观现象阐述了这一思想观点，从中国传统文化
以“天”为根本信仰的“天地人神”文化世界建构进行分析，还原西湖景观的历史文化真实及其景观美学建
构并给予总结。
【关键词】景观美学；文化还原；中国文化；宗教信仰；天地人神；杭州西湖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he preface of author’s book of Reading Random Thoughts—Preparation and Thinking of the 

West Lake Cultural Aesthetics， according to the West Lake landscape aesthetic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landscape 

culture restoration” was put forward，combined with West Lake landscape historical culture and phenomenon.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heaven，earth，man and God tha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ake heaven as  fundamental 

belief was analyzed to restore West Lake landscape reality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nd its landscape aesthetics 

construction.

Key words: Landscape aesthetics；Culture restoration；Chinese culture；Religious belief；Heaven，Earth，Man and 

God；Hangzhou West Lake

读。这种解读，必须有人文科学原理的支持。

杭州西湖作为“真山水”的著名中国文化景

观，它的独特价值和文化认知空间非常大，也更复

杂。对杭州西湖的研究，在历史学方向上收获丰

富，但在文化学方向和美学方向上乃至哲学的研究

显乏力了。

作为中国文化美学的西湖文化景观现象，要有

历史解读，也要有文化解读、美学解读、城市解

读、生态解读乃至哲学解读。历史掌握西湖文化景

观的发展变迁过程，还原历史状况；文化掌握西湖

文化景观产生的意识形态背景和价值创造，深入到

景观背后蕴涵的中国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尤其是

哲学理念、宗教信仰、伦理思想和艺术观念；美学

掌握西湖文化景观的审美特质、美学创造和审美文

化价值，透析以杭州西湖为代表的江南山水园林文

化浸润之下的“中国美”；城市掌握西湖文化景观

1 从景观文化美学入手

读书的姿态，在我就是一个学习者和思考者。

读书有选择，因专业走向和工作需要，作为一个美

学工作者，尤其对杭州西湖文化及其景观美学研究

需要，我一直把读书的范围，放在与此密切相关的

中西哲学、中国文化、孔孟儒学、文化艺术、杭州

史地、西湖文化、景观美学这几个方向上。原因很

简单，要想透析西湖山水的文化和美学，必须在哲

学思想、美学理论、文化原理、杭州历史人文和西

湖山水文化上有相当的掌握。可以从这本《读书随

想》里面看到，这种读书学习得到了长久的贯彻。

实际上，我在为“西湖文化美学”的系统研究作基

础性的准备，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特别注明“西

湖文化美学的准备与思考”。其间已经有不少成果

公开发表。我始终感到，作为一个杭州人，有责任

对中国文化美学的“西湖景观现象”做出自己的解

李一凡 / Li Yifan

景观的文化还原
——以杭州西湖为例

的城市景观性质，反映西湖文化景观与杭州城市

的地缘关系和互动共建，了解西湖山水作为杭州都

城的有机组成和形象表现认识“湖城一体”的中国

山水城市之美学特征；生态掌握西湖文化景观的生

态文化价值，研究西湖的生态自然之美和生态环境

创造，以及它们与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和积极价

值。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中国文化和美学的典范，必

然反映或者体现着中国文化的世界观、哲学思想；

必然涉及中国文化哲学“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以

及它背后更基础的“万物一体”的世界观；必然涉

及“天地人神”的中国文化世界独特建构。我们

看到，在人们的生活和心目中，西湖山水首先是

景观，是大自然和中国文化赋予杭州的一个“大

美”，一种“美的景观和现象”。但是空灵秀美的

西湖文化景观蕴涵的文化内容，是相当的复杂多

样，并且深刻悠远。单就西湖山水的景观特点来

讲，就十分的多彩多姿，它既有自然景观特质、文

化景观特质，也有城市景观特质、园林景观特质、

宗教景观特质、生态景观特质，还有“文人山水”

的景观气质，“意境山水”的景观品质。

我深知西湖文化美学研究的复杂程度。对西湖

的研究，我紧紧扣住“景观”、“文化”、“美

学”这三个关键词。西湖因景观而受用，西湖以

美而著称，西湖的景观美是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文

之美。我最初对西湖的研究是从景观美学开始的，

随后就深切感到“因以自然，辅以雅趣”的西湖景

观之美，是“人文化了的自然山水之美”。南宋

大诗人陆游在《南园记》中，很准确地用“因以自

然，辅以雅趣”八个字，概括了西湖的“自然人文

之美”的特征。西湖太有“文人山水”气质，太有

“意境山水”品质，太有与信仰密切结合而呈现

的“神性山水”种种气象。东晋葛洪就定义了西

Cultural Restoration Of Landscape
Taking Hangzhou West Lake As An Example

西湖鸟瞰 The aerial view of West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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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山水为“绝胜觉场”。东晋慧理的一句“灵鹫飞

来”的故事，令自然之美在人们的心里转化为神奇

之美。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和感受到，西湖自然之美

的情感化、思想化、信仰化、象征化、故事化、意

境化、艺术化。这是中国文化灌注于西湖山水的精

神和意趣。有一种自然审美的科学主义主张，要求

“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反对加入“自然之外”

的东西，强调自然审美的“客观性原则”，强调自

然审美价值的独立性。这种排除人的文化介入、排

除人的主观交融的自然审美之科学主义方式，显然

不适用于西湖景观审美。它剥夺了景观的文化因

素，剥夺了人的主观能动。西湖的景观审美，不能

离开文化体验，不能离开人的主观能动。西湖景观

审美的特点就是“文化审美”。

对西湖的研究，要把西湖的文化现象和美的现

象密切联系在一起研究，从文化方面理解美的景观

创造，从景观审美方面理解文化的精神。还要注意

到，从审美传统来看，西湖风景的景观审美是人文

主义的，它密切结合着文化因素和人的能动。当代

生态文化所主张景观审美之科学主义方式，从文化

中还原审美对象的自然本美及其客观真实，呈现自

然本身的审美价值，体现对自然本美的尊重。这是

一种有意义的现代性景观审美方式，但不是西湖景

观审美的主流和特征，它对西湖景观美学研究有一

定参考意义，尤其对西湖景观的生态美学研究有意

义，也对西湖景观审美的多样性有意义。

定向于西湖文化美学的研究，还由于美学本身

的学科发展。美学这门学科起于西方。到现今为

止，美学研究已发生多次转变。确切地讲，是与

时俱进的美学研究转向。古典形态的美学研究命

题，追问“美是什么？”它以研究“美的本质”为

特征，试图给予概念定义。这种研究从属于哲学。

近现代的美学研究发生了心理学转向，以“审美经

验”为主要研究方向，对“审美”、“美感”的心

理学实证研究成为主流，放弃了对美的哲学本体论

思辨研究。现当代的美学研究转向于对美和审美价

值的文化研究。美和审美不仅视为一种文化现象，

有着深刻的人文根源，还和它植根的历史文化、民

族文化、地域文化相关。美学由此从哲学美学、心

理美学向文化美学过渡，勾勒了美学本身的学科发

展动向。由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巨大危机，严重威胁

人类本身的生存，于是人对自然的觉醒和拯救，在

美学发展上崛起了“生态美学”。生态美学以生态

科学技术与生态文化观念为基础，包含了自然美

学、环境美学、文化美学等学科交叉，体现了与时

俱进的美学发展新水平。在我看来，生态文化和生

态科技的介入，是文化美学的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西湖景观美学研究必须融合中国文化和生态文化。

西湖文化景观美学的研究，首先要结合中国文

化。这完全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西湖文化景观产生成

长于中国水土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地域性生长根源，

“微观”是杭州文化，“中观”是吴越文化，尤以江南

文化和南宋文化最有影响，“大观”就是“儒、道、

佛”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西湖风景是中国文化美

学之优美的景观创造和地域典型，尤以“人间天堂”

著称于世，令人向往。这个基本事实还告诉我们，没

有比较充分的中国文化认知和掌握，要打开西湖文化

景观美学的真知奥秘会产生困难。

2 西湖文化景观的文化还原

基于“西湖文化景观根源于中国文化”的事

实，我对西湖文化美学的研究产生了一个关键思

想，即“景观的文化还原”，这是西湖文化美学研

究的一种思路和方法。

什么叫“景观的文化还原”？就是依据景观的

文化根本或者文化根源追溯它的景观创造和景观审

美，还景观的历史文化真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湖

景观，在现代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在现代文化心

理背景下，从景象和景象的解读都发生了很大的改

变。有许多人感叹“西湖越来越现代了”，现今的

西湖近于“现代的西湖”，“古典的西湖”已经朦

胧。“景观的文化还原”，旨在从文化根源呈现

“古典的西湖”。这是一种以传统文化为根据结合

景观审美和景观创造的“理论呈现”。我们要从理

论上描述“古典西湖”的文化模样，然后与“现代

西湖”作有意义的比较和审视。

“西湖是活着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西湖很

重要的景观性质。西湖风景至今没有停止它在历史

文化基础上的变化和演进。从西方文化在近代东渐

中国开始，西湖景观文化就介入了现代性因素，并

由于现代文化的兴起这种现代性因素逐渐扩大。尤

以20世纪最为明显，现代性与古典性的矛盾在冲突

对抗中逐渐融入西湖文化，成为现代西湖景观最大

的变化因素。由此，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文化转型，

从以“天”为最高信仰的传统文化，转向了以“科

学”为基本信仰的现代文化，这一根本的文化转型

也深刻影响到西湖的景观建设和景观审美。古人眼

里和心里的西湖，与现代人的观想显然不同。现代

人还有多少“文人情怀”？有多少“意境趣味”？

有多少“神圣崇拜”？有多少“对天的敬畏”？有

多少“天人相应”的文化真诚？有多少“万物一

体”的超然精神？“景观的文化还原”收拾的是不

能丢失的西湖景观之传统文化血脉。

西湖并没有完全“远去”，关键的传统格局还

在。比如，湖中三岛之“海上三仙山”的意境，苏

白二堤的空间分隔和景观动线，“西湖十景”的

意境组群和如画景致，南北二塔“神圣的静穆和感

召”，湖西群山的“灵竺佛国”，山水与建筑之虚

实显隐主从的传统美学关系，由“湖城一体”所呈

现的“山水城市”景观特征，等等。这是“景观文

化还原”的现实依据。

毫无疑问，西湖文化景观体现了对世界和人生

的思想看法，即关于宇宙人生的世界观。这种“世

界观”对西湖景观的形成和发展有决定意义。这是

西湖景观产生的文化基点，也是“景观文化还原”

的重要基础。体现在西湖景观中的这种“世界观”

是什么？这不能不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世

界的一般看法”，它可以从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文化

看到。简要地讲，它的核心特征是对“天”的信

仰，儒家和道家都是如此。儒家以“仁”和“礼”

释天，道家以“道”和“气”释天。对“天”的信

仰，是中国传统文化世界观的精神支柱，它渗透在

雷峰塔 Leifeng pag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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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之哲学、伦理、政治、美学、文艺、

以及日常生活和风尚习俗等所有方面。因此，西湖

文化景观“文化还原”的第一要点，就是“西湖景

观充分体现了对‘天’的信仰和尊敬”。对大自然

的敬畏与尊重，对大自然的赞化与和谐，是由于对

“天”的神圣信仰。

我们可以把中国思想文化的学术形态，分为

“天学”、“理学”和“心学”三类。后两者尤以

儒家学说的宋明理学和心学为代表，众所周知。

“天学”，也就是中华民族关于“天”的思想学

说，它通常以天论、道论、气论、阴阳论、五行论

以及天人论等阐述“关于世界的一般看法”。这

里的“天”，不是纯粹物理意义或科学意义上的

“天”，而是由中国远古文化传承而来的“神化了

的大自然”。这种由信仰支持着的“天”，是物理

义和神圣义的观念化合。对“天”的信仰，是中

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支柱。在中国思想文

化里面，无论是哲学、伦理学还是政治、历史、

文艺等，它们“立论成说”，除了要寻求“理学

根据”、“心学根据”之外，还必须寻求“天学

根据”，而“天学根据”具有本体论的“终极权

威”。因此“与天合一”、“与天相知”、“与

天合德”是中国思想文化崇高指向和重要尺度。

“理”从何来？“天”，“心”归何处？“天”，

“人”自“天”成，“命”由“天”赋。天论以及

天道论、天地论、天人论，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

哲学世界观核心。对西湖景观的文化美学解读，不

可能游离于中国文化关于天论、天道论、天地论、

天人论的思想学说。

对“天”的信仰是一种宗教性信仰。一种文

化，也许可以没有“宗教”，却不可能没有“宗教

信仰”。中国文化即是其例。这就涉及到“中国是

否有宗教”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关于中国文化基

本特征的认识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没有西方

概念意义上的“宗教”。另一些学者反对。牟宗三

先生认为，孔孟儒学具有宗教性质，其特点是一种

“人文教”。蔡尚思先生认为，孔孟儒学礼教就

是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蔡先生《中国礼教

思想史》一书指出了“礼教即宗教”、“礼教宗教

化”、“礼教代宗教”的认识观点。由此而明，孔

子创立的“儒学之教”，在思想理论上奠定了“宗

法礼制”的神圣化、宗教化，同时也奠定了“宗法

礼制”的伦理化、政治化。“礼教”是中国自古而

来并经周公、孔子变革的“宗法礼制之教”，它不

仅“人文设教”，而且“神道设教”。这种“礼

教”，你可以不认可它是一种“宗教”，却无可否

认它包含着显然的“宗教信仰”。周公、孔子创

立的儒学礼教，内在包涵了对“天”的信仰、对

“仁”的信念和对“心”的理念，这就是儒学礼

教的天学根据、理学根据和心学根据所在——天

道、仁爱、心性。《周易》就是一部关于“天”

的学问经典。礼教即是儒教，它的“神谱体系”

首先是“天地君亲师”。它的“教义体系”首先是

“仁义礼智信”，尤以“忠孝节义”为大众化核心

价值。这是中国模式的“宗教”。必须承认宗教的

多样性。就像“文明”的多样性一样，西方的“文

明”之外，你不能说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不是“文

明”。儒学礼教是宗教化、伦理化、政治化互相

结合起来的那么一种有思想、有信仰的“制度文

化”。它深刻影响中国二千多年，至今仍以各种面

目存在。“儒学之教”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性格，也呈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就其扼要，

可以称为“以‘天’为根本信仰的中国文化”。中

国文化，在它的灵魂深处，体现了对“神圣化了的

大自然”的真诚崇拜。

3 “天地人神”的文化景观建构

“景观的文化还原”第二要点，是呈现西湖文

化景观的“天地人神”文化建构特征。由前述作进

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到，“以对‘天’的信仰为根本

的中国文化”，“天”不仅是“世界的始基”、

“终极的本体”、“神性的主宰”，而且整个宇宙

人生世界，都是以“天”为根本的神性世界。因

此，从中国文化世界观放眼天下，除了天、地、

人，还有神，并且天、地、人都从“神”那里可以

得到神化定义和神性赋格，呈现物理义和神圣义互

相结合的“非凡”。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科学时

代”来看，传统文化历史统摄的古老中国乃是一个

“神学的时代”，人们生活在自己对“天”的信仰

里面，他们的存在意识就是“生活在天神地祇无

处不在的世界”。亡故的祖宗、先师、英雄、贤能

等，可以凭德性和功绩转化为“天神地灵”。在那

个信仰世界里，任何东西、任何存在，都有大小高

低正负不等的“神光灵气”。在感性直观的天、

地、人三维中，还有“天神、地衹、人鬼”这“神

性”的一维——这是凭信仰的“玄观”才能捉摸体

会得到的一种观念存在。由此可知，中国传统的文

化世界由此“四维”构成，即以“天”为根本信仰

的“天地人神”结构的文化世界。人们在这种信仰

的传统中，把这种“天地人神的文化世界”理解为

不能违逆的 “真实世界”。这是一个对“天”的

传统文化信仰和对“仁”的儒学礼教制度所统摄的

历史时代。作为中国文化和美学体现的西湖文化景

观，产生于这个历史时代，它的景观创造和景观审

美必然内生于这种历史文化，并体现这种“天地人

神”的文化建构。因此，我们要从历史文化角度

重视“西湖文化景观的宗教性”问题，注意西湖

文化景观与信仰文化、宗教文化的关系，使“文

化真实”更深刻地逼近“历史真实”。我认为，这

种“文化真实”是更高的“历史真实”。这是“景

观文化还原”的意义所在，也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文

化学方法。研究西湖文化景观的“历史真实”，从

“历史还原的文化真实”的工作入手很必要。

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儒家礼乐之教”或曰

“儒教”，是思想理论学说与国家政治权力结合

在一起的一种很特殊的“国家宗教”。这种宗教以

“天”为根本信仰推行封建宗法礼制和封建道德伦

理，并将后两者神圣化、天理化、永恒化。不仅如

此，它以封建帝王为“天子”，成为“天”在人世

间的最高代表和最高权威，“替天行道”、“代天

行权”，同时也是儒教“教主”。同样重要的是，

整个封建政治管理体系，包括官员和衙署，也是儒

教组织和管理机构，它是儒教“政教合一”的功能

形式。更加明显的，还有极为严整系统祭拜“天

地”、“祖先”、“圣贤”之神灵的祭祀设施和祭

祀制度仪礼，如天坛、太庙，如春祭、秋祭，如对

岳庙 Yuefei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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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封禅等。除了帝王对天地山川和祖宗先圣的祭

祀，还有对英灵贤德等祭祀的各种祠堂、灵庙、牌

坊，众多儒教文化的节庆和习俗。儒家思想即同儒

教教义，儒学经典即为儒教教典。贤士、君子是儒

教基本的才德追求和价值形塑。“成圣”是儒教的

最高理想。这一观点的分析很有认识价值，它对于

“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中国文化的宗教性”等

问题的了解，很有帮助。这正是“以‘天’为根本

信仰的‘天地人神’所建构文化世界”的生动写

照。这个“文化世界”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流文

化。由此可知，西湖文化景观不仅建基于中国文化

对“天”的宗教信仰，还立足于儒家思想文化，并

融合了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这是西湖“景观文化

还原”的一个朴素观点。

“景观的文化还原”使我们对西湖文化景观的

文化美学认识有了新的肯定。第一，西湖文化景

观根源于以“天”为神圣信仰的中国传统文化；第

二，西湖文化景观具有宗教性特征，“景观的教

化”是其主要方式和重要功能；第三，西湖文化景

观文化的主流是宗教文化，受到儒教文化、道教文

化、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第四，西湖文化景观文

化起始于“子胥灵涛”代表的儒教信仰文化和“灵

鹫飞来”代表的佛教信仰文化，吴山和灵隐在西湖

风景发展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第五，西湖山

水的最初景观定义是“神的居所，人的觉场”；第

六，西湖山水的自然美，在景观发展上首先融合于

宗教信仰文化，经历了“自然神圣化”的历史文化

过程；第七，西湖之美是“天人合一”的“自然人

文之美”，植根于以“天”为根本信仰的中国传统

文化；第八，西湖文化景观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宗

教信仰化、农业水利化、文学艺术化和近现代城市

化等不同阶段，但西湖景观仍然保持着“天人合

一”的宗教文化特质。这就是原本的西湖，这就是

原本西湖的原本文化。

4 “神的居所，人的觉场”

西湖风景区初创之时，就已经定义为“神的居

所，人的觉场”，并且至今仍然很好地保持着这种显

著的景观特征。西湖风景区在传统上形成若干景观特

色空间，一般以某个著名景点景区或若干景点集聚为

特色景观基础，即以西湖环湖区为核心的“西湖山

水”，以灵隐、天竺为核心的“灵竺山水”，以钱塘江

潮和六和塔为核心的“钱江山水”，以吴山为核心的

“城市山林”等。有意思的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都有一个或一组宗教性景观标志物。西湖山水以

雷峰塔、保俶塔为标志物，灵竺山水以灵隐寺为标志

物，钱江山水以六和塔为标志物，吴山“城市山林”

以城隍庙为标志物，龙井、九溪一带山水风光，则以

龙井寺为标志物。这些各有历史积淀和风景特色的景

观单元中的标志物，其实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堪舆理

论，都属“山水之镇”。按照中国画学理论来看，又

都是“山水点睛”之处，乃山水出神采、出精神的地

方。杭州古城之北郊京杭大运河上的“北关”，是客

货运船到达杭州的终点，其繁盛有着“北关夜市”的

风景，乃元代“钱塘十景”之一，也是以香积寺及寺

前双塔为标志物，展开“十里银湖墅”的市井繁华画

卷。如果以更小的景观实体来分析，比如葛岭，它的

点睛出神采的标志物，就是道教的抱朴道院和岭巅的

初阳台。比如葛岭之以栖霞岭、岳飞墓、岳王庙、岳

庙牌坊为景观中轴线并延伸到西湖之岳湖的岳庙景

区，其标志物就是儒教表彰忠孝英烈的岳王庙。其它

如“灵峰探梅”的灵峰寺，创自东晋慧理。“虎跑梦

泉”的虎跑寺，创自唐代性空。“云栖竹径”的云栖

寺，创自北宋吴越王时。孤山景区的孤山寺，建于陈

天嘉年间，原称“永福寺”，白居易有“蓬莱宫在水

中央”的诗句，唐宋称“孤山寺”。青芝坞“玉泉观

鱼”的玉泉寺，创自南齐昙超，原称“青涟寺”。北

高峰下巢枸坞的韬光寺，建于吴越王时，有“楼观沧

海日，门对浙江潮”的胜景。玉皇山“玉皇飞云”的

道教福星观，万松岭上“儒学教堂”之万松书院，苏

堤上奉为儒文化西湖三贤的白居易、林和靖、苏东坡

之“三贤祠”等。它们都用宗教性景观建筑语言，昭

示西湖山水乃“神的居所，人的觉场”，展现了西湖

景观的宗教文化特质，展现了儒、道、释三教对西湖

山水的文化浸润和精神灌注。这是一个无法漠视、并

非偶然的重要文化现象。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问

题，对“西湖文化的宗教性质”、“西湖景观的宗教文

化”，采取了不应有的回避态度。必须指出，杭州西

湖作为风景胜地，自古以来就有这样四种景观性质：

神的灵地，人的乐园，城市的花园，民生的水利。这

也是古代西湖的四大功能——宗教场所、旅游胜地、

城市公园和农业田园。我们以历史的文化真实阐明，

西湖景观的主体文化是宗教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

儒道释为重心，以对“天”的宗教性信仰为其文化精

神支柱。这是我的结论。

从景观发生的时间维度看，西湖风景最早就

“点睛出神采”的地方有三处。首先是古称胥山

的吴山之伍公庙（又称伍公祠），祀忠烈死谏的吴

国大夫伍子胥英灵。建祠时间据说在汉代，距今约

二千年，该祠当属儒教文化系统的纪念灵祀，并且

与钱塘江著名奇观“钱江涌潮”——被儒教文化视

为“子胥灵涛”紧紧联系在一起。民间对伍子胥视

为钱江大潮的“潮神”。吴山伍公庙和栖霞岭岳王

庙一样，是儒教文化中的“旌忠祠”，以“忠”崇

德教化。吴山的“伍公祠”和“子胥灵涛”，可以

视为杭州文化发展重要的时空节点，是西湖景观文

化具有象征意义的发生源头之一。吴山之伍公祠，

在西湖景观史和景观文化史上应当有重要的地位和

价值。其二是葛岭，东晋时道教大家葛洪求神仙之

术，筑室、掘井、炼丹、修道、著书于此，应与佛

教之开发灵隐寺前后，今仍有抱朴道院和初阳台的

道教建筑。如果说吴山是西湖儒教文化景观的一个

起始地，那么葛岭就是西湖道教文化景观的初创

地，都有各自“开山”的象征意义。其三就是东晋

咸和初年即公元326年，印度僧人慧理用“灵鹫飞

来”的神话故事发祥的灵隐，他成就了佛教胜境飞

来峰、灵隐寺、灵鹫寺、灵峰寺等佛教名胜，成就

了从灵隐山到天竺山一带的“灵竺佛国”，成就了

西湖西部山水的“咫尺西天”。这三个地方，对杭

州和西湖历史文化来讲，最重要的是飞来峰之灵

隐。可以这样讲，如果西湖风景有一处它的“开山

发祥之地”，这个地方就是以飞来峰、灵隐寺、三

天竺为核心的“灵竺山水”，是杭州佛教文化的生

根之处。此外，杭州秦汉时钱塘故县治亦“在灵隐

山中”，实乃杭州城市发祥之地。从西湖景观的发

展来看也是如此。在东晋和唐初之间，西湖湖区尚

未发育成熟为人们的游览胜地，西湖还基本上无

闻无名之时，西湖山水的灵隐、天竺一带已经逐

渐成为杭州的一处游览名胜地，以灵隐寺、飞来

峰、灵竺山水风景为文化和景观特色，卓有声望。

这在唐尤为显然。白居易有一篇《冷泉亭记》，专

门评论杭州“灵竺山水”的审美价值。他说“东南

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

观，冷泉亭为甲。”以“山水病痴”著称的大文豪

白居易眼光犀利，等于给了“余杭山水，灵隐最

优”的美学评价，然而对西湖之美尚无此高誉。白

灵隐 Lingyin temple

六和塔 Six harmonies pag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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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易对西湖的评价，是“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

留是此湖”，特别是“最爱湖东行不足”、“湖上

春来如画图”、“蓬莱宫在水中央”。实际上他心

目中仍然把灵竺山水看成当时杭州第一胜景。在

《答客问杭州》一诗里“为君略约说杭州”，就是

“山名天竺堆青黛，湖号钱塘泻绿油”，灵竺有优

先地位。那首著名的《江南忆》，“江南忆，最忆

是杭州”，也是“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

头”。这里讲的“山寺”，就是天竺寺、灵隐寺，

传说寺中常有桂子从月中落下，因此“月中寻桂”

是灵竺访游的一件趣事。该诗清楚表明，当时杭州

胜景，一是“山寺寻桂”，二是“郡亭看潮”。经

五代吴越，直到北宋西湖才真正闻名于世。宋仁宗

“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给予最权威的荣誉定

评。也可以看到，在白居易那个时期，杭州旅游景

观有三个好去处，即游灵隐，看潮水，走西湖，但

前两者具有优先性，在白居易心中最有地位。杭州

的山水之美有三类景观形态，即“郡亭看潮”代表

的海山之美，“山寺寻桂”代表的山林之美，“春

来如画”的湖山之美，也就是钱塘江山水、灵竺山

水、西湖山水。在景观发展上，山海之美、山林之

美优先于湖山之美。以宋仁宗《赐梅挚知杭州》诗

为标志。“湖山美”登上杭州景观首席之位。从

此，海山美和山林美从属于西湖风景之美。此见证

于元代“钱塘十景”，有“冷泉猿啸”和“浙江秋

涛”二景，清代“西湖十八景”有“吴山大观”、

“韬光观海”和“天竺香市”三景。“观海”，吴

山是近观，韬光是远观。由此亦可见，“灵竺山

水”是西湖风景中最先开发成熟并享有美誉的佛教

胜境和游览胜地，它的景观空间规模也有足够大的

体量。顺便说一句，西湖风景的景观文化之“文

脉”，就生根并发祥于此。故有“西湖景观，文脉

东起、西来、北辅”的概括。东起，指吴山伍公庙

之儒教文化的流注。西来，指飞来峰灵隐寺之佛教

文化的浸润。北辅，指葛岭初阳台之道教文化的

滋养。这种开端性的文化影响，集聚于“灵竺山

水”，汇为西湖景观的主体文化底蕴。可以肯定，

“灵竺山水”是西湖风景名胜区开发的先声，最早

的游览胜地。从初唐到中唐，许多著名诗人来杭州

拜访游览的，主要是灵隐、天竺一带的寺庙和山水

风光，还有就是郡城江边的“钱江涌潮”奇观，主

要目的地还不是西湖风光，他们留下的诗篇就是印

证。如宋之问（或骆宾王）有“楼观沧海日，门对

浙江潮”，李白有“天竺森在眼，松风飒惊秋”。

从风景的人文角度看，是否可以说，西湖风景的开

创，是由名僧慧理的一个“灵鹫飞来”故事点化出

来的，故事成为意境，神话造就胜景。是他发现了

“仙灵所隐”的飞来峰，点亮了灵竺山水的灵气神

韵，以佛教寺庙建筑开发了灵隐，把自然美升华并

融入了空灵妙庄的人文之美。总之，我们从这三个

地方的文化建构中看到一个共同的轨迹，那就是以

各自的文化信仰和文化方式构建“天地人神”的文

化世界和景观风貌。更进一步地讲，宗教信仰及宗

教文化，是西湖景观的“母体文化”。这个特征非

常明显。西湖研究应当基于这种历史的文化真实。

上述的分析还应该在“西湖山水最初的景观定

性”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灵竺山水作为西湖山水最初

的著名景观，慧理给予的景观性质定义是“仙灵所

隐”，也就是“神的居所”，或者“神的灵地”。慧理

的景观定性，用景观学术语表达，就是“神圣的景观

空间”。据传是葛洪在灵隐山门题额的“绝胜觉场”

四个字，不仅定义了灵竺山水的景观性质，还定义了

它的景观意境，更为精辟恰当。这是西湖景观文化中

最早出现的“景观意境”和“景观意境品评”，也是

后来整个西湖山水之景观空间性质的准确概括。以至

湖城一体的古代杭州，在这个基础上到宋代又有了

“东南佛国”、“人间天堂”的著名口碑。通俗地概括

西湖风景的景观性质，就是东晋慧理、葛洪所定义

的“神的居所，人的觉场”。这个定性，是历史上西

湖景观发展建设的主要文化方向和基本功能。这个文

化方向，到了建国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根本改变，才

有了停顿，并在“文革”期间受到严重破坏。“改革

开放”新时期以来，这种景观特质作为“历史文化遗

产”，得到了明智的恢复。由此可知，东晋时期是西

湖景观及其景观文化发展的重要开端，宗教文化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神的居所，人的觉场”是西湖山水

最初的景观模式，影响持久而深刻。我们由此看到，

“神的居所，人的觉场”之西湖景观建构，它的背后

就是中华民族“天地人神”文化世界观，是中国传统

文化对“天”之神圣信仰的“形象呈现”。 

5 西湖景观的儒教文化系统

在西湖山水“天地人神”文化世界的景观建构

过程中，儒教文化和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共同发挥

着作用，但对“儒教文化”如何发挥作用并体现在

哪里，认识比较模糊，往往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佛

教和道教方面。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孔孟儒学

思想文化以及儒家礼教的宗教性特点，有认识上的

局限和模糊。本文已经在前面概要阐明了中国传统

文化以及儒家“仁学礼教”文化的宗教性，其特征

集中体现在对“天”的神圣信仰和一以贯之。这种

与政治权力结合的宗教性，尤以“儒家礼教”最能

说明。我们可以把“儒教”理解为“儒家礼教”，

它是孔孟仁学为道德思想核心、以“天”为根本信

仰之礼教制度和文化教化。儒教尤以“仁义礼智

信”、“忠孝节义廉耻”为大众教义。循此线索，

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西湖景观中儒教文化一

脉，看到儒教文化丰富的景观系统。

西湖文化景观中儒教文化建筑有很明显的系统

性，它有鲜明的景观主题，即以对“天”的神圣信仰

为基础围绕“忠孝仁义贤廉”的道德核心价值，依托

西湖山水形成了一大批“儒学礼教”的祠庙建筑。我

们可以称之为“儒家道德教化”的主题祠庙建筑，分

布于城市和湖山的四面八方，在古代杭州数以百计。

这些儒教祠庙以人载德、以德祀灵、旌表纪念。儒家

的景观文化美学，很好地贯彻了孔子“尽美亦尽善”

的原则，把“景观的教化”融合于“景观的审美”，

非常重视景观建筑的“道德教化”功能。这个特点，

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把德育结合到美育中”。在

西湖风景的众多景观建筑中，儒教景观文化建筑很有

自己的风格特色。蔚为大观。

在南宋末年时期，据《梦梁录》记载，杭州城

区包括郊区所建祠庙，共分7类计94座，即山川神祠

16座，忠节祠6座，仕贤祠8座，古神祠9座，士俗祠

33座，东都随迁祠（即原祠庙在汴京，南宋时在杭

州复建）4座，外郡行祠（原祠庙在外地，随南宋

复建于杭州）18座。实际应当远不止此数。此外，

《梦梁录》还没有把皇家和官方祠庙学苑等计算在

内，如天地祭坛、祖宗太庙、孔庙、府学、书院等

儒教祭祀性、纪念性和学习性建筑。由此可知，我

们在西湖文化的研究和介绍中，相当忽略了“儒家

文化”或“儒教文化”的历史情况。很大的一个原

因，就是对儒家儒教文化缺少认识概念，只知道西

湖山水有众多祭祀纪念神庙，却不太清楚它们实际

上归类于儒家儒教文化的范畴。有人写文章说“西

湖山水风景是儒家文化的载体”，却没有说清楚这

个“载体”体现在哪里？这正是西湖文化研究的薄

弱不明之处。

儒教景观建筑系统中，首先是“尊孔崇儒”的

孔庙和学府、书院。现存的杭州孔庙在劳动路府学

巷，位于吴山脚下，近西湖清波门，建于南宋，亦

是临安府学。南宋时曾增建为全国最高学府“太

学”，规模宏大壮观。到元代。仍以“甲东南为杰

观”著称。杭州孔庙，自宋、元、明、清一直是官

学所在地，是祭祀孔子、研习儒学、收藏典藉的一

方圣地。北宋时，孔庙在凤凰山一带。整个建筑

群以孔庙为制高中心，是祭祀场所和学习场所的结

合，春秋之时有祭孔大典。同类的重要建筑就是书

院，著名的有四大书院，其中以万松岭的“万松书

院”最胜，也是祭祀孔子、读书学习和图书收藏的

结合体，以传教儒学思想学术文化和人才为旨。万

松书院始建于明代，清代康熙、乾隆都曾数次踏

访，备受重视，康熙帝题额“浙水敷文”。雍正时

赐为省城书院，有很高的学林政治地位，学生遍及

全省十一府。在杭州各书院中，它以齐备的祭田、

祭器，完备的章程学规以及丰富的藏书居首。传说

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曾在万松书院同窗共读。其

它三大书院，紫阳书院在吴山之紫阳山，崇文书院

在曲院风荷跨虹桥旁，沽经精舍在孤山之南西泠桥

堍，各踞风景胜境。诂经精舍尤以阮元、俞樾主领

开一派学术并培养大批才骏。

西湖儒教景观文化建筑中最著名的，是“旌表忠

灵”的神庙，数量众多。旌表忠烈之灵的，有“湖上

三英杰”岳王庙、于谦祠、张苍水祠，墓、祠合建，

为海内外所共仰。清代诗人袁枚有一首著名的诗：“江

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入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

人间始觉重西湖”。道出了西湖山水由忠烈英魂激扬

的壮伟阳刚之气。其中，民族英雄岳飞事迹独成旌忠

的景观系列，除了岳王庙，还有栖霞岭紫云洞口部

将牛皋墓，仙姑山东山弄口部将张宪墓和祠，众安桥

附近岳飞女儿银瓶井，小车桥岳飞遇害处风波亭，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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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飞来峰韩世忠纪念岳飞的翠微亭，众安桥含愤刺杀

奸臣秦桧的殿前军士施全庙等。施全义举感人至深，

人们祀为义烈之灵，据说当时杭州有七十二处施全灵

祠。还有一类是旌表忠义仁德的灵祠，最突出的就是

表彰五代吴越国钱镠祖孙五王仁义功德的钱王祠，初

名即称“表忠观”，苏东坡曾为之记，清代“西湖十八

景”列为“功德崇坊”。今在涌金门原址复建。吴越

钱王弃王臣顺、纳士归宋、保境安民、造福杭州的事

迹，传为佳话，至今感念。还有一类为旌表忠节的神

庙，褒扬爱国抗敌、至死不屈的英勇将士，这类神庙

历朝历代为数不少。著名的有灵卫庙，俗称金祝庙，

其故址就是今松木场金祝新村，尚有金祝牌楼地名。

南宋建炎四年金兵犯杭，宋高宗弃城而走。钱塘将校

金胜、祝威组织军民在葛岭之北英勇抗击，被俘就义。

杭州人民感念其义勇忠节，葬于近郊并立祠为灵卫庙

纪念。前述牛皋墓、张宪祠、施公祠等都属此类。近

现代亦承其表彰爱国志士义勇英灵的传统，有秋瑾、

徐锡林、陶成章、浙军阵亡将士纪念、浙江革命烈士

纪念等墓葬、祠社、牌坊、场馆等建筑。

同样为数众多、历朝不衰的是仕贤祠，主要祭

祀纪念那些为官杭州并且有功德于杭州人民的贤

能士人。最有影响的是筑于苏堤映波桥堍的“三贤

堂”，纪念白居易、林和靖、苏东坡。在苏堤南山

第一桥，还有“先贤堂”，又称“集贤堂”，纪念

自秦汉到北宋一千多年来出生和生活在杭州及属县

的40位历史名人，其中有汉代严光，唐代禇遂良，

吴越国钱镠、罗隐，北宋郭简、潘阆、林逋等。

在今井亭桥，旧有“邺候祠”，纪念唐代李泌凿六

井，引西湖水解决民饮困难的功德。被杭州民众奉

为城隍之神的明代按察使周新，以清廉公正之德坐

镇吴山之颠，也属“仕贤”一类的神灵化。在清代

众多有功德民望的官吏在其故世后得以立祠于西湖

山水，给予纪念表彰。

对人文圣祖和儒家贤哲建祠祭祀也有不少。比

如祭祀人文先祖大禹，农业之神神农氏，文字之神

仓颉，以及宋代大儒同敦颐、朱熹，汉代经学训诂

大师许慎、郑玄等。他们都是“儒家文化教化”的

崇拜偶像。

更直接乞灵于“天”，并且“与天对话”“与天通

神”的祭坛祠庙，归类山川神祠。在封建社会，历朝

历代帝王都视郊坛祭祀天地、祖先为极其重大的神圣

活动，以求国运昌盛、皇祚永祐。到城外郊坛行礼，

称“郊祭”、“郊礼”，三年一次，农历九月上辛之日，

仪式浩大隆重。其余两年都在皇宫举行，称“明堂大

祀”。南宋时郊坛在嘉会门外今八卦田阿附近，郊坛

四层，分 12 陛，每陛 72 级，另有附属殿堂、牌坊

等。这种祭祀天地的权力专属垄断于帝王。南宋临安

府的社稷坛，在南屏山之雷峰下，认为“社稷系一府

之利害”，郑重虔敬有加。此外，吴山有火德庙、玉

泉有龙王庙等。在明代，城西北有山川坛，城东北有

风师坛，城西南有雷师坛，后合并风云雷雨之神于山

川坛，其址在凤凰山之包家山。在清代，今曲院风荷

竹素园有著名的“湖山春社”，又称“湖山神庙”，为

清雍正年间“西湖十八景”之首，内奉“湖山正神”，

旁配祀十二月花神，俗有“花朝节”节庆于此。每

到三春之月，都人士女竞集于湖山春社，画鼓灵簫，

嬉游竞日。清诗有“庙貌邻忠武，巍峨栋宇新。湖山

原有主，花月岂无神”。在传统的西湖景观文化，西

湖在人们心目中历来“有神灵主之”，西湖婀娜秀美

之气的主神就是白居易歌唱的“西子”，西湖英伟悲

慨之气的主神就是“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统

领湖山十二花月芳菲之气的主神，就是湖山春社这位

“湖山之神”。此外，统领西湖山水儒家文化精神和士

人之气的主神，就是“西湖三贤”白居易、林和靖、

苏东坡，统帅钱塘江潮水英烈悲愤之气的，就是民间

又奉为“潮王”的伍子胥。

6 意义世界和人的存在

文化世界是人类世界观及其价值映现的意义世

界。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和人类世界观及其价值追

求密切相关。对“天”的神圣信仰和“与天合德”

“天人合一”的人生道德价值追求，成就了中国传

统文化及其景观的创造和审美。然而，人的世界观

及其价值追求取决于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决定他的

意识和思维，但是人的意识和思维所形成特定世界

观及其价值信念，又会作用于人的存在。人的存在

成为以特定信仰为根本价值依据的文化存在，人们

就以此种世界观和价值信仰的立场去理解和感知

世界及其当下，从中获得宇宙和人生的解释，获得

人的存在意义解释和人的行为意义解释。“天地

人神”的中国传统文化世界，就与中国传统文化对

世界的一般看法及其对“天”的理解和信仰密不可

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始民族生存和原始民族意

识密不可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传承变革和封

建政治建设需要密不可分。“天地君亲师”的神系

和“仁义礼智信”的德系，以及“天人、君臣、父

子、夫妇”的轴心关系，构成了中国封建宗法礼制

的“三角定律”。这是中国景观文化美学的历史根

据和文化基础，更是解读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美学现

象的历史文化和哲学文化重要根据。

景观文化美学的重要哲学思想，在我看来，是

“自然蕴涵于人的存在”。它表达了景观文化美

学以下的理论观点：第一，景观不在人之外；第

二，景观蕴涵于人的存在；第三，景观具有属人的

性质；第四，景观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体现为

客体事物相对于人类的价值呈现和意义形象；第

五，景观对象无论是纯粹自然还是人文建造，都

是特定文化的意义呈现和形象观照。在“天地人

神”的中国传统文化景观世界中，我们所赞叹的

自然美，决不是在人之外或者与人无关的纯粹自

然，而是在“天地人神”的传统文化背景下由自

然对象形象呈现的特殊价值和人生意味。在这种

历史文化状态中，人们从自然景象体认“天”的

“道行”和“仁德”，体认“万物一体”的大千世

界和“天人合一”的人生世界，在自然景象中体

认自然本真的“大美”、“大德”、“大智”和

“大道”。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将人定位于自然的

有机部分——积极参与自然造化并创造人类文化

来参赞自然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

形态》一书中阐述过这样的思想：在人之外的自然

对于人类来说就是无。他指出，“人的存在”才是

“关于人的科学”的出发点和研究基点。他把“人

的存在”不仅仅理解为“感性存在”，而且还理解

为“感性活动”，一种改变人自己和外部世界的有

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把“人的存在”理解为

“人类实践能动和意识能动的历史存在”。就是在

这种“人的存在本质”的哲学意义上，我们说“自

然蕴涵于人的存在”，并且“在人之外的自然就是

无”。马克思哲学这一深刻思想，标志着西方存在

论研究的重大转向，即形而上的“抽象存在”研究

向“人的存在”研究转变，创立了以人的实践活动

为根本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

学。它表明，自然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有意义。马克

思坚持“存在决定人的意识和思维”、“客观事物

不依人的意识而存在”。但是他指出，人类的产生

和存在，特别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历史实践能动”

这一“人的存在本质特征”，自然被“人化”，人

类在客观事物中建立了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世

界”——也就是“人的文化世界”。人类按照客观

的自然规律和人的内在需要在自然事物中建立了

“人的尺度”。因此，人的存在及其本质具有决定

性，成为客观世界普遍联系中的一个有主观能动性

的关联性因素，客观世界也由于人的存在具有属人

的价值和意义、面貌和景象。在这个意义上，自然

蕴涵于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将自然导向文化并创造

“第二自然”，并且“在人之外的自然对于人就是

无”。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学理论。西湖文化景观

的文化美学研究就站在这一哲学立场而展开，它结

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因素，还原西湖景观的历

史人文和历史真实。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景观文化美

学研究，西湖由此展现它的历史文化真实及其景观

美学构建。

【作者介绍】                                                                                      

李一凡，男，1956年生，浙江杭州人，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

究方向：中国美学及西湖景观文化美学。

注：本文图片均由周兔英摄影                                                             

玉泉山水园 Yuquan landscape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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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见三潭的一座小石塔，挺立湖中，恰好就在那如

金色小道般的月影之上。小石塔标记着三个深潭的

位置，据说这里镇压着精灵（传说湖中有黑鱼精出

没）。谁都会从世界的另一端来一睹仲夏夜圆月在

三潭中浮光若金，交相辉印的景象。”

马尔智诗意地描绘着眼前的一切：

“湖面上有很多船只，我们绕着圈划向御岛（孤

山）时，感受到了周围美妙的音乐声。中国人知道

美景配美乐，各种不同的乐器在一起演奏出他们所

钟爱的夜、月、湖的美好。如果我像中国很多小孩

那样从小就开始学习乐器，也许现在我就可以演奏

一曲竹笛，竹笛很适合在月色下独处的人吹奏。其

音色细腻悠远，只有极少数人能欣赏。或温婉或凄

凉，令岸上的美人也步步莲花，缓缓而行”。

皓月当空，撩人的月色让马尔智不禁心神荡

漾，勾勒出一幅美好的画面：仲夏夜、撩人月、

悠悠的笛声、摇曳生姿的美人，此刻呈现出的正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髓的“天人合一”、“物我交

融”的“诗情画意”。寄“月”表“情”，这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屡见不鲜。李白笔下“今人不见古时

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物是人非”，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苍凉壮

阔”，欧阳修“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

漫欢愉”，苏东坡“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的

“闲适旷达”，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的“思乡愁绪”。李商隐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

应觉月光寒”的“孤寂苦闷”。“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不同时空的人们在月下总会不由

地渲染自己或喜或悲，或愉悦或幽怨的不同心境。

以天上明月来观照人间情怀正符合了老庄“天人合

一”、“情景交融”的哲学观、宇宙观。

同样是月圆之夜，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

在第七十六回给读者展现了即将家破人亡的贾家，

即将驾鹤归去的贾母领着一众子孙赏中秋赋新词的

场景。

“贾母因见月至天中，比先越发精彩可爱，因

说:‘如此好月，不可不闻笛。’因命又将十番上女

子传来。贾母道：‘音乐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

笛的远远的吹起来，就够了’……这里众人赏了一

回桂花，又入席换暖酒来。正说着鲜花，猛不防那

壁里桂花树下，呜咽悠扬，吹出笛声。趁着这明月

清风，天空地静，真令人烦心顿释，万虑齐除，肃

然危坐，默然相赏。……只听桂花阴里又发出一缕

笛音来，果然比先越发凄凉，大家都寂然而坐。夜

静月明，众人不禁伤感”。

两厢比较，此时马尔智正值“春风得意马蹄

疾”的大好年华，新婚燕尔，娇妻相伴，美好的人

生正拉开帷幕。而彼时的贾母已垂垂老矣，家运不

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字及图片资料。

33d的时间里，有7d因阴雨天气马尔智夫妇未

外出，其余时间夫妇俩游湖、爬山、逛街、寻庙、

访古，走过了西湖的角角落落。因为马尔智本身传

教士的身份，他们对西湖边的宗教场所喜爱有加，

灵隐寺、净慈寺、韬光寺、昭庆寺、保俶塔、雷峰

塔、六和塔、抱朴道院、白云庵、城隍庙……都留

下了他们的足迹。而从他们用笔着墨的动情记录可

看出，游湖泛舟成了他们蜜月中最美妙的记忆。

1925年7月5日，正是他们到达杭州的第三天，夫妇

俩顶着酷暑逛完中山路后，“带着餐食泛舟湖上，

欣赏落日的余晖”。这一天正是仲夏月圆夜（农历5

月15日），马尔智夫妇沉醉于阑珊月色中：

“仲夏夜的圆月穿过一朵朵云攀上天空。万籁

俱静，唯有小船静静地划过柳梢，划进月光，我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亮以其高远、澄明、纯

洁、清寂、幽美的品格一直是古代文人士夫们寄托

情感、抒发情怀的经典意象。笔者日前在翻译《马

尔智蜜月日记》时，从马尔智在杭州度蜜月时对西

湖月色浪漫而温情的描绘中，感受到自古蕴含在中

国文人心中的“月亮意象”在美国年轻夫妇情感上

所产生的共鸣。“月亮意象”，不仅古已有之，也

中西相通。

1 由《马尔智蜜月日记》引发的对“月亮意象”

的思考

1925年7月3日到8月4日，来自美国的本杰

明·马尔智夫妇在杭州度过33d的蜜月之旅，并写

下了30余篇图文并茂的日记。马尔智以专业而敏锐

的视角诠释了对西湖文化景观价值的认知，为西湖

Emptiness In Mind And Integration Of World
Introduction Of Moon Artistic Conception In “Ten Poetically Named Scenic Places 

Of West Lake”

张 倩 / Zhang Qian

禅境空明 物我交融
——浅析西湖十景中的月亮意象

【摘 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亮以其高远、澄明、纯洁、清寂、幽美的品格一直是古代文人士夫们寄托
情感、抒发情怀的经典意象。本文比较了92年前美国人本杰明·马尔智与300年前《红楼梦》贾母同在月
圆之夜，因心境不同产生不同的情绪，并由此引发出对南宋“西湖十景”中都以“月”作为主题的“平湖秋
月”、“三潭印月”，它们也因人、因物、因时空的转换而呈现出不同的意境的思考。
【关键词】月亮；意象；西湖十景；平湖秋月；三潭印月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moon with character of lofty, clear, pure, lonely and beautiful has been 

a classic image of ancient scholars for expressing feelings and emotion. “Autumn Moon Over the Calm Lake” and 

“Three Pools Mirroring the Moon “of “Ten Poetically Named Scenic Places of West Lake” by painters and scholar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both take "moon" as the theme. Because of the space-time conversion, these two scenic 

places show different artistic conception.

Key words: Moon; Artistic conception; Ten poetically named scenic places of West Lake; Autumn moon over the calm 

lake; Three pools mirroring the moon

三潭印月 Three pools mirroring the 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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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

《春江花月夜》全篇以“月”为主线，将诗情

画意、人生哲理融于一体，又将人生哲理寄托于天

地宇宙间，入题细微，叙事宏大。诗中“江天一色

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景象，将人带入一个

纯净世界，在清明澄澈的天地宇宙间，诗人随即展

开天马行空的遐想：“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

初照人？”籍亘古不变的月相表达人类对人生哲理

与宇宙奥秘的思考与探索，月亮也因此从自然之物

演绎为人们追寻自身价值和归宿的感情投射，并升

华为代表永恒意志和生命哲理的精神象征。这样的

表现手法与“平湖秋月”如出一辙。

2.2 三潭印月

西湖十景中另一个以“月”题名的便是家喻户

晓的经典水上园林景观“三潭印月”。它以月夜

里在岛上观赏月、塔、湖的相互映照为主题。其景

观的形成与佛教寺院密切相关。因此，与“平湖秋

月”呈现出的引发观者探索人生观与宇宙观的意境

相比，“三潭印月”又为赏月之人凭添了一份对于

禅境的思考和感悟。

三潭印月的主体景观“小瀛洲”原本是吴越时

期始建的水心保宁寺，又名湖心寺，早在北宋时便

是赏月胜地。北宋秦观（1049—1100年）在《送僧

归保宁寺》诗中写道：“西湖环岸皆招提，楼阁晦

明如卧披。保宁复在最佳处，水光四合无端倪。车

尘不来马足断，时有海月相因依。”而湖中三塔则

最早见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知州苏轼疏浚西

湖，为防再度淤塞，于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三塔

标记范围内不准种菱植藕。但其所在位置并非今日

三塔位置。清《湖山便览》卷三“放生池”又云：

“明万历四十九年注而规制尽善，遂以德生堂增葺

为寺，复旧‘湖心寺’额。池外造小石塔三座，谓

之三潭。”今三潭印月的格局在万历末年才最终定

格,三塔也由当初苏东坡设置时具备的实用功能而

退化为纯粹的景观功能。由此可见，三潭印月景观

格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湖心寺的建设、拓展等

宗教行为的影响。而小瀛洲上的许多构筑物也与佛

家教义息息相关，如“开网亭”，取“网开一面”

之意，与放生池的主旨呼应；“卍字亭”的“卍”

在佛教中象征着吉祥福瑞；“我心相印亭”的“我

心相印”也是佛教语汇，意为：不须言，彼此意

会。月圆之夜，无论是亭中静坐、或是湖中泛舟，

天月、水月、塔月与心月交融辉映，澄明寂静的心

境映照在空明清妙的禅境里，不仅引发了富有禅境

意味的心性观照和人生感悟，同时还激发和寄托着

“千里共婵娟”的思念之情[2]。

3 结语

对于西湖不同情境的美，明代著名收藏家汪珂

玉在《西子湖拾翠余谈》有一段经典的论述：“西

湖之胜，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

雪湖……能真正领山水之绝者，尘世有几人哉！”

位居长江之南的杭州，雪湖是可遇不可求的绝美胜

景。而充满诗情画意的月湖不仅给文人士夫们提供

了审美的物质空间，也让他们产生了无限的遐想以

寄托高远纯洁的精神追求。月湖之美，在西湖十景

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艺术和景观的缔造者们给西湖

留下了“平湖秋月”、“三潭印月”两大以月亮为

主题的景观。同一主题两处景观，这在系列题名景

观中并不多见。但鉴于月湖在西湖景观中的重要地

位，“月亮”作为经典的文化意象在画家、文人心

中的份量，也就不难理解了。

【参考文献】                                                                                      

[1] 施奠东．《西湖志》卷三《名胜》[M]．

[2] 中国建筑设计院历史建筑研究所．杭州西湖文化景观[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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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所有的美好正随风而逝。不同际遇、不同时

空、不同国度、不同年纪，却都以“月圆夜”来表

达各自的心境。在马尔智的眼里，当空的圆月预示

着婚姻的美满，生活的圆满。而澄明的月圆夜对于

贾母则意味着“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落寞

和凄清。

2 西湖十景中的月亮意象

南宋时期由画家、文人士夫共同完成的“西湖

十景”，将晨昏晴雨、风花雪月、动静相宜的西湖

元素与中国“禅境空明”、“物我交融”的哲学思

想以及传统山水美学“诗情画意”的审美高度统

一，以外相内化精神,西湖成为了士夫文人与山水对

话的“精神家园”。西湖十景不仅是人与自然和谐

互动的典范之作，也以四字景目的系列题名成为中

国历史上最负盛名、最有影响力的“题名景观”。

这些题名都是由寄情山水的文人们通过给宫廷画家

们山水画的再创作，提炼和表达出所绘景观独特的

观赏主题。其中“平湖秋月”、“三潭印月”都以

“月”作为主题，但它们却因人、因物、因时空的

转换而呈现出不同的意境。

2.1 平湖秋月

对“平湖秋月”意境的感悟，以清雍正年间由

李卫主编的《西湖志》卷三中的描述最为贴切：

“平湖秋月，盖湖际秋而益澄，月至秋而逾洁，合

水月以观全湖之精神始出也。……每当秋清气爽，

水痕初收，皓魄中天，千顷一碧，恍置身琼楼玉

宇，不复知为人间世矣”[1]。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申

遗文本中对该景观特征做了补充说明：在充满了诗

情画意的西湖秋月之夜：高阁凌波，绮窗俯水，平

台宽广，视野开阔，置身于月光笼罩之中，产生身

处月宫之上的幻境。在精神层面上，以四季中最为

平静清澄的秋季湖水、最为洁净无暇的秋夜明月景

观为代表，象征追求人格高洁的审美精神。平湖秋

月御书楼上的一幅楹联：“万顷湖平长似镜，四时

月好最宜秋”便是最好的诠释。此意境与唐代诗人

张若虚笔下的《春江花月夜》颇为相似。该诗被闻

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张若

虚也因此“孤篇横绝，竟为大家”。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三潭印月 Three pools mirroring the 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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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杭州植物园创建伊始，其定

位就不仅仅是集植物展陈、观赏、科研和科普为一

体的自然博物馆，而要求也应该成为一处能自然

反映西湖传统文化品位的观赏胜景。六十年来在设

计、营建、充实、整治和扩展植物园时，除大力气

植建各种植物外，亦有意识地在空间布局、区域陈

设和品貌展现时，充分考虑 “寄情山水”的西湖文

化特性，并通过无处不在的园内各区块分布中的文

化陈设很好的展现出来。

为了展现和反映植物园的文化价值和功能，我

们一直在努力、在探索。在最适宜各种植物栽培环

境的功能分区前提下，巧妙地依据地形起伏、周边

环境特别是人文环境及人们欣赏习惯和文化的包容

性、渗透性，进行适当布局的调整，从而充分展示

出西湖文化景观中，东方文化崇尚自然，追求“天

人合一”的哲理，以同样达到西湖其他景区所营造

的中国山水美学中“诗情画意”的东方经典审美

理念，并从区块设计、观赏特性或借景等呈现出的

“由小见大”的景观设计方法中，真正满足了广大

群众开放性的观赏游览要求。

譬如在植物园的中心区域除了布置一些必须的

行政监管和科研功能的场所外，还专门建了一座反

映精湛中国传统艺术手法的韩美林艺术馆，使传统

文化品位得以深化和延伸散发；在东边曾是贡茶宝

云茶产地的鸟石峰下，今天虽已是东山、仁寿等稠

密人居社区，但还是不惜精力、财力修葺了岳飞部

将张宪墓园，仿佛将不远处的岳庙儒家忠义文化延

伸过来，使游人领悟正能量情怀的熏陶。并将此处

辟为竹类、木兰山茶类植物区。山茶的艳丽丰韵，

竹子的清心劲节，确实满足了住民的不同爱好、祈

愿和追求。在此处还铺建了不少游憩道、休闲椅，

甚至亭台叠水等，使人们在领略植物知识外，亦使

Trees And Flowers Are All Meaningful
Discussion On Cultural Values Of Furnishings In Hangzhou Botanical Garden

王其煌 / Wang Qihuang 

万树千花皆有意
——试述杭州植物园陈设的文化价值

【摘 要】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杭州植物园创建伊始，其定位就不仅仅是集植物展陈、观赏、科研和科普为一
体的自然博物馆，而要求也应该成为一处能自然反映西湖传统文化品位的观赏胜景。六十年来在设计、营
建、充实、整治和扩展植物园时，有意识地在空间布局、区域陈设和品貌展现时，充分考虑“寄情山水”的
西湖文化特性，并通过无处不在的园内各区块分布中的文化陈设很好地展现出来。
【关键词】杭州；植物园；陈设；文化价值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Hangzhou Botanical Garden in the 1950s, it is shaped not only as a natural 

museum that incorporates plant display, appreci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but also as a scenic site that naturally 

reflects traditional culture taste around the West Lake. Over the past 60 years of designing, constructing, enriching, 

renovating, and expanding the botanical garden, the West Lake cultural character of "landscape that expresses 

feelings" has been taken full account of when intentionally carrying out spatial arrangement, area configuration, 

artistic display, and is well revealed through ubiquitous cultural furnishings in different sections of the garden.

Key words: Hangzhou; Botanical garden; Furnishings; Cultural value

1500 多年（南齐时）的历史，在誉为东南佛国的杭

州，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南宋迄今，玉泉就辟有色碧

如玉、清澈见底的大鱼池，是个观鱼胜地。书法大家

董其昌题写的“鱼乐国”匾额，至今仍悬挂着。挂在

两边由他书写的“鱼乐人亦乐，泉清心共清”楹联，

虽在平仄声律上运用了一种拗救格式，但因短短十个

字简洁概括了此处的泉水和游鱼两大主题景物，声色

俱到，极巧妙地展现了西湖文化景观中“天人合一”

理念，构筑了“物我俱忘”的意境而广受赞誉。民国

著名文人、曾任《新浙江潮》主笔的王荦为此处“碧

莹亭”的撰联“未若此间乐，安知我非鱼”，则为我

市著名书家王冬龄所书。上下联分别化用了蜀后主刘

禅和《庄子·秋水》篇中的典故，贴切风趣，为此

间风景增加了不少文化的韵味。除众多楹联匾额外，

独具意匠，甚至在食客如鲫的此间山外山菜馆大堂

里，还布置了一方《山外山记》，使人们在品位杭州

美食同时，增加了对西湖景观特别是植物园景物的熟

悉和怀念。

山外山记

钱塘乃锦衣玉食之乡，应不患佳肴旨酒；西湖

擅山水园林之胜，盖自多绿绕青来。然于筹觥里赏

美景，于画图中快朵颐，可鱼与熊掌得兼者，则食

肆山外山是也。

山外山茶馆，缘南宋士人丽句得名。缵绪清末

鼎园名厨之遗泽，嫡祧民初灵隐老店之真传，缔承

一脉，已逾百年。于一九七八年迁至今址，尽占山

心境得到陶冶和净化。南宋时有著名刻书家、藏书

家廖莹中(号药洲)在此地曾设有药洲园，园内种植

的花木中许多品种都可入药。所以植物园内还种植

了一些入药植物，以增添一些历史的记忆。园东北

毗邻国内著名学府——浙江大学，于是就将此处的

历史名胜玉泉和灵峰的文章做深做足，将历史文化

和近代文化的结合演绎得淋漓尽致，使不少浙大学

子往往踯躅其间，乐而忘返；在园南端，是“西湖

十景”之一的“双峰插云”所在，亦是通向“东南

佛国”之魂的灵隐必经之处，更和“杭州花圃”一

路相隔，人流极多，层次极多元，所以在此带布置

了植物分类区及极宽阔的草坪绿地，并适宜地营建

了一些亭台、池塘、水榭，颇受人们欢迎。当然，

最能直观体现植物园丰厚人文特色的，毕竟还是散

落在各处的楹联匾额和碑记、石刻等等传统文化载

体。他们往往在人们观赏园林文化时，起到了导

引、深化和画龙点睛的作用。因囿于篇幅限制，下

面仅以玉泉、灵峰、盆栽园三大景区的此类文化陈

设为例，作些分析说明。

1 玉泉景区

玉泉在植物园东北侧，“玉泉鱼跃”曾是清“西

湖十八景”之一。其泉为杭州著名三泉之一，泉水晶

莹明净。且此处造园技巧极精湛，进门就有一岁寒三

友和景石相偎依的格窗借景，极有品位。此间原有

清涟寺（亦称玉泉寺），今虽不在，但初建距今已有

玉泉景区 Jade spring（应求是 摄） 玉泉景区 Jade spring（应求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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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水骨之韵，多有花引竹流之趣，经卅余载之苦心

孤诣，诚意经营，创百味佳馔，遐迩称誉。有八宝

鱼头，品千岛奇珍；荷塘小炒，绎西子风情。其鲜

香，不逊陆莼张脍；其丰盈，当胜随园食单也。春

酒秋馐，风味别饶;陆珍海错，置陈备极。齿颊留

香，心神俱怡。呜呼！清涟寺旁，青龙山下，已蔚

成美食家之天堂，杭帮菜之翘楚矣！

夫菜重杭帮，泽远流长！企想当年临安行所，

风入虬松，人扶残醉；辔揽湖边，媪呈玉羹。山外

青山一曲歌，无端吟味近千载；遗响飘逝，梦粱谁

续？幸斗转星移，盛世躬逢。执杭垣餐饮业之牛

耳，振传统赵宋菜之雄风，终赖山外山之同仁乎！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炊金酌玉，竿头精进，世人

有所待耳！是为记。

诚如“记”中所言，“于筹觥里赏美景，于画

图中快朵颐，可鱼与熊掌得兼者，则食肆山外山是

也”。即告诉人们，到了植物园，园林文化亦可与

饮食文化如此巧妙结合，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真

令人不忍归也！

2 灵峰景区

灵峰景区处于植物园西北区，它在一千多年

前，就已经有不少人文开发，如今已湮灭的鹫峰禅

院，即创于吴越国时期，宋治平年间曾得到宋英宗

赐额“灵峰禅寺”。清道光年间始以植梅驰誉于

世，今约有梅四、五千株，和孤山、西溪并称为三

大观梅胜地。至今，陆续建有漱碧亭、云香亭、品

梅苑、梅林、瑶台、笼月楼、洗钵廊、掬月亭、冷

香室等名胜。为此，植物园写了一篇《灵峰植梅碑

记》，供游人对此间的文化和历史有更好更确切的

领略和品评：

灵峰植梅碑记

西湖北山有灵峰者，自晋室开山迨今已历1500

余年。尝闻宋诗曾赋玲珑影，明人复筑听泉亭。其

植梅赏梅，酒朋高会，渊源可溯，与西溪、孤山，

鼎足而立。其有自清固恪公父子济美于前，周梦坡

诸君补缀于后，终使绿萼绛葩，掩映于苍松翠柏；

冷蕊疏香，芬馥于胜流觥咏也。

奈流光荏苒，至清末民初，国事蜩螗，民生凋

灵峰景区 Lingfeng（应求是 摄）

敝，寺圮僧遁，树萎泉枯，灵山胜境荡然无遗，无

复盛时芳容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也曾植梅数

百株，然管理荒疏，竟又致芜秽。幸一九八六年后，

政府有嘉猷，园文固力行，遂有“春序入月”、“梅林

草地”、“香雪深处”、“灵山餐秀”四园之呈现。噫！

胜地灵气复苏，梅花傲雪重光！

喜世纪翻新页，茂绩传盛世！赖西湖综保工程

之展开，乃有景观、内涵、品味之提升。五余载妆

点经营，于二百五十亩之区植梅花、蜡梅七千余，

品种亦臻一百六十之多。其壁潭疏影、曲水流春、

瑶台香云、玉蕊檀心、庚岭老友、七星古梅、翠

羽珠玑、品梅宝典、青芒红实、梅林撷芳之十景，

已纷纷然、施施然于泉林蓊郁、泉流清冽之苍山下

也。早开迟谢，品多种繁，二梅争艳，四季撩人！

洵是灵峰香雪真成梅，点缀湖山第一园！今跋数

语，聊申雅意，勒诸碑石，以誌盛事耳！

此文非常概括地写了灵峰植梅的历史和当今现

状，还指出灵峰植梅的人文和环境的关系，从而使

人们在赏梅、品梅的同时，也领略到其深厚的人文

意蕴。

除此之外，景区还悬挂了不少可以深度解读各

处文化意蕴的楹联。如景区大门就有民国大师沈钧

儒先生的联语：“漫空翠竹扶山住，数点红梅补

屋疏”，俊词丽语，浓淡相宜，引人入胜。灵峰

亭上，则是清乾隆名宦李调元撰的“格高香世界，

韵胜锦官城”，多值得吟哦！上联说：此处梅花的

格调是众香国里最高的；下联则化用杜甫“春夜喜

雨”之“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诗意，造语简

洁，意蕴深厚。而掬月亭里则是民国撰联名家黄

文中的集句联：“莫对青山谈世事，此间风月属诗

人”，分别将金朝名诗人元好问和杭州人心目中的

“好市长”苏轼的诗句集成联句，不但属对自然，

平稳妥帖，而且还将游人到此的感受细致入微地

表达出来，确实不易。另有云香亭、漱碧亭、笼月

楼、洗钵廊等地分别悬挂有由明清著名人士刘基、

秦敏树和今人撰写的撰联，都较好地道出了各处景

点的文化内涵，如“何处流泉生石上，有人鸣玉下

云中”、“山仍夕照醉红叶，湖剩寒波泛白鸥”及

“古寺溯钱塘，万树梅花香雪海；名山毓灵秀，一

坡芳草白云天”、“心印悟从六祖师前偈，水流参

透三生石上禅”等，都极耐人寻味。而西泠印社大

家叶为铭书写的来鹤亭联“高亭临极巅，无数云山

供点笔；皓月出林表，才有梅花便不同”，点划之

间，足见浙派印学的高古风格。

3 盆栽园

盆栽园是植物园内建成史较短的景区，于 2014

年 4 月底完工。拥有 200 余盆榔榆、雀梅、银杏、杜

鹃、山茶、梅花等各类盆栽，分设盆栽盆景、特色盆

栽植物、家庭园艺展示区及互动交流区。但仍秉承植

物园一直坚持的理念，使人们尽情享受盆栽植物的精

致优美的同时，也可以充分体验“无声诗，立体画”

散发出的“诗情画情”的人性关怀。当然，这就需要

文化陈设作为载体展示才能达到。但囿于此带历史信

息鲜见，相对较模糊，且面积仅 4万m2 左右，不可

能辟地兴筑众多台榭楼阁，于是依地形起伏，设置了

不少景石、景墙和少数景亭，刻上古今历史上曾熠

熠生辉的著名人士如朱彝尊、阮元、俞樾、赵之谦、

陈鸿寿、邓六如、商承祚、齐白石、白蕉、朱复戡、

欧阳中石、费新我等人的题诗题字，使游人得到极大

的愉悦。诸如“集萃园”、“撷翠”、“揽秀”、“江芳

澄素”、“胜地有佳水”、“香馥四时”、“芳草琅玕”、

“蕴真”、“盖代之华”、“情采自凝”、“清旷”、“芳腴

绝胜”等题额，往往给人们极清丽优雅的联想。而刻

上苏东坡品茗赏石的诗句“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

今在一壶中”，也会使人们陶醉在品赏盆栽的乐趣中

了。联语“白云回望合，青蔼入看无”、“方寸之间，

自有天地；盆栽以外，皆成画图”则将盆栽园和周

边环境融和得令人拍案叫绝。如果说各类盆栽的多采

多姿，如似创作了一幅幅娴熟光影手法的色彩斑斓的

油画，那么无处不在的题诗、题刻、题联则泼洒出

一幅幅恣肆壮采意境的水墨写意画，两者相映成趣，

达到了极美、极深邃的境界，正如我们在西湖风景区

其他地方处处表露出的文化遗产内涵一样。

在盆栽园移步换景之中，处处可以感受到文化扑

面而来。为了使游人在目不睱接的美景中有个总体形

象，在四角亭中还布置了一篇《杭州植物园盆栽园碑

记》的美文，对其文化氛围作了极深湛的叙述：

盆栽园碑记

置崇山于几案，势欲凌云；缩巨木如蒿蓬，姿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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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日。盆景之为艺，具体而微，小中见大，极乎人

巧，宛若天成，洵堪争胜园林而生辉居室。吾杭于斯

艺久称最盛，垂誉古今，蜚声中外，代有名师佳品，

更欣踵美增华。杭州植物园花木荟萃，品类繁多，展

布与科研并举，赏心及格物咸宜。思扬园艺之芬，素

重盆栽之术。筹思既熟，乃于园之西隅辟地六十亩，

设园内之园，布景中之景，名之曰盆栽园。工始于公

元二 O 一三年十月，于二 O 一四年四月告竣。缘坡

势而营之，缭以素垣黛瓦、诗壁绮窗，缀以嘉木芳

亭、清池秀石。登高舒眺，惬意畅怀。一花一世界，

三千世界齐开；万架万林泉，无数林泉尽览。隙地

起烟霞，壶天藏日月，聚些子景，成非常观。此园

之设也，欲为游客赏玩之地，南北风情，中西珍植，

山林排匝，高下参差，暇日至此，仿佛盘桓于胜境，

摈落乎嚣尘。亦欲为郢匠切磋之所，盘松古梅，奇花

异卉，疏密相应，虚实相生，于枝叶偃仰间商略无声

诗，向尺幅千里处揣摩立体画，冀有以盆会友、转益

多师之乐。又欲作市民学艺之处，俾其知源流，别门

派，辨水旱，识忌宜，乃至选材培土，浇水整枝，目

视手操，耳闻心记，归而小试于阳台，勤施于后院，

当有虚往实归、学能致用之效。可游可憩，可观可

学，是所望于斯园者。至于善悟者察天人相合之机，

得物我偕忘之意，则盆栽虽小技，其为用非徒悦目而

已也。因缀数言，藉迎游者。

游人至此，确如碑记中所说的“设园内之园，

布景中之景”，“登高静眺，惬意畅怀”，“可游

可憩，可观可学”，真有所望所得于此园了。

4 结束语

经过半个世纪岁月的洗礼，今天看来，杭州植物

园的经营、发展，基本达到了创建时的宏愿。同时我

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她虽处于西湖文化景观的核心

区块，但如何使其完全融入西湖文化景观格局，重视

各种历史文化信息、元素的保留、传承、展示，坚持

西湖千年来中国古典诗词意境和山水画审美组合呈

现的氛围的同时，又要突出植物园本质是植物之园，

她姓科（科学、科研、科普），各类植栽才是她的基

层子民，绝不可将其等同于“西湖十景”。况且我们

也要适应今天城市的发展和各种文化需求、文化欣

赏、文化多元带来的新变化、新要求、新时尚，所以

植物园的文化渗透、文化展陈、文化魅力亦应该是多

层面、多层次、多棱体的，所以文化陈设，不能只拘

泥于一些传统手法。当然亦不能说一些楹联、碑刻、

匾额只是植物园中的某些点缀、应景和可有可无的摆

设。关键是如何将它们完全融合到植物园文化之中，

既不能“撒胡椒面”般的随意，亦不可“喧宾夺主”。

半个世纪来的探索，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通过我们的

努力，植物园当前的文化陈设，既较好地展示了西湖

文化深厚的内涵，亦努力做到同植物园植栽文化相匹

配，是比较成功地做到了“万树千花皆有情”这一意

境的。诚然，“行百里者步九十”，我们的路还很长，

我们的探索，就绝对不能停止！“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介绍】                                                                                      

王其煌，原杭州市政协办公厅副主任，文史委副主任，著名文史学家。

山水园 Landscape garden（应求是 摄）

山水园 Landscape garden（应求是 摄）

Plants Under Humanistic View
Exemplify With Pueraria lobata, Artemisia dubia, Artemisia argyi, Salix babylonica, 
Choerospondias axillaris Etc.

许 俭 / Xu Jian

人文视野下的植物
——以葛、萧、艾、杨柳、南酸枣等为例

【摘 要】人文，是人类文化的简称，是人站在自身或者其它的角度，用自己或别人提出的方法，对世界中
已知或未知存在的客观事物或现象进行理性的思考，而总结出来的符合世界发展规律的又能被大众接受的属
于个人主观的知识点。人类在对植物的审美过程中，往往从人类的认知出发，赋予其审美价值、植物文化意
涵。从植物的自然美，提升至人文美，从而进行文化定位。并受历史、认知、民族、地域等因素的影响，而
产生人文解读的异化，开启了花与树的人文之旅。本文主要以葛、萧、艾、杨柳、南酸枣等为例阐述植物的
人文象征意义。
【关键词】植物文化；人文审美；文化意涵；象征意义

Abstract: Humanity stands for human culture. It is, from the viewing angle of oneself or other people, and applying 

methodology of oneself or other people, rational thinking about known or unknown objective substances and 

phenomena, which is then summarized into knowledge that coincides with the rules of world development and 

acceptable to common people. I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plants, people frequently endow them with aesthetic valu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based on human perception. Natural beauty of plants is sublimed to humanistic beauty, 

resulting in their cultural orientation. Differences in humanistic interpretation affected by differences in factors such as 

history, education, nationality and geography launched our humanistic journey with flowers and trees. Exemplifying 

with Pueraria lobata, Artemisia dubia, Artemisia argyi, Salix babylonica, Choerospondias axillaris etc. this article discussed 
humanistic symbolic significances of plants.

Key words: Plant culture; Humanistic aesthetics; Cultural connotation; Symbolic significance

人文，是人类文化的简称，是人站在自身或者

其它的角度，用自己或别人提出的方法，对世界

中已知或未知存在的客观事物或现象进行理性的思

考，而总结出来的符合世界发展规律的又能被大众

接受的属于个人主观的知识点。“人文”一词最早

出现在《周易》：“文明以止，人文也。”指修

饰。修饰出美，故曰“美在其中”。人文与天文、

地理相对而言，与人道相通。《易·贲》：“观

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

疏：“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

教而化成天下也。”

《辞海》是这样解释的：“人文指人类社会的

各种文化现象”。我们知道，文化是生物在其发展

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跟自身生活相关的知识或经

验，是其适应自然或周围环境的体现。因此，具体

到人类社会当中，文化不仅包含了人们外在的衣、

食、住、行，还包含了人们内在的心理、意识或者

说思维活动。人文观念关注的是尊重人；科学观念

关注的是尊重规律。

那么问题又出现了，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个

非常广泛和最具人文意味的概念，给文化下一个

准确或精确的定义，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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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Pueraria lobata（高亚红 摄）

艾Artemisia argyi（章丹峰 摄）

对文化这个概念的解读，人们也一直众说不一。但

有一个较为共同的的解释和理解，一言以蔽之：文

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传

统的观念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由人类

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

人类社会与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凝结

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国

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

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

念等，它是人类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

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感性上的知

识与经验的升华。文化，就词的释意来说，文就是

“记录，表达和评述”，化就是“分析、理解和包

容”。文化的特点是：有历史，有内容，有故事。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植物的故事。

自然界的物质与人类的生活关系密切，随着人

类与物质的紧密接触，人类的想象虚构开始产生，

由此，产生物质的精神意义。物质的意义生成有三

种形态，首先是原始意义的生成，再是原始意义基

础上的同向衍生意义，三是颠覆性的逆向意义。作

为物质的植物也是如此，植物一旦被赋予人文情

感，就会成为一种文化象征符号，产生植物的精神

意义。也许，其本身并非如此。植物的外在形态，

以及自然生态特征，使人类产生联想，从而，赋予

其象征意义。人类在对植物的审美过程中，往往从

人类的认知出发，赋予其审美价值、植物文化意

涵。从植物的自然美，提升至人文美，从而进行文

化定位。并受历史、认知、民族、地域等因素的影

响，而产生人文解读的异化，开启了花与树的人文

之旅。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

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

如三岁兮。”此句出自《诗·王风·采葛》。这里

提到了三种植物，“葛”是藤本植物，根可食入

药，茎有纤维，茎叶均可作饲料。“萧、艾”都是

具有香味的蒿类植物。艾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植

株有浓烈香气。全草入药，有温经、去湿、散寒、

止血、消炎、平喘、止咳、安胎、抗过敏等作用。

《本草纲目》记载：艾以叶入药，性温、味苦、无

毒、纯阳之性、通十二经、具回阳、理气血、逐湿

寒、止血安胎等功效，亦常用于针灸。故又被称为

“医草”。艾草具有一种特殊的香味，这特殊的

香味具有驱蚊虫的功效，所以，古人常在门前挂艾

草，用于驱赶蚊虫。这些都是艾草的自然物质属性

使然。随着艾草与国人的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产

生了物质的精神意义。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

插艾。”每至端午节之际，人们把插艾和菖蒲作为

重要内容之一。家家都洒扫庭除，以菖蒲、艾条插

于门眉，悬于堂中以防蚊虫，“避邪却鬼。”并用

菖蒲、艾叶、榴花、蒜头、龙船花，制成人形或虎

形，称为艾人、艾虎；制成花环、佩饰，美丽芬

芳，妇人争相佩戴，用以驱瘴。这时艾草的象征意

义出现了，就是“避邪却鬼。”从此，作为文化符

号，端午门上插艾成为一种民俗现象。因艾草分布

广泛，各地到处可见，虽然用途很广，但较之于

芝、泽兰等，实在是太普通了。因此，古代典籍中

就以“艾”、“芝”、“兰”这三种不同等级的植

物来作为对比，艾为卑贱的象征，芝和泽兰则代表

高贵。故而《晋书·孔坦传》云：“兰艾同焚，贤

愚所叹。”意为无论贵贱贤愚均同归于尽。于是产

生芝艾俱焚、兰艾同焚、兰艾难分等区分贵贱贤愚

的成语。至于萧，它到底是何种植物，有说是艾，

也有说不是艾，可谓众说纷纭。据台湾植物学家潘

富俊教授的研究，萧即白蒿，是《诗经》中被提到

最多的蒿类植物，共有5首诗篇出现此植物。萧除

供为野菜及牲畜饲料外，也是古代祭祀时常用的植

物，较之其他蒿类更受到古人的歌颂和敬畏。从艾

草、白蒿的象征意义，也可看出国人对植物人文解

读的异化。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作为生命神灵的植物——杨

柳。杨柳是中国大地上最常见的物种，大部分地区都

有杨柳。当然，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杨、柳不分是

错误的。杨和柳是不同的植物，杨树是杨柳科杨属植

物，全属有约 100 多种，我国约 62 种；柳是杨柳科

柳属植物，我国有 257 种。但是，在中国古代文献

中杨和柳的称谓是通用的，或通称杨柳。既可以单

独谓杨，也可以单独谓柳，称柳或杨没有大的区别。

《清稗类钞》有如下的描述：杨：旧多与柳合，称为

杨柳，《诗》“杨柳依依”是也。以字义言，枝硬而扬

起曰杨，枝弱而垂流曰柳。但古人二字多通用，如垂

柳亦曰垂杨。凡诗词中所云杨柳，多包括各种言之，

故通俗皆讹称为一物也。这是古代的通识，《尔雅》、

《说文》等文献也都认为杨和柳是通称。因此习惯上

把它们看成是同一种植物。好在我们今天讲的是植物

的人文之旅，姑且，从古之说，不予严格区分。杨柳

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柳枝折断了，仍然会长出

新的枝条。折下来的柳条插入土中，也会顽强的生根

发芽，最终长大成树。这是杨柳的基本特性，也是杨

柳能够成为生命崇拜对象的原因。杨柳在文学中最初

垂柳Salix babylonica（章丹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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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时候，较为集中表现的主题是生命。杨柳生生

不息的生命力给文人产生了极深的印象，赞美崇拜杨

柳的生命力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普遍现象。《诗经》中

有 10 余首诗是描写杨柳的作品。《南山有台》云：南

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

子，万寿无疆。诗的内容是祝福家国的繁荣兴旺与

生命的万寿无疆。杨与柳相同，都是易生之木：“旧

说顺插为柳，倒插为杨。”这种说法是否科学姑且不

论，至少是明确表现了杨与柳的强盛生命力。

在先秦时期杨柳还是神木，《易经》是这样写

的：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稊

者，杨之秀也，以阳处阴，能过其本，而救其弱者

也。上无其应，心无持吝处过以此，无衰不济也。

故能令枯杨更生稊，老夫更得少妻，拯弱兴衰，莫

盛斯爻，故无不利也。老过则枯，小过则稚。以老

分少，则稚者长；以稚分老，则枯者荣。《周易》

九二爻辞以枯杨生稊，象征老夫少妻的婚姻，以为

这种婚姻刚柔相济，阴阳相辅，无事不利。能够起

死回生、振衰复兴，枯木逢春是因为杨柳具有不同

寻常的生命力，这与使人返老还童的神木具有相似

的神功。“枯杨生稊”预示的不只是婚姻，还与国

家兴衰相关，象征国家大难时必会出现拯救天下的

英才。“枯杨生稊”有三种含义：一是生命的超常

延续，二是美好的婚姻，三是出现贤才拯救衰败的

国家重新兴盛。三种意义都是基于杨柳生命力强盛

的基本认识。

杨柳（垂柳）能够“柔得乎刚，则变化无

方”。刚柔相济，阴阳相合，使杨柳成为神木。被

神化的杨柳不再是柔弱的存在，而是强大无比的神

力标志。也是由于这种神力的标志，使杨柳走进了

庭园。曹操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此时曹丕在庭园

中种下了一颗柳树，其目的是庆祝胜利，也祈祷以

后取得更大的胜利。曹丕植树，一时间众人纷纷效

仿。柳树作为一种吸收了天地菁华，又应四时而变

化的非同寻常的神木，能够在冬去春来，各类树木

还没变化时，率先绽出绿芽，这无疑成了强者的

标志。柳树是神灵之物，“星鸟正面司分”是指

二十八宿中的柳宿，柳宿分司南方，能够预示未

来。“大角之祯祥”是指柳树具有天地的吉祥之

兆，大角就是天上帝王之位。由神性化衍生出男性

化。晋傅玄《柳赋》云：“夫其结根建木，则固于

泰山；兼覆广施，则均于昊天。”根固于泰山，盖

均于昊天，是杨柳男性化的标志。上述杨柳的原始

象征意义，其实是人类生命崇拜观念在起作用。此

外，杨柳在原始意义基础上还有同向衍生意义以及

颠覆性的逆向意义。如柳神祈雨、守护生命与驱除

鬼疫、由阳刚的男性到柔弱的女性的转换，再到杨

柳的娼妓化以及由神木到鬼木的颠覆性变异。

记得2015年年初来杭州植物园工作时，面对窗

外一株不认识的掉光了叶子的大树，也没太在意。

因为它看上去实在是太普通了，粗糙纵深裂的树

皮，加之光秃秃的树枝，没有一丝绿色，更说不上

有花了。它就生长在办公楼前的绿地上，除了树干

高大外，其貌实在不扬，没能引起我的注目，也在

情理之中。

春来了，窗外的玉兰花开了，海棠花红了，桃

树艳了，大香樟长新叶了。可是这株大树远远望

去，仍是一片萧条。凑近了仔细去看，却已有绿色

的芽苞在蕴育无限生机。就是那一点绿引起了我的

好奇，经请教同事得知此树叫南酸枣，为漆树科，

南酸枣属落叶乔木，奇数羽状复叶互生，卵状椭圆

形或长椭圆形，雄花和假两性花淡紫红色，排列成

顶生或腋生的聚伞状圆锥花序，雌花单生于上部叶

腋内；核果椭圆形或倒卵形，成熟时黄色，中果皮

肉质浆状，秋天其果实成熟蒂落后，浆状的果肉或

被鸟食或自然腐败，剩下莲子状的果核，果实顶部

有五个小孔，里面有五颗种子，象五个眼睛，故又

名又“五眼果”。

南酸枣生长在中国大地上至少已有几万年的历

史，而且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1975年于四川省

永川地区，发现距今26000年左右的“铜川文化”古

人类遗址，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出土南酸枣种子。

另在多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同样发现有南酸

枣的遗存。如浙江的萧山跨湖桥、余姚河姆渡、

余姚田螺山、湖州钱山漾以及平湖、海宁、杭州、

余杭、诸暨、宁波、嘉兴等地新石器遗址中，都出

土有南酸枣遗存。在跨湖桥遗址中，出土遗存植物

数量最多的就是南酸枣，河姆渡遗址中更有整坑发

现。这说明古人已把南酸枣作为一种食物来储存。

前面已经讲过，自然界的物质往往首先和人类

的生活关系密切，随着人类与物质的紧密接触，人

类的想象虚构开始产生，由此，产生物质的精神意

义。南酸枣果核的外在形态，使人类产生联想，从

而，赋予其象征意义。因南酸枣果核的五眼的特

征，古人赋予其“五福临门”象征。什么是“五

福”，《尚书·洪范》如此说：一曰寿、二曰富、

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五福”

之说由此提出。南酸枣“五福临门”原始意义的生

成，为其同向衍生意义的生成打下了基础，所谓

“五眼六通”果的别称即此而来。因其具有“五福

临门”的象征意义，故而人们就会有意识地去采

集、加工、供奉南酸枣的果核，作为一种能够给人

带来好运的圣物珍藏起来，这有出土实物可以证

明。2013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在杭州市第三人民医

院建筑工地的废土中，出土了一只残破的南宋时期

的龙泉窑球腹瓶，被以捡拾碎瓷片为生的农民工捡

到后，卖给了瓷片收藏爱好者，在清洗瓶子时，发

现瓶腹中有二十几粒南酸枣的果核，经清洗干净晾

干后，果核呈现黑色，稍已碳化。此瓶中为什么会

有那么多的南酸枣果核呢？如果不是上述的原因，

就无法解释这个现象。其实南酸枣的精神意义是不

断发展丰富的，在供奉南酸枣果核的过程中，人们

发现还可以将其果核首尾贯穿打洞，制成佛珠，便

称为“五眼六通”果。

按佛教的说法，“五眼六通”意谓：五眼者，

一肉眼，持戒清净；二天眼，能分别小乘；三慧

眼，能分别二乘；四法眼，能分别大乘；五佛眼，

能分别最上乘。六通者，一天眼通，见佛性，洞彻

本地风光；二天耳通，能懂最上乘法，证与证者，

言语互相了解，旁人不知；三他心通，悟与悟者，

心得相同；四宿命通，无量劫生死种子，和盘托

出；五神足通，佛性遍满虚空，无所不在，如旭日

当空；六漏尽通，证无余涅盘，不受后有。

南酸枣，它无疑是充满诗情画意的，自古以来

就象征着“五福临门”。就连其衍生意义的别称也

是生动有趣，如“五眼果”、“四眼果”、“鼻涕

果”、“五眼六通果”，每一个名谓，都使人产生

具像联想。

南酸枣分布地区广泛，浙江、福建、江西、安

徽、江苏、湖北、湖南、四川、重庆、广东、广

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等省市

都有它的存在，山坡，丘陵，沟谷中也能扎根快速

生长。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它的适应性有多强。南

酸枣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南酸枣果味道酸酸甜甜

的，营养价值高，含糖量多，并含有蛋白质、钙、

铁、磷及维生素等，果实还可加工成酸枣酒、酸枣

糕。利用果核可做活性炭原料、用树皮可做鞣料和

栲胶原料、用茎皮纤维可做绳索和纸。

其实人文视野下的植物这个题目很大，不是一

篇小文能够写清楚的，拙文也就是起个抛砖引玉的

作用。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兴趣。在从事自然科

学研究的同时，也旁及一些人文科学领域，而开

启花与树的人文之旅，恰恰需要在自然科学与人文

科学之间架起一座相连的桥梁，从而，在人文的视

野下用别样的角度来解读植物，窃以为写此文的目

的，无非想搭建起这样一座桥梁而矣。

【作者介绍】                                                                                      

许俭，男，1963年生，浙江杭州人，本科，杭州植物园（杭州市园林

科学研究院），研究方向：植物与文化。

南酸枣 Choerospondias axillaris（章丹峰 摄）



030
园
林
文
化·

LA
N

D
SC

A
PE C

U
LT

U
R

E

031
园
林
文
化·

LA
N

D
SC

A
PE C

U
LT

U
R

E

1 引子

有些地方，名字读起来便口齿生香，美意缤

纷。草木葱茏、鱼米富足，为“蘇”；水中可居之

地，曰“州”。苏州，两个简单的汉字，从唇齿间

轻抿而出，带来一整片温柔缠绵的江南烟雨。

苏州是精致典雅的城市，眼角眉梢都是诗意。

而苏州的底色，是它积淀了2500年的历史文化。

苏州的巷子很深，园子很多，每一个园林都是一

颗星，如天上宫阙散落人间。在那里，天地一

体，山水一体，风声和鸟鸣是一体的，云雾和星

辰是一体的。置身其中，人和大自然怡然相对、

默然相守。

在世间，有很多知识可以靠课本和老师，不必

亲身参与。但一定要承认，对待园林不可以这样，

你如果没去，就没办法懂得它的美。

姑苏三月，小巷寻园。

2 执着的引路人

读园林，走马观花或是浮光掠影并不能知晓其

深远内涵，我们需要一位引路人。很幸运，引领我

们入园的是世界遗产保护和传统文化研究学者沈亮

老师。

愿意守护园林的人，本身就像园林。

沈亮老师懂耦园，不仅仅懂它的亭台楼阁，山

高水长。他懂它的气韵，它的追求。他懂它所蕴含

的文人智慧、情感和心血，还有园林里古老而沧桑

的过往。

耦园在沈亮老师的讲解中“活”了，往昔的点

滴旧梦还原成眼前触手可得的盛世美景。

3 佳偶双隐 枕水人家

耦园是沈秉成和严永华的宅邸，“耦”通

“偶”，是佳偶连理、夫妻躬耕隐居的意思。如

Drunk In Western Garden While Having Wine In Eastern Garden, 
A Garden Having The Love

荣 仪 / Rong Yi

东园载酒西园醉，一座承载着爱情的园林

【摘 要】想要读懂一座城，必定亲自用脚步去丈量它的身骨，用诚意去探寻它的过往。苏州城内，曾经有
过271处园林同时争辉的岁月。园林是苏州的魂，凝聚着姑苏古城的千年繁华。园林虽小，但经由一番营造
而有了山林之趣，意象画的符号连通着苏州园林的精神内涵，同时近市面城，适闲居之乐，成为历代文人生
活的理想。耦园作为清代园林的代表之一，创造出了更多园林空间的新意境。以小见大，在方寸之地营建颇
有秩序的大规模山水，体现出中国传统古典美学的精髓。姑苏之美，从耦园开始。
【关键词】城市山林；古典美学；小中见大；文人意趣

Abstract: To understand a city, it is necessary to experience the city by your own and to trace its history. In the 

city of Suzhou, there had been 271 gardens at the same time. The garden is the soul of Suzhou, together with the 

prosperous ancient Suzhou. Although the garden is small, through a design a mountain of fun was created. Imagery 

symbols connected with spirit connotation of Suzhou garden, while near the downtown the city had become the literati 

ideal of life.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arden in Qing Dynasty, ouyuan garden created new more artistic 

conceptions of garden space.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s, a large-scale landscape 

was built in limited space. Suzhou’s beauty originated from ouyuan garden.

Key words: City forest；Classical aesthetics；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small；Literator interest

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耦园的特色，沈亮老师说，便是

“佳偶双隐的爱情诗话，枕波临街的水城人家”。

3.1 两两相对

耦园和其他园子不同，是两两对偶的。这种对

偶不是几何学上的对称，而是意境、园景的布置、

技术工艺等等功能上的互相补充和平衡。耦园的东

西两园，暗合着中国传统的阴阳八卦。东花园是大

气磅礴的黄石假山，西花园是玲珑隽秀的湖石假

山；东花园是一池清水，西花园是一口井。东花园

的花窗，象征着太阳；西花园同样有一个花窗，象

征着月亮。

3.2 黄石假山

东园中的山水主景，分成主山、次山、余脉，

在艺术上属于文人写意。次山又起到一个空间阻拦

的作用，这样就看不见这个园林到底有多少大。黄

石假山的余脉一直延伸到东南墙角，通过一些起伏

的绵延，巧妙地把东面的墙角给遮挡住了。

这座假山最大特色就是，围着它四面看，可以看

出不同的画意来。而且四面因为它的环境不一样，

山的高度、体量、色彩、纹理的走向都不同。在造

园艺术中，这种假山的堆叠难度是非常高的。

3.3 园林之眼

站在“宛虹杠”旁的园林之眼，360°旋转，

能够饱览东园的全景景观。眼前为黄石山主山，身

后为魁星阁和听橹楼；西侧是雕花窗，东边为受月

池；头顶为青天，脚下为花影。一池溶溶碧水，满

树徐徐清风。

3.4 小中见大

东面的筠廊，设计的时候故意把走廊曲一下，

让出些许空间，添上墙角小品。这样处理以后，走

廊和墙都活了起来，白墙上有了画意，韵致天成。

3.5 曲径通幽

耦园在修复之时，有很多白狐，而且遇人不惧。

东园人声鼎沸，西园却万籁俱静。取意南朝吴

兴人沈驎士织帘诵书，笃学守节的织帘老屋，在春

光里沉默。一树山茶花，在角落里开得如火如荼，

藏匿于深庭里的春意，缠绕住双眼，兀自美丽，兀

自凋零。一切有关耦园旧事，在轮回的季节，在后

世人的心头轰然映现。

耦园曲径通幽的节奏，宛如宋词的长短句，平

仄起伏，从无一处平铺直叙。它的曲苑回廊、穿花

度柳，皆散发着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令人流连。

耦园之精妙，在闲庭信步与沈亮老师的解读中

悄然呈现。

4 墨笔点睛满园生色

《红楼梦》里，贾政点出了园林“活”起来的

要穴“若大景致，或千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

山水，也断然不能生色。”

中国文人用文字抒发、补白自己对园林的无限寄

望与想象。楹联、匾额、书条石，便成了描画园林神

采的重要一笔。这些浸染了岁月的题字，后世知其出

处懂其用意者，自然称得上是园主隔世的知音。

耦园里的城曲草堂有一幅楹联：“卧石听涛满

藕园载酒堂 Lotus garden wine hall藕园内庭院 Lotus garden inner court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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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stainable Strategy Of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On The West Lake Cultural Landscape

韩嫣薇 / Han Yanwei

可持续的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的共生策略
——以西湖文化景观为例

【摘 要】最新的遗产话语将文化遗产保护置于可持续发展的语境中，关注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的互动关
系，因而强调遗产社群的作用，将拥有文化遗产的社群置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地位。中国在社区层面的遗
产地保护的研究和实践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迫切需要将最新的遗产理论与管理实践相结合，探索出本土化
的社区参与模式。本文选取西湖文化景观遗产地的社区参与为研究对象，采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
的方法，通过个案分析，对于两者的共生关系进行全面的探讨，切实剖析遗产地与社区居民在环境、经济和
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共生现状，提出符合该遗产地特点的可行性措施，从而总结可供同类型遗产地管理借鉴的
有益经验。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文化景观；社区参与

Abstract:  The latest heritage discourse has set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a contex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he current social needs and the essential role of community in heritage 

management. The researches and practice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China are still in an initial stag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in exploring the localized strategies and approaches to applying the international heritage theories into 

the management practices.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West Lake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management with data collected via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analyze the ever-changing mut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heritage site and the local communities in term of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culture, so as to figure out some applicable approaches and effective strategies, which 

can also benefit heritage management of other heritage sites of the same type.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ultural landscap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1 研究背景

自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

下简称《公约》)诞生以来，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外延

不断扩展。关注的焦点从“保护什么”转向了探讨

“当代人为何要保护文化遗产”[1]。文化遗产与当

代社会的互动关系日益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2]。

遗产保护的理念与方法也从最初强调物质原真性的

本体保护法转向基于多元价值评价的活态保护法

[3]，开始重视人的活动及当地民众的非物质文化要

素对所在遗产地保护和发展产生的影响[4]。在2012

年《公约》诞生40 周年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全球发起了以“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

学术研讨活动。最新的遗产话语将文化遗产保护置

于可持续发展的语境中，认同遗产是推动社会发展

的重要文化资源，因而前所未有地强调遗产社群的

作用，将拥有文化遗产的社群置于文化遗产保护的

主导地位。在遗产保护中不仅注重社群的权利维护

和生活需求的满足，而且强调情感表达和对文化遗

产诠释。如何维护世界遗产的保护与遗产地社区的

发展之间平衡正日益成为该领域的重要议题。遗产

地的保护与发展离不开当地社区的参与也已经逐渐

成为专业人士乃至社会各界的共识。

衫松色；开门看雨一片蕉声。”读起来活色生香。

上联明写色，暗写声；下联明写声，暗写色。两联

均明写雨，暗写风。中国字婉曲的音韵之美与丰满

的意象之美，令人回味无穷。

莺啼燕语，花木扶疏之外，有了文字的点睛，

园子顿时生动鲜活、神韵独出。

5 文人意趣 雅致生活

走进一座园子，把世俗纷扰关在身后，眼前唯

有清风明月诗酒茶。园中的山水景物，不再是自

然美的再现，更是文人心中意蕴美的再现，移步换

景，处处含情。朴实无华的起居平常，被苏式的古

典浸过，瞬间变得雅致而清新。

吾爱亭中弹琴、织帘老屋里挥毫、樨廊闻桂

语、听橹西窗下……旧时文人的精神追求在园林里

转化为意趣盎然的雅致生活。返璞归真、怡然自

得，人与园，已不可分。

沈秉成的儿子，一个做了官，一个终身致力于

教育和书画。有些人不理解文人的终身不仕，而寄

情于山林幽泉、书画琴棋。这或许可以在文震亨的

《长物志》里找到答案：“吾正惧吴人心手日变，如

子所云，小小闲事长物，将来有滥觞而不可知者，

聊以是编堤防之。”种花养鱼、茗茶置器都是闲暇

小事，之所以孜孜不倦地研究并记录下来，只是为

了告诉后世人在苏州什么是高雅的生活。

东园设一场花宴，西园听一阵细雨，七夕去河

里放几盏荷灯，梅子成熟了收下来酿酒……在园林

里，这些曲曲折折的小乐趣，小享受，波澜不惊，

却是拈手可得，像花开一样平常。其中的好处，也

许只有在这里平心静气地住上一段日子，换上静谧

闲适的心境，方能细细体会。

6 以隐达意 山水一梦

苏州园林是文人写意山水园林。文人士大夫阶

级都喜欢山水，源于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他们相

信人死后与天地一道，成为山水中的一个分子。山

山而川，潺潺成镜。山水里，藏着文人的梦。不同

的园林有不同的山水，但殊途同归都在于归隐，都

在于天人合一。

中国最优秀的传统就是把对自然的认识和精神

世界结合在一起，付诸于环境陈设。园林代表的是

一种美好生活，对精神生活有追求的人，一定会向

园林寻梦。在这里，生命另有一种无法言传的尊严

与价值。在花台柳榭之间，在绢纸翰墨当中，自然

与哲思须臾不曾分离。

造园于小巷，是藏；

花草为政事，是隐；

人在山水间，是和。

苏州的雅，于无声中，融入园子的菱窗树影、

水波橹声，不着一字，却尽得风流。如同一卷山

水丹青，笔走轻盈，舒朗俊逸，但一个斧劈皴画下

来，浓浓的深情。

在出仕入仕之间，园林成了文人的桃花源。那

么多浩如繁星的私家园林，浓缩起来不过“梦想”

二字罢了。

7 结语

耦园里的山，不高大，不伟岸，只是土和石头错

落有致的堆叠，这堆叠之上又生出树来，到了夏天就

变得葱葱茏茏；耦园里的水，不宽阔，不浩荡，静静

地蜿蜒在方寸之间，在清晨氤氲出温柔的雾气。远远

看去，宛如百年前沈秉成手中的一盏茶。

玉兰花已经落了，三两树活泼的桃花，灼灼地

立在水边。驳岸码头驶出去的乌篷船在河道里拐了

个弯，船娘和婉的歌声留下一道长长的水波……岁

月给耦园增添了一份清远的沧桑，其中依然有人吟

诵着“东园载酒西园醉”的诗句；依然有人切幕着

叠石疏泉，苍松翠竹的韵致；也依然有人保持着泉

畔抚琴，松荫敲棋的喜好……

在苏州，这些不是风雅，只是生活。

                                                                                                             

注： 沈亮，苏州人，苏州古典园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的撰稿、定

稿人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古建

筑保护联盟副秘书长，《苏州园林风景绿化志丛书》责任编纂，

中国散文家协会理事，《苏州政协》杂志特约撰稿人。中国语言

有声数据库苏州方言（国家语委）的发音人，在苏州地方文化，

尤其是园林方面有诸多重要的论著，是有名的“老苏州”。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介绍】                                                                                      

荣仪，苏州人，问山茶友会“问山读城”栏目策划人，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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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关于世界遗产地保护和社区发展的主

题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目前仍处于起步阶

段。国内的研究主要关注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作

用，多数从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社区参

与的重要性与可行性[5]，也有借鉴西方实践经验与

国内的社区参与实践相对照的比较性研究[6]。受到

活态保护理念的影响，逐渐开始有学者尝试从遗产

地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探讨社区参与的问题[7]。在这

些关于社区参与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

国际保护理念的介绍与实际案例分析脱节。2）泛泛

而指的宏观论述多，能切实结合个案分析总结出有

效经验和理论的少。3）大多着眼遗产旅游产业发展

和社区经济收入增长，忽视社区传统文化传承和身

份认同建构。

《传承与共生》[8]是社区参与遗产地保护与可

持续发展领域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该研究依据

最新的国际遗产保护理念，同时结合详实的个案分

析，从环境、经济、文化和管理各个角度，较为全

面和系统地分析了多个遗产地社区关系中的问题，

并且提出了构建社区和遗产地共生和谐关系的原

则、措施和制度保障。本次研究的目标就是在《传

承与共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西湖文化景

观遗产地的社区参与为研究对象，通过个案分析，

对于两者的共生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切实剖

析遗产地与社区居民在环境、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

面的共生现状，提出符合该遗产地特点的可行性措

施，从而总结可供同类型遗产地管理借鉴的有益经

验。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西湖世界文化景观的社区参与为研

究对象。与传统的遗产保护相比，文化景观遗产的

保护更加强调可持续发展理念，重视维系人与环境

的共存和发展。作为一种文化景观，西湖是周边的

人类聚落遵循着自然地貌演变与外界社会、文化、

经济等影响因素共同作用和演变的产物，是人类与

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有力证据[9]。因此，西湖文化

景观遗产保护的对象不仅限于作为这种互动关系物

证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更强调要保护反映当地生活

和生产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维系文化景观

所赖以生存演变的这种互动关系，使其在现在和将

来继续发挥重大作用[10]。

西湖遗产地的原住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和生活

实践中，不断探索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从而与西湖

构成了长期共生，互利影响的地缘和业缘关系，并

由此形成了共同的价值和文化认同，成为遗产地社

区的主要构成群体。在延绵上千年的淤塞、围垦、

荒废和疏浚这一系列循环往复的治理过程中，当地

民众与西湖的共生关系一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

变化。历史上，原住民从西湖获取农业生产的自然

资源，同时也参与了历次的疏浚和清淤工程，是西

湖两堤三岛等景观的建设实施者。在当今社会，西

湖遗产地对于原住民来说除了仍旧发挥农业生产资

源的作用，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

的文化资源，同时也是保持生活品质的环境资源。

作为这些遗产地资源的使用者和获益者，遗产地居

民与西湖文化景观依旧存在的密切的地缘和业缘关

系。因此了解和分析他们是否能够在生产和生活中

合理利用遗产地资源，他们是否充分了解遗产地对

于他们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在未来社会的不断变化

中，能够作为保护的主体，自发地维护西湖遗产地

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动态微妙的平衡，对于西湖

未来的可持续保护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西湖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区范围内目前仍有大量

原住民居住，遗产地内的居民点共包括9个行政村

和6个社区。虽然这些原住民社区在申遗文本中并

没有被界定为世界遗产价值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

作为遗产地的使用者在遗产地保护和管理的实践中

对遗产地的可持续保护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本次研究采用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

法，以便进一步详尽了解和有针对性的切实分析社

区参与在促进这一类型的遗产地可持续发展中发挥

的作用。研究者于2015年11月至2016年6月，历时

8个多月共10次前往遗产地的灵隐、金沙港、栖霞

岭、九溪、三台山5个社区及满觉陇、茅家埠和九溪

3个行政村进行田野调查。首先在不同的目标社区通

过参与观察社区居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生活交往，

以及对社区负责人进行的一般访谈，初步宏观地了

解社区现状和居民参与情况。然后在这些社区选取

有代表性的居民，如茶村村民、社区志愿者、外来

经营者等，进行深度访谈，以进一步了解社区参与

遗产地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两者在

环境、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共生关系进行分析和探

讨。

3 社区参与西湖世界文化景观的遗产地保护

和发展的现状

自从2000年开始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开始，

西湖文化景观遗产地的一系列综合整治和管理工作

都一直遵循“以民为本”和“还湖于民”的理念，

制定并实施多项利民和惠民政策。体现出对遗产

地社群利益的充分重视。并且在保护和管理的过程

中，能够“问计于民”，鼓励利益相关的社群积极

地为改善遗产地管理献计献策和参与各项保护和宣

传遗产地的志愿者活动。基于社群在遗产地管理和

发展中的主体作用的认同，西湖的管理从理念、政

策和措施各个层面都为如何实现遗产地的和谐民生

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供探讨的实践案例。通过对

西湖遗产地社区的调查访谈，研究者了解到社区居

民在文化景观遗产地保护与开发中主要以以下五种

形式参与遗产地的保护和发展。

第一，参与保护遗产地的自然资源，优化遗产

地环境。

第二，合理利用遗产地旅游资源，参与旅游经

营服务活动， 实现经济转型和良性发展。

第三，开展特色文化节庆活动，提升社群对其

文化遗产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第四，开展志愿活动，激发自主参与意识，提

升参与管理能力的培养。

第五，与遗产管理部门合作开展教育宣传活

动，构建多元化的遗产社群的文化身份认同，巩固

遗产保护的群众基础。

3.1 整治建设“景中村”，维护环境的可持续保护

西湖文化景观上千年的演变发展史见证了西湖

周边的居民合理利用遗产地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

境维持微妙的动态平衡的共生关系。但是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遗产地人口增长

与环境的负荷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由于缺乏相

西湖文化特使以传播西湖文化为己任

West Lake culture ambassadors devote to spreading west lak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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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合理规划，西湖周边的民居点人口日益密集，

基础设施落后，污水就地排放，造成水源污染，严

重影响了周边水域的自然生态景观。为了最大程度

地降低居民生产生活对西湖自然生态的负面影响，

维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西湖景区管委会从2002年

开始对景区内的村庄进行整治工作。整治工作通过

统一的规划设计，改善民居点的基础设施，全面实

行截污纳管，综合治理环境污染，提升西湖水景质

量，提高当地百姓的生活品质。整治工作遵循“以

人为本”和“问计于民”的原则，尊重遗产地原住

民对居住地资源的使用权和整治建设中的参与权、

知情权和选择权，帮助居民们充分了解“景中村”

的保护和整治不仅有利于西湖景观的保护，也有助

于改善当地的人居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促进

人与环境长期共存与和谐发展。因此，景中村的整

治工作得到了遗产地原住民的衷心支持和积极参

与。经过近十年的综合整治，西湖遗产地再次恢复

了自然生态环境与周边社区良性互动的平衡关系，

当地居民初步形成了环境保护与社区发展密切相关

的意识，为未来文化景观的整体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物质保障和群众基础。 

3.2 提升传统农业，发展休闲旅游服务业，促进社

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自上世纪80年代西湖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

来，由于保护政策对资源开发利用和基础建设的种

种限制，西湖遗产保护区的聚居区长期未能与周边

城区和郊区享受同等的发展机遇，无论是居住条件

和收入水平都大大低于其他地区的居民。随着城市

化的进程和现代商品经济的兴起，西湖遗产地与当

地居民之间的以传统农业和茶叶种植为纽带的共生

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调和遗产地社区居民日益提升

的经济发展需求与遗产地的保护政策之间的矛盾冲

突成为促进遗产地与社区可持续共生发展的重要工

作。在遗产地管理部门的政策引导下，当地居民积

极探索如何整合当地的自然和人文资源，通过发展

以西湖龙井茶为特色的文化旅游休闲产业，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提高自身收入。

西湖遗产地景中村旅游休闲产业将西湖景区传

统的龙井茶种植加工产业与现代都市的休闲旅游需

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保护和传承西湖龙井茶传统

种植和加工技艺的同时，把茶农种茶、采茶、制

茶、卖茶和泡茶及相关餐饮服务有机组合起来，充

分发挥西湖龙井茶的品牌效应，利用景区优越的人

文环境和区域资源，提升农业产品的附加值。各个

社区和村落结合当地特色，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生

态休闲旅游和住宿餐饮服务，形成了梅家坞和龙井

村的茶楼经济，茅家埠和双峰村的农家乐餐饮服

务，以及四眼井、满觉陇村和白乐桥的民宿群落。

这些各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有效地调整了当地的产业

结构，成为当地村民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帮助茶农

增收致富和提升生活品质。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发

展，西湖遗产地的多个村落和社区在西湖管委会和

西湖街道各个部门的积极引导，凭借独具特色的西

湖山地“景中村”风貌和当地的自然与人文资源，

发展出了初具规模的旅游休闲经济，实现了产业结

构的多元化和盈利模式的升级，切实提高了农民的

收入和生活水平，呈现出遗产地社区发展和遗产地

保护互利双赢的格局。

3.3 组织特色民俗文化活动，传承当地文化

西湖文化景观的可持续保护离不开当地社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世世代代居住于此的原住

民在与周围西湖山水的长期相互融合中，逐渐掌握

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适应环境的生产技艺，并形

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生活习俗。保护和传承这些传

统技艺和习俗，既可以维护当地文化环境并发挥以

文化凝聚社区的作用，同时也为探索人类与西湖在

未来的互动变化中长期和谐共生提供了有益的借

鉴。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由社区、村委和民间商

会共同合作组织的“开茶节”、“西湖桂花文化

节”、“腊八节”等民俗文化活动为西湖遗产地的

原住民展示宣传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良好的

平台，是传承和保护社区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之

一。每年春季举行的西湖开茶节以展示和传承西湖

龙井茶文化为主旨。其核心主题活动“推选杭州西

湖龙井茶核心产区手工炒茶技艺传承人大赛”为来

自西湖茶村的手工炒茶师们提供了相互切磋交流和

展示传统技艺的机会，并且激励和影响更多的龙井

茶炒茶技艺的传人将这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下去。每年秋季在满觉陇村举办的西湖桂花文

化节是以西湖特色植物桂花为主题的民俗活动。满

觉陇村一直是杭州桂花最盛的地方，具有“满陇桂

雨”的美名。当地居民以桂花为原材料制作的各类

桂花食品如糖桂花和桂花酒等的手工技艺已被列为

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居住于此的沈启龙就

是这项传统技艺的传承人。每年的桂花节期间，当

地的原住民都会现场展示桂花龙井茶制作、糖桂花

制作、酿桂花酒等传统手工技艺。通过出售这些传

统桂花制品，原住民们在获得商业报酬的同时，也

向更多的市民和游人展示宣传独具当地特色的“桂

文化”。

这些独具地域特色的民俗活动，展示遗产地的

社区文化，丰富了西湖文化景观遗产地的文化价

值，为原住民参与展示传统的技艺提供了有利的平

台。社区居民通过参与这些民俗文化活动，进一步

认识了所拥有遗产的意义，了解这些遗产的多种影

响，因此能够有意识地、积极地去保护和传承文

化，“持续地去创造一种独有的文化”。在将来的

实践中，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这些民俗文化活动保护

传承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重视其满足社群

本身的情感需求与文化传承的作用，为探索如何引

导遗产地社区居民自觉保护传承传统技艺和民俗文

化提供有益的实践经验。

3.4 以志愿者活动凝聚社区，激发居民遗产保护主

体意识

组织和参加各种与遗产地和社区相关的志愿者

活动，是西湖遗产地的社区居民维护家园，保护遗

产地的另一种主要形式。本次调查研究显示，由于

原住民世世代代居住在遗产地，他们的生产和生活

都与周围的环境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互利与共生的

生态系统，因而他们对于遗产地怀有十分深厚的感

情。这种自发的保护意识，促使遗产地的一些居民

有意识地参与到各类与遗产地保护和社区建设的志

愿者活动中去。其中，三台山社区的平安巡防队和

东山弄社区的登山志愿者服务队就是很有代表性的

案例。

三台山的安全巡防队最初是为了应对由民宿业

发展带来的外地人口增多导致的安全问题，由社区

居民自发组建的，如今已经发展为具有安全巡查，

环境监察和游客问询指路等提供多项服务的志愿

者队伍。在巡防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游客问路，志

愿者们不但热心给予指引，还会主动介绍周边的景

点。正如社区负责人所说的，“有人说北京的大妈

们都很厉害，会讲洋文。我们这里的志愿者也一样

很棒，以后他们也可以承担导游和讲解员的工作。

如果能有针对地为他们举办一些有关遗产地的知识

讲座和培训，他们一定能做得更好。” 山林管护小

分队是另一支颇具特色的由东山弄社区居民自发组

成的志愿者服务队。从2008年开始至今，这群老人

们将个人爬山健身的爱好与遗产地保护的公益事业

志愿者服务 Volunteer service

西湖文化进社区 West Lake culture i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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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在一起，成为了西湖志愿者总队下属的一支负

责山林管护监查的小分队。8年来，这支山林管护小

分队共开展山林管护、挑刺找问题、文明劝导、清

洁行动等志愿服务42000多个小时，在西湖遗产地的

各类重大活动中，都有积极地参与和出色的表现。

黄队长还将巡山途中的风景按照山、水、特色植

物、洞穴、建筑、名人墓葬和故事传说等主题，分

门别类地整理编写成了20多万字的书籍，希望能以

这种方式将西湖山水人文与更多的人分享。

志愿者活动赋予民众监督的权利，以便及时汇

集各种不同的意见，平衡不同的群体利益，有利于

弥补遗产管理实践中的问题。同时，这些活动也为

遗产地居民参与西湖文化景观的保护和宣传地提供

了舞台，可以激发原住民的自觉参与意识。凭借遗

产管理部门的政策支持，遗产专家们的合理引导和

技术支持，这些志愿者活动也有望逐渐发展遗产地

日常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更大的作用。

3.5 以遗产的宣传教育构建新的社群认同

随着西湖遗产地旅游休闲业的发展，外来的游

客和经营者大量涌入西湖遗产地的景中村，原住民

为了经济收益纷纷出租自有房屋，迁居别处。当地

的人口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为了应对人口结构的改

变带来的遗产保护责任主体及其传承意识的变化，

西湖遗产地的管理部门与当地社区一起研究探索

以文化凝聚社区，构建新的社群认同的各种有效方

法。

首先，从理论上拓展对遗产地社群的定义。国

际上在文化遗产领域对社群的定义是一种基于共同

经历、利益关系或价值认同形成社会群体。这种社

群的属性并不一定受到地缘关系和行政区域划分的

局限，而主要取决于文化和心理认同[11]。随着社会

的发展，遗产地的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以

前依赖遗产地传统社群可能迁居别处，而外来的经

营者则会构成新的遗产地社群。因而遗产地的人口

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化和重构的过程之中[12]。同时，

随着遗产衍生价值的拓展与变化，遗产保护的责任

主体也在扩展。当地政府 “还湖于民”“问计于

民”的遗产保护政策拉近了西湖遗产地与城区居民

的关系，其环境价值、文化价值、旅游经济价值对

杭州市民和新杭州人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公

众参与西湖遗产地的保护的意识逐步提高，参与条

件日趋成熟。各种遗产宣传和教育活动正在以文化

遗产保护为核心理念构建文化认同，塑造和凝聚新

型的遗产社群。

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组织的西湖文

化特使活动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应运而生的。这些

文化特使大多为在杭州就学的大学生，与遗产地

没有紧密的地缘关系，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遗产

地社群。但是经过遗产监测中心的培训和参加西湖

文化遗产推广活动的活动中，西湖文化特使们不断

学习积累，逐步形成对西湖遗产地的了解和价值认

同，并且结合自身的才艺和创造力，策划与实施了

“原地旅行走读西湖”等一系列文化遗产主题活

动。相同的理念、价值认同和遗产保护活动使他们

凝聚在一起，构建了新型的遗产保护社会群体，为

传播遗产知识与保护理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西湖遗产地外来的餐饮住宿和文化企业的经营

者是由业缘关系聚集形成的新型遗产地社群。这些

文化休闲产业的经营者大多来自外地，他们的经营

活动与西湖旅游紧密融合，在策划推广营销旅游服

务和文化产品的过程中结合了他们对西湖的自然人

文景观的理解和认识，并通过他们的营销推广平台

进一步对消费者群体产生影响力。随着经营者队伍

的不断壮大，兼具管理和组织协调作用的各类商业

协会如“民宿协会”、“茶楼协会”等相继成立。

这些行业协会作为民间组织在遗产地管理部门和经

营者之间发挥沟通协调的作用。通过制定行业规

范，提供技术培训，策划整体行业宣传等方式，引

导企业的经营活动与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结合，以

西湖文化元素塑造行业品牌，加强企业经营者对遗

产价值的了解，加深这些新型遗产群体对遗产的情

感认同，帮助建立自觉遗产保护意识。

随着遗产社群的变化和发展，遗产地的管理部

门、社区和行业协会通力合作，以灵活多样的教育

和培训活动，吸引并凝聚了更多有志于保护文化遗

产的社会个体，构建新型的文化遗产社群，大家整

合资源，共同挖掘、探索和展示遗产地的文化。遗

产地的教育宣传活动就如一粒粒种子，如今它们生

根发芽，将来就会茁壮成长，把西湖的文化向更多

的人传播。今日的星星之火，明日终可燎原。

4 总结 

西湖遗产地的保护和管理实践显示，在共生型

遗产地的管理中，当地政府、遗产地管理部门和社

区通过互相协作，能够引导社区在生态的维系、经

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乃至整个遗产的管理中发挥

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西湖遗产地的管理实

践，可以总结出以下有利于促进遗产地社群参与的

经验：首先，在保护遗产地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前提

下，遗产地管理部门应当从原住民的权益出发，改

善社区的基础设施，弥合居民聚居地和景区之间的

环境差距，调动了社区保护家园维护生态环境的积

极性；其次，切身考虑社区经济发展的需求，管理

部门可以赋予居民一定的权利以合理的方式来开发

利用遗产地资源，促进遗产地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同时，在遗产地管理部门的引导和帮助下，组

织以社区参与为主体的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民俗活

动，鼓励社区居民深层次地参与讲述、诠释和展现

当地文化的旅游活动；并且，成立各类以当地民众

为主体的民间社团和公益组织，以及负责遗产保护

管理监察的志愿者队伍，强化社区的自我管理和参

与日常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最后，必须积极应对

社区居民对遗产地保护的态度和行为变化，通过灵

活多样的教育宣传培训活动，在更广泛的遗产社群

中构建文化认同，使遗产保护拥有更深厚和广泛的

社会基础。在当前可持续发展的语境下，西湖遗产

地保护的实践对于新型的可持续的文化遗产保护做

出了十分有意义的探索。

当然，与国际上很多成功的社区参与案例相

比，西湖遗产地的社区参与力量仍然显得有些薄

弱，参与遗产地管理尚存不少问题。为了巩固和延

续当前初见成效的社区参与模式，笔者认为，还应

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1.需要进一步明确社区的主导作用，适当平衡

社区利益诉求和承担保护责任之间的关系，从而进

一步调动社区的积极性。当地政府和管理部门应制

定整体性的策略和规范，建立社区参与的长期有效

机制。

2.需要专业人士提供智力引导和技术支持，帮

助村民逐步提高经营管理、遗产地文化展示和公共

事务管理的能力。进一步开展灵活互动的遗产保护

宣传教育活动，培养并深化各类遗产社群对文化遗

产价值的认识和认同，以应对遗产地人口结构变化

带来的遗产文化价值传承责任意识的改变。

3．应鼓励更多的民间协会与社团参与文化遗

产保护事业，通过第三方组织的沟通协作和技术支

持，为原住民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搭建更有效的遗产

保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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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Report On The Results Of Lagerstreemia india Flowering 
Regulation In Hangzhou

孙晓萍  樊丽娟  陈 亮  钱 桦  张 军 / Sun Xiaoping  Fan Lijuan  Chen Liang  Qian Hua  Zhang Jun

杭州市紫薇花期调控成果初报

【摘 要】2016年杭州市绿化管理部门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了紫薇花期调控工作，二次开花的紫薇盛花期
如约而至，为G20杭州峰会期间的环境彩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本文简述了历年紫薇花期调控试验情况，
提出了紫薇花期调控技术方案，并着重分析了2016年紫薇花期调控后花芽分化、开花量及持续时间，并对
今后常态化开展紫薇花期调控、打造紫薇花海景观等方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紫薇；花期调控；二次开花；盛花期；开花量；景观

Abstract: The Hangzhou Greening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focused on carrying out the Lagerstreemia india flowering 

regulation work in 2016. The Lagerstreemia india re-blooming was achieved in time to contribute remarkably to the 

urban environment colorization during the G20 Hangzhou Summit.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results of Lagerstreemia 

india flowering regula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proposed the scheme of Lagerstreemia india flowering regulation 

technology. Particularly bud differentiation, flowering amount and duration after regulation in 2016 were analyzed. 

The paper gave suggestions about routine Lagerstreemia india flowering regulation and flower sea landscaping.

Key words: Lagerstreemia india; Flowering regulation; Re-blooming; Full bloom; Flowering amount; Landscape

紫薇，千屈菜科紫薇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是

著名的木本观花树种，圆锥花序顶生，花瓣皱褶似

群蝶起舞，花期长，故有“百日红”、“满堂红”

之美称[1]。紫薇在现代城市园林绿化中起着重要作

用，尤其是在木本花卉树种较少的炎热夏季，显得

尤为重要。杭州城市绿地中随处可见紫薇美丽的身

影，均有良好的景观效果。

为提高2016年G20杭州峰会会议期间（9月上

旬）城市绿地的景观效果，杭州市绿化管理部门在

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了紫薇花期调控工作，并取得

巨大成功！在不增加任何财政经费的情况下，利用

绿地中原有的紫薇，通过花期调控技术手段，同时

强化园林养护管理措施，在预设时段成功达到空前

的盛花景观，杭城道路、景区、公园、河道等绿地

中紫薇二次开花的盛花期如约而至，在G20杭州峰

会会议期间呈现出异于寻常的优美景观（图1），成

为G20峰会期间杭州城亮丽的风景线之一，获得园

林专家及同行、杭城百姓、中外来宾的纷纷点赞。

这是杭州园林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也给园林同行们

在紫薇花期调控、延长花期方面提供了一个值得借

鉴的成功范例。                      

1 紫薇花期调控的依据和目的

自然界中各种植物都有各自的开花期，以人为

1_ 经花期调控的紫薇二次开花如约而至

With flowering regulation Lagerstreemia  india 
re-blooming was achieved in anticipated time

的方法改变它的开花期，称作花期调控或催延花

期。花期调控可使花卉集中在同一时段开花，以满

足举办大型会议、展览会或特殊节假日之需[1]。紫

薇每年夏季开花一次，花序顶生（图2），开花时

间受气温和降雨量的影响。杭州市紫薇始花期一般

为6月下旬—7月上中旬，每个花序一般可开30d左

右。

1.1 花期调控的依据

据《中国花经》记载，紫薇早开花的枝条，可

于7月初短截，以促发二次梢，并可开花，但花序较

短[1]。在本文第一作者参编的《观赏植物整形修剪

技术》一书中，也介绍了促进紫薇二次开花的修剪

技术，通过时间控制，花期可延长至10月初[2]。

1.2 花期调控的目的

不同植株个体差异较大，花期也不一致。为了

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期间，使杭州市紫薇集体美

丽绽放，处于盛花期最美的时刻，杭州市绿化管理

部门根据2009年、2015年数次紫薇花期调控的试验

成果，认真制定详细的紫薇花期调控技术实施方

案，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了紫薇花期调控工作。

                                

2 历年紫薇花期调控试验情况

2.1 历年紫薇花期调控试验的目的

2009年紫薇花期调控试验目的是通过花后修

剪，促使二次开花，主要是试验能否二次开花，了

解其开花量和花期。试验地点为西湖区古新河。

2015年紫薇花期调控试验目的是为2016年G20

杭州峰会环境彩化做准备，2015年通过适时适量

剪除第一次开花枝，调控紫薇第二次开花的盛花

期处于峰会会议期间（9月3日左右），计算出修

枝后到盛花期的时间，并且要求开花量多、树形

饱满。试验地点为之江路江堤绿带和江南大道中

分车绿地。

2.2 历年花期调控试验小结

历年紫薇花期调控试验情况详见表1。在紫薇第

一次开花后对其开花枝进行修剪，确实能够促使紫

薇二度开花[3]，修剪时间不同、修剪部位不同，其

二次开花时间和开花量也大不相同。

2.2.1 不同的修剪时间导致紫薇二次开花达盛花期

所需时间有差异

从表1可知，7月下旬修剪，紫薇二次开花达盛

花期大约需25d左右；8月上旬修剪，紫薇二次开花

达盛花期大约需30-35d。

2.2.2 影响紫薇二次开花量的主要因子

剪去紫薇第一次开花的顶生圆锥花序后，可促

使下部多个叶腋的侧芽分化为花芽，每个花芽可发

育成一个圆锥花序，虽然每个花序较短，但紫薇二

次开花时，一个花枝上有13-24个顶生和侧生花序

（图3），因此，与紫薇第一次开花比较，其二次开

花量相近或更大些。           

 3 

 2 

2_ 紫薇第一次开花

Lagerstreemia  india  first blooming
3_ 紫薇二次开花的花枝长、花序多

Re-blooming Lagerstreemia  india  plants have 
longer peduncles and more infloresc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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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可知，①仅剪除紫薇第一次开花及未开花

的所有花枝，二次开花的平均花枝长度约为44cm,

二次开花量是第一次开花量的2、3倍以上，树形饱

满（图4）；②剪除紫薇第一次开花及未开花的所

有花枝和当年生长量的1/3-1/2枝叶，二次开花的

平均花枝长度仅为17-20cm，二次开花量与第一次

开花量相近，树形不够饱满（图5）。由此可见，影

响紫薇二次开花量的主要因子是紫薇花期调控的修

表1：2009年和2015年紫薇花期调控情况

Table 1：Lagerstreemia india flowering regulation experiments in 2009 and 2015

年度
修剪
时间

初花
时间

盛花
时间

花谢
时间

修剪至
初花期
天数

修剪至
盛花期
天数(d)

第二次
花期天
数(d)

平均花
枝长度
（cm）

花期调控方式
试验
地点

备注

2009 8.10. 9.6. 9.14.

9月
下旬
至10
月初

27 35 25-30 17

第一次花谢
后未结果前
修剪，剪去
全部花枝及
当年生长量
1/3的枝叶，
剪后马上施
复合肥

西湖区
古新河
绿地

整株开
花时间
最长为
52d，
最迟延
续到10
月22日

2015 7.28. 8.17. 8.23. 9.8. 20 27 23 44.87

修剪时，第
一次开花近
盛花期，尚
有三分之一
花苞未开。
仅 剪 去 花
枝，剪后马
上施复合肥

上城区
之江路
江堤
绿化

最长花
枝长度
76cm

2015 8.4. 8.25. 9.2. 9.25. 22 30 　31 20.00

修剪时，第
一次开花盛
花期，剪去
全部花枝及
当年生长量
的1/2枝叶，
剪后马上施
复合肥

江南大
道中分
带绿地

 5  4 

4_ 修枝量小，紫薇二次开花量多、树形饱满

Less pruning resulted in more re-blooming and 
fuller tree shape.

5_ 修枝量大，紫薇二次开花量少、树冠狭窄（霍春福摄）

More pruning resulted in less re-blooming and 
narrow crown (photo by Chunfu Huo)

剪量。应采用①方法，更多地保留花枝下部较壮实

的侧芽和充足的叶面积，用于制造更多营养，有利

于高温期激发紫薇侧芽的花芽分化，形成更多的花

序，确保紫薇二次开花量多和树形饱满，形成优美

的紫薇二次开花景观。

3 2016年紫薇花期调控技术实施方案

3.1 花期调控修剪时间

2016年G20杭州峰会日期是9月3-5日，因此本

次紫薇二次开花调控目标是9月1-5日处于盛花期

中，以此往前推，确定花期调控修剪日期为8月1日

左右。此时紫薇正处于第一次开花初期，开花量一

般为1/3左右。

3.2 花期调控修剪方法及修剪量

剪除紫薇第一次开花及未开花的所有花枝，修

剪部位：在花枝以下2-3个芽的上方修剪，每处剪

口应在芽上方的0.5cm。同时还应剪除荫生枝、内

向的细弱枝、重叠交叉枝和过密枝条，使其通风透

光，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3.3 紫薇病虫害防控

紫薇的病虫害较多，可导致叶片、花苞无法正

常生长和开花，因此，保持紫薇的健康生长是促

进花芽分化和正常开花的基础条件。应认真做好

病虫害的防控工作，重点防治白粉病、煤污病、叶

斑病、紫薇长斑蚜、紫薇绒蚧等，宜选用高效、低

毒、低残留的无公害杀虫剂或杀菌剂防治。

3.4 施肥管理

9月份开花对应的生长期是8月高温期，修剪以

后要及时进行淡肥水的追施，施肥浓度宜淡不宜

浓，以免对树体造成伤害。花前施肥应以磷钾肥为

主，采用叶面喷肥、根部施肥两种方式。修剪后，

用0.4%的尿素和0.4%的磷酸二氢钾的混合水溶液进

行叶面喷施1次，可间隔7d再施1次，时间宜在傍晚

进行，以免烧伤叶片；用磷钾肥为主的复合肥根部

施肥1次，可采取沟施或穴施，肥料施入沟穴后，应

及时覆土。35℃以上高温时，应严禁施肥。

3.5 水分管理

夏季高温期要注重紫薇的水分管理，尤其在花

期调控修剪后，土壤应保证充足的含水量，土壤过

干会导致紫薇萎焉脱水，不利于花芽分化；紫薇开

花量大，在开花期间，应保证土壤充足的含水量，

土壤过干或抗旱浇水不足，会导致紫薇花朵早谢，

花苞萎焉，花期明显缩短。

4 2016年紫薇花期调控概况及结果分析

影响紫薇二次开花的因子众多，如气候因子，

尤其是修剪后的气温条件和降雨量；修剪时间、植

株的健康状况、病虫害防控状况、施肥和水分管理

状况、生长环境条件、品种的差异性等等。

4.1 紫薇花期调控修剪后的天气状况

2016年8月最高气温在35℃以上的天数为18d，

降雨量偏少，偶有阵雨和雷阵雨。这样的气候条件

非常有利于紫薇的第二次花芽分化。

4.2 杭州市开展紫薇花期调控的概况

2016年7月28日，杭州市绿化管理部门根据G20

杭州峰会环境彩化的要求，向杭州市各城区绿化管

理部门及相关单位下发了《关于开展G20峰会紫薇

花期调控工作的通知》，通知中包含《紫薇花期调

控技术实施方案》，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了紫薇

花期调控工作，并于7月29日举办了全市紫薇花期调

控修剪操作现场示范会。

据统计，杭州市城区公共绿地种植紫薇27337

株，分布于287个公共绿地中。紫薇数量超过80

株的绿地有97个，其中道路绿地78个、公园绿地

9个、河道绿地10个。紫薇数量名列前茅的绿地有

之江路及之江东路2742株、天目山路1170株、康

桥路620株、上塘路615株、解放东路608株、下沙

路480株、蜀山路350株、长桥溪水生态修复公园

204株、时代大道200株、玉皇山路143株等，这些

绿地紫薇数量相对较多，能体现紫薇群体之美，

形成良好的紫薇开花景观，是本次紫薇花期调控

重点绿地。

4.3 花期调控修剪后紫薇的花芽分化及开花情况

据统计，2016年杭州市紫薇花期调控修剪时间

集中在7月31日-8月2日，大约10-12d左右形成花

苞，8月19日左右就有少许花朵开始开放（图6），

8月23日左右50%花朵开花，8月26日左右80%花朵开

花，9月2日-9月6日全市紫薇基本处在盛花期中，

较完美地达到本次紫薇花期调控目标，开花整齐，

花量大，满城尽开紫薇花的盛景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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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紫薇二次开花量的分析

据观测，与往年紫薇第一次开花相比（花枝长

度一般为21cm左右），本次花期调控后紫薇二次

开花的花枝长度要长得多，开花量普遍达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我们选取滨江区作为试点，对紫薇二次

开花情况进行调查，滨江区共有1597株紫薇，分

布于24块绿地中，平均花枝长度为33.86cm，最长

花枝长度107cm，其单个花枝上的花序数量为33个

（图7）。

为进一步了解紫薇花期调控后二次开花的基本

情况，我们又选取了五个区的6块绿地，实地测量

紫薇的单个花枝的长度，统计单个花枝上的花序数

量。表2中的“花枝长度”和“花序数量”是指该

绿地中紫薇的平均值，“最长花序长度”和“最多

花序数量”是指该绿地中紫薇的最高值。从表2可以

看出，5块绿地的紫薇花期调控修剪后进行施肥，二

次开花量较大，花枝长且花序数量较多，单个花枝

长度平均值为44.17cm，最长为107cm；单个花枝

9_ 康桥路 Kangqiao Road
10_ 少年宫广场（沈笑摄影）

Children's Palace (photo by Xiao Shen)

11_ 滨江公园（江勤超摄影）

Binjiang Park (photo by Qinchao Jiang)

上的花序数量平均为14个，最多为43个。而金乔街

的紫薇花期调控修剪后未追肥，虽然开花量也比往

年多，单个花枝长度一般为31cm，开花整齐、景观

不错， 但与表2中其余5块绿地的紫薇相比，花枝长

度、花序数量均明显低于前者（图8）。由此可见，

若要花开得更好，施好花前肥非常必要。

 4.5 二次开花持续时间

据统计，经花期调控修剪的大部分紫薇8月26日

左右80%花朵开花，从开始开花到进入盛花期，大

约需要8d时间，至9月6日，大部分紫薇处于开花末

期，尚有30%的花朵；部分仍处于盛花期末期，还

有50-60%的花朵，仍有较好的观赏性。受台风“莫

兰蒂”、“马勒卡”相继影响，9月15-19日杭州市

风雨较大，9月15日左右紫薇花基本谢幕了，二次开

花持续时间大约为27d左右。

5 紫薇二次开花后的养护管理措施

紫薇花谢后，应及时进行花后修剪，主要是剪

除残花枝，不留果实在树上，以减少过多的营养

消耗，同时加强花后的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尽快恢复紫薇的生长势，深秋可期待紫薇色彩缤

纷的秋色叶景观。

6 紫薇景观赏析

今年杭州涌现出一批紫薇二次开花景观良好的

“紫薇大道”、“紫薇之园”。“紫薇大道”有之

江路、天目山路、解放东路、上塘路、物联网街、

江南大道、长河路、康桥路（图9）、世纪大道、玉

皇山路、之江东路等；“紫薇之园”有之江路江堤

绿带、少年宫广场（图10）、好望公园、滨江公园

（图11）等。还有日本矮紫薇花篱（图12）、小花

表2：紫薇花期调控后二次开花的花枝长度和花序个数调查统计表

Table 2： Statistical investigation of re-blooming Lagerstreemia india pexuncle length and inflorescence number 

after flowering regulation

城区 绿地名称 数量／株
花枝长
度／cm

最长花枝
长度／cm

花序数
量／个

最多花序
数量／个

修剪后施
肥情况

上城区
之江路江
堤绿带

156 47.00 75.00 11 29 施肥

滨江区
物联网街
分车绿带

77 50.00 107.00 12 34 施肥

滨江区
江南大道
中分带

80 42.00 91.00 12 37 施肥

西湖景区 少年宫广场 80 50.00 88.00 17 43 施肥

余杭区 好望公园 50 45.00 88.00 22 41 施肥

杭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

金乔街 165 31.00 37.00 10 13 未施肥

平均值 44.17 14

 7 

6_ 紫薇第二次形成大量花苞，含苞待放

Lots of buds ready for re-blooming
7_ 物联网街紫薇二次开花花枝较长

Re-blooming Lagerstreemia india with long 
inflorescences on Internet Street

8_ 金乔街紫薇二次开花花枝较短（未施花前肥）

Re-blooming Lagerstreemia india with short 
inflorescences on Jinqiao Street (before fertilization)

 6 

 8 

 9  10 

 12  11 

12_ 日本矮紫薇花篱

Flower hedge of Lagerstroemia ind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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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紫薇（图13）开花也非常漂亮。

6.1 之江路

之江路是杭州市主城区南面最长的一条路，

绿化总面积为40.32万m2，道侧江堤绿带宽达

30-50m。中分带和江堤绿带种植了大量的紫薇，

约919株，夏季开花时非常美丽，形成颇有特色的紫

薇景观大道。江堤绿带的紫薇与黄山栾树的绝佳配

置非常出彩，紫薇二次开花正好遇见栾树盛花期，

上层栾树满树金灿灿的黄色花朵，下层紫薇红花、

粉花、白花、紫花色彩缤纷，在钱塘江边开阔的绿

地空间呈现出色彩对比强烈、明艳动人的美丽画卷

（图14、图15）。

6.2 玉皇山路

玉皇山路位于西湖风景名胜区内，由一条中央

分车带、东侧行道树枫杨组成，西侧紧邻长桥溪生

态公园。2008年、2014年，中分带及西侧绿地的中

层大量配置高杆紫薇、日本红枫，共种植350余株紫

薇，大部分紫薇树高约4-5m。经过今年紫薇花期调

控后，紫薇二次开花量大大高于前几年自然花期的

花量，花枝较长，开花整齐，成为西湖风景名胜区

内名副其实的紫薇大道（图16、图17）。

6.3 江南大道

江南大道是一条横穿整个滨江高新开发区的主要

景观大道，全年季相分明，三季色彩浓郁，春花、夏

16_ 玉皇山路口紫薇二次开花景观

Lagerstreemia india re-blooming in the intersection of 
Yuhuangshan Road

17_ 玉皇山路西侧高杆紫薇二次开花景观

Tall Lagerstreemia india trees re-blooming on the west side of 
Yuhuangshan Road

18_  江南大道紫薇二次开花盛花期景观（8月26日江勤超拍摄）

Re-blooming Lagerstreemia india in full-blossom in Jiangnan 
Avenue (August 26 photo by Qinchao Jiang)

19_ 江南大道紫薇二次开花盛花末期景观（9月6日拍摄）

Re-blooming Lagerstreemia india in the end of full-blossom 
period in Jiangnan Avenue (photo taken on September 6)

20_  好望公园紫薇优良单株二次开花形如花瀑般令人惊艳

In Haowang Park re-blooming fine variety Lagerstreemia india 
tree looks like astonishing flower-fall.

21_  好望公园紫薇二次开花艳若桃李，几乎看不到叶片

In Haowang Park re-blooming Lagerstreemia india tree looks 
cherry and bright, with leaves almost invisible.

 18  19 

 17  16 

 20  21 

13_ 小花型紫薇二次开花景观

Lagerstreemia india of small flower 
type is in re-blooming

14_ 之江路江堤绿化带紫薇二次开花

Lagerstreemia india re-blooming in 
dyke greenbelt on Zhijiang Road

15_ 紫薇二次开花与黄山栾树同期盛花景观

Synchronous Lagerstreemia india re-
blooming and Koelreuteria bipinnata 
'Integrifoliola' in full-blossom

 15 

 13 

 14 

花同样出彩，春秋色叶景观引人入胜。中央分车带主

要观花乔木树种为紫薇、菊花桃，紫薇组团与菊花桃

组团间隔配置，每个组团均为 6株，成双排列植，江

南大道紫薇数量虽然只有 280余株，但树体较大，高

约为 250cm，冠幅约为 300cm，树形饱满，开花景观

非常漂亮，为江南大道夏季景观增色不少（图 18、图

19）。与 2015 年花期调控后二次开花相比，2016 年紫

薇二次开花量更大，其花枝长度是 2015 年的 2倍多。

6.4 好望公园

通过紫薇花期调控，公园内出现了多株紫薇

的优良单株，开花量特别惊人，仿佛用尽洪荒之

力！如图所示，该紫薇地径8.0cm，高350cm，冠

幅430cm，冠幅大，分枝多，花紫色，花枝长度为

35-55cm，开花时几乎看不到叶片，艳若桃李，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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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C/N Ratios On Composting Of Garden Green 
Plant Waste

 郭 帅  章银柯  吴志荣  王 页 / Guo Shuai  Zhang Yinke  Wu Zhirong  Wang Ye

不同C/N对园林绿化废弃物堆肥效果的影响

【摘 要】为探究杭州西湖景区园林绿化废弃物粉碎后直接进行堆肥处置的可行性，设置不同C/N（T1 
25:1、T2 15:1、T3 10:1、CK 32:1）处理的试验，并且对堆肥过程的几个重要指标变化情况进行分
析。结果表明：园林绿化废弃物不同C/N堆肥试验中，T1堆肥过程中堆体能达到71.6℃高温，且堆体连续
超过55℃的天数为10d，是所有处理中温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T1堆肥腐熟后堆体pH值为弱碱性，其余
处理为弱酸性，仅有CK和T1处理EC值符合作为绿化种植土使用的国家城镇建设行业标准；T1处理C/N降
低幅度最大，达到完全腐熟要求。调控合适的C/N（25:1）有利于堆体温度升高，延长高温持续时间，促
使堆体pH值的升高，同时增加腐熟后堆体中有机物质矿化速率，提高堆肥矿质养分含量，利于微生物在堆
体内的快速繁殖加快堆肥腐熟，缩短堆肥周期。
【关键词】园林绿化废弃物；堆肥；C/N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direct composting of green plant waste from West Lake Scenic Area 

of Hangzhou, this paper sets up different C/N ratio groups (T1 25:1、T2 15:1、T3 10:1、CK 32:1)to analyze some 

important parameters during the aerobic compost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1 compost can reach highest 

temperature of 71.6℃, and sustain for 10 days at over 55℃. T1 has the highest temperature for the longest time 

among all treatments. The pH value of T1 compost is weak alkaline after compost maturity, while the pH values of 

CK, T2, T3 are weak acidic. The EC values of CK and T1 are the only ones meeting the National Urban Construction 

Industry Standards on garden planting soil. C/N decrease was greatest with the T1 treatment, meeting the requirement 

of complete compost maturity. Therefore regulation of C/N ratio (25:1 being the most effective) is useful in raising 

compost temperature, extending dura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increasing pH value. Such regulation also increases 

mineralization rate of organic matter inside mature compost and increase its nutrient content, facilitating fast 

reproduction of microorganisms in the compost, compost mature, and shortening the composting cycle.

Key words: Green plant waste; Composting; C/N ratio

随着杭州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人们对城市绿

地生态系统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城市园林绿化的面

积不断增加，由此产生的园林绿化废弃物如树木修

剪物，草坪修剪物，枯枝落叶等的量越来越大。

以前杭州西湖景区园林绿化废弃物处理方式是随同

生活垃圾一起填埋或者直接焚烧，随垃圾填埋占用

大量的城市用地面积，还可能造成局部水体和土壤

的污染，阻塞河流，影响杭州市容市貌，直接燃烧

产生的烟尘严重污染空气，加重杭州持续的雾霾天

气。园林绿化废弃物的不当处理，既破坏了城市的

生态环境，又造成资源浪费。然而，目前景区已经

叫停园林绿化废弃物随生活垃圾运输到天子岭垃圾

填埋场处置，主管部门要求各单位产生的园林绿化

废弃物自行处理。西湖景区各级管理处园林绿化废

弃物处置难题亟待解决。

园林绿化废物的资源化利用方式多种多样，其

中堆肥是国内外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处置的主要

方式。堆肥化主要通过微生物对有机物的分解实现

有机物的腐殖化，同时实现微生物自身的增殖。

在堆肥过程中，微生物利用大量的碳作为能源，

若云霞！串串花枝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层层叠叠，

形成美丽的花瀑，花枝不堪重压几乎垂到地面，令

人叹为观止。引得游人纷纷驻足欣赏，拍照留念

（图20、图21）。

7 建议

2016 年紫薇花期调控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并

获得空前的成功。为G20杭州峰会打造如此大规模的

环境彩化项目，没有增加政府财政资金，换句话说相

当于节省了几百万的政府财政资金，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和景观效益。同时我们也获得了许

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通过总结与分析，对于今后常

态化开展紫薇花期调控、延长花期的工作，尽可能发

挥紫薇开花期良好的景观效应，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希望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完善和提升。

7.1 改善部分紫薇的生长环境

部分紫薇配置于浓密的树荫下或生长环境过

于拥挤，长期得不到充足的阳光，通风透光条件

差，生长不良，病虫害多，树形较差，开花少或

不开花，难以发挥紫薇的景观效果。因此，笔者

建议，在秋末初冬落叶之际，开展紫薇的调整种

植工作，将其移植到阳光充足的地方，加大种植

间距，给予其宽松的生长空间，焕发活力，恢复

正常的生长势，形成优美饱满的树形，开出更多

更美的花朵。

7.2 打造紫薇花海景观

紫薇通过花期调控措施，二次开花整齐、花量

增多，并且目前杭州市城区公共绿地紫薇数量近3万

株，已经具备了打造紫薇花海景观的基本条件。

对道路绿地或公园绿地中紫薇存在断裂式配

置、开花景观缺乏连续性问题，无需另购苗木，可

通过对种植过密的紫薇进行抽稀调整种植，拉长紫

薇种植带长度，即可将现有的“紫薇大道”或“紫

薇之园”的特色景观获得更大地提升，真正打造成

绚丽的紫薇花海景观。

7.3 加强花期调控的养管措施

紫薇花期调控修剪后，必须施好花前肥。叶面

施肥、根部施肥均不可少。二次开花后，应立即

补施花后肥，恢复生长势很重要，以利于明年开

好花。紫薇花期需水量大，应保持土壤湿润，遵循

“不干不浇，浇必浇透”原则。紫薇病虫害较多，

需掌握病虫害发生规律，应提前做好防控工作。

7.4 进一步研究延长紫薇花期的有效方法

我们注意到，这次紫薇花期调控存在开花过于

集中的问题，后备花苞量不足。是否可以通过修剪

时间的调整、施肥量的调整、开花枝数量的控制、

水分的控制等方法，进一步延长紫薇花期？如何延

长紫薇花期至国庆节？这是我们今后要进一步研究

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杭州市开展紫薇花期调控试验较

早，紫薇花期调控技术处于浙江省内领先水平、国

内同类研究水平。2016年杭州市经花期调控后的紫

薇二次开花量之大，纠正了《中国花经》中对紫薇

花期调控时间及开花量的片面之词。利用花期调控

技术，成功地将杭州市整个城市公共绿地中紫薇二

次开花的盛花期调控到同一时段，调控紫薇数量之

多，形成景观之壮美，为全国首创，也使“紫薇开

最久，烂漫十旬期，夏日逾秋序，新花继故枝”这

一赞诗中的情景在现实中得以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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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堆肥腐熟度参数及指标的研究前人做过大

量工作，并且总结出不同的堆肥腐熟度判定标准。

其中堆肥温度是堆肥化处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指

标，堆肥温度是微生物活动状况的标志，堆温过高

或过低均不利于有机固体废弃物的堆肥化处理[2]。

本试验通过插入堆体内部的温湿度探头每间隔8h读

取堆体温度数据（图1），分析发现四个处理堆体

的内部温度随时间推移都逐渐升高，CK、T2、T3

在堆肥化处理第7d均达到最高温度，最高温度分别

为CK58.5℃、T2 62.4℃、T3 52.4℃，而T1在第

10d达到最高温度71.6℃；有研究者认为固体废弃

物堆肥处理的最适宜温度为65-70℃[3]，堆肥过程堆

体温度在55℃时保持3d以上（50℃以上保持5-7d）

杀灭堆料中所含的致病微生物，是保证堆肥符合卫

生指标和堆肥腐熟的重要条件[4]。在堆肥处理的第

5dCK、T2堆体的温度均达到55℃以上，而T1在第

3d堆体温度就迅速飙升到55℃；整个堆肥过程堆

体连续超过55℃的天数分别为CK5d、T1 10d、T2 

4d，T3堆体温度始终没有达到55℃。对比堆肥过

程前4d的升温阶段，CK和T1升温速度要高于T2和

T3，原因是CK、T1堆体中微生物菌剂所含菌种接

种后在适宜的营养环境中生长繁殖较快，短期内产

生大量的热量。同时不同处理达到最高温度所需时

间不同，其中T1时间要长于其他处理，T3是所有处

理中达到最高温度时间最短的，堆腐过程中温度的

变化反映了堆体内微生物的活性，可能是因为较低

的C/N抑制了微生物的活性。

2.2 堆肥过程EC值、pH值的变化

pH值是反映堆肥发酵过程的重要参数，是影响

微生物活性重要因素之一。分解堆肥有机物的微生物

大多数适合在中性到偏碱性环境中生长。适宜的pH

值可使微生物发挥其最大的作用，过高或过低 pH值

都会对堆肥速率产生影响 [5]。图 2为不同处理pH随

时间的变化趋势图，最终堆肥pH分别为6.96、7.28、

6.87、6.11。图中各个处理的 pH 值变化趋势不同，

T2 在堆肥过程中 pH 值是逐渐升高趋于平稳的，基

本都处于弱酸性范围，CK、T1、T3 在堆肥初期 pH

值呈弱酸性逐渐升高随后呈现下降趋势，T3 下降比

较迅速，原因是堆肥发酵过程，堆肥有机物料分解产

生小分子有机酸，而在微生物酶的作用下处理中含氮

有机物降解转化为铵态氮最终以氨形式促使堆体pH

值升高，堆体温度的升高易导致氨挥发，氨对 pH值

的升高效应要小于小分子有机酸对 pH 值的降低作

用 [6]。T3可能是因为较低的C/N比导致微生物活性

较低，导致产生的小分子有机酸没有被大量消耗。有

研究发现，堆肥初期 pH值为酸性到中性，腐熟的堆

肥一般呈弱碱性，但是 pH值变化受堆肥原料和条件

的共同影响 [7]。一般认为，堆腐发酵后的 pH呈中性

或偏碱是判断堆肥是否完全腐熟的一个必要条件 [8]。

T1的pH值基本满足腐熟堆肥应为弱碱性的要求，表

明调控合适的C/N比有利于堆体 pH值的升高，利

于微生物在堆体内的快速繁殖加快堆肥腐熟 [9]。

EC值是衡量堆肥中可溶性盐总量的指标，是

反映对植物产生毒害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堆肥

发酵腐熟后可溶性盐越多，则EC值就越大，其越

容易造成土壤盐碱化和损害植物根部的渗透吸收

功能[10]。

图 3 为堆肥过程中不同处理 EC 值的变化情况。

由图可见，EC值在堆肥过程中呈现上升趋势，最终

图 2  不同处理堆肥 p H 值的变化

Variation of PH values in different compost treatments

图 3  不同处理堆肥 EC 值的变化

Variation of EC values in different compost treatments

氮主要被用于原生质合成。因此，对于微生物的营

养需要来讲，碳氮比是一个重要因素。为了保证成

品堆肥中一定的碳氮比和在堆肥过程中有理想的分

解速度，必须调整好堆肥原料的碳氮比。碳氮比是

指微生物体或其它有机物中所含碳素和氮素重量的

比值。本次试验采用高温好氧堆肥技术，通过添加

尿素调节园林绿化废弃物堆肥原料中碳氮比，研究

堆肥前处理参数对堆肥以及堆肥过程中堆体的理化

性质影响，以期提高园林植物废弃物堆肥发酵的效

率，缩短发酵周期。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堆肥试验地点选在杭州植物园原盆栽园旧址，

试验在夏季进行，环境温度较高，堆肥设施没有采

取保温措施。堆肥原料取自杭州植物园乔灌木生长

期和休眠期的修剪物、以及四季产生的枯枝，经粉

碎至粒径2cm以下的园林修剪枝叶。试验原材料化

学性质见表1。

堆肥设施选用四面密封，顶面和一个侧立面

开口的水泥槽，水泥槽的长度为1.5m、宽度为

1.2m、高度为1.3m。

1.2 试验设计

选择尿素（氮含量为46%）作为堆肥碳氮比调

节剂，共设4个处理，各处理重复3次。CK：堆料

+尿素0kg、T1：堆料+尿素2.94kg、T2：堆料+

尿素12.32kg、T3：堆料+尿素24.03kg， C/N分

别为32:1、25:1、15:1、10:1，各个处理堆肥原料

450kg（干重），添加微生物菌剂0.5kg（北京中农

富源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国菌速腐剂微生

物菌剂）。其中将尿素用水溶解后进行添加，在添

加微生物菌剂过程中不断进行翻堆，浇水，保证尿

素、微生物菌剂与堆肥原料均匀混合，控制堆体的

湿度在40-60%之间。每当堆体的温度达到55-60℃

时，维持2d左右，为保持堆肥好氧发酵高温阶段对

氧气的需求，堆体要进行翻堆、搅拌处理，并补充

相应的水分。当堆体温度与环境温度趋向持平，且

连续两天温度差不超过±2℃时，停止翻堆。为控制

水分蒸发，保持堆体内部含水率，用透明的塑料薄

膜覆盖堆体。分别于堆肥过程第0、10、30、60d采

样，每次分别从堆体上、中、下部为采集样品500g

左右，混匀烘干后备用。

1.3 指标测定

参照土壤农业化学分析方法[1]及农业行业标准

植物中氮、磷、钾的测定（NY/T2017-2011）进

行。

温度：将联测温湿度记录仪外置探头放置于

堆体中心位置实时测定；pH值、EC值：1:5浸提

液法；有机质：高温外热重铬酸钾氧化-容量法；

TN：硫酸-过氧化氢消煮-全自动定氮仪；TP：硫

酸-过氧化氢消煮-分光光度法；TK：硫酸-过氧

化氢消煮-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堆肥过程温度的变化

表1:原材料化学性质

Table 1: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ingredients

物料 总氮 有机碳 C/N pH

园林绿化废弃物 1.164% 36.739% 31.563 6.58

图 1  第一次翻堆前不同处理堆肥温度和环境温度变化

Variation of compost temperature and environment 
temperature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before first compost 
tu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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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径流进入水体，还会引起水体富营养化 [14]。

从图 7可发现，CK和 T1 的 C/N一直呈下降趋

势，到 60d 分别从初始 32.00、25.00 降低到 22.63、

15.10。而T2和T3的C/N先升高后下降，最后C/N

分别升高到 22.61、19.78。普遍认为，堆腐C/N值

在 20 以下，可认为腐熟 [15]。T3 则因添加尿素过多

导致堆体剩余较多尿素，进而拉低最后堆肥的C/N。

T1 添加适量尿素使微生物可获得充足碳源和氮源，

促进有机质的大量降解。表明调控C/N有利于加快

堆肥C/N下降，加快堆肥腐熟进程。

3 结论

为探究园林绿化废弃物直接进行堆肥的可行性

和过程变化，通过设置添加尿素调整不同的C/N

（T1 25:1、T2 15:1、T3 10:1）和不调整C/N

（CK 32:1），分析堆肥过程中多个指标的变化情

况。结果表明：园林绿化废弃物不同C/N堆肥试验

中，T1堆肥过程中堆体能达到71.6℃高温，且堆

体连续超高55℃的天数为10d，是所有处理中温度

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T1堆肥腐熟后堆体pH值为

弱碱性，其余处理为弱酸性，仅有CK和T1处理EC

值符合作为绿化种植土使用的国家城镇建设行业标

准；T1处理C/N降低幅度最大，达到完全腐熟要

求。T1 处理有利于堆体温度升高，延长高温持续

时间，促使堆体pH值的升高，同时增加腐熟后堆体

中有机物质矿化速率，提高堆肥矿质养分含量，利

于微生物在堆体内的快速繁殖加快堆肥腐熟，缩短

堆肥周期，因此园林绿化废弃物堆肥较合适的碳氮

比为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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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处理堆肥 C/N 的变化

Variation of C/N ratio in different compost treatments

堆肥的 EC值分别为 0.98mS 簫 cm-1、1.25 mS 簫

cm-1、2.99 mS 簫 cm-1、5.87 mS 簫 cm-1。有

研究指出，EC值的升高是由堆肥过程中产生铵根离

子和矿质盐分以及堆体体积逐渐减小引起的，但氨态

氮的挥发、各种矿物盐离子的沉积以及胡敏酸物质的

含量增多会引起EC值的下降 [11,12]。本次试验并没有

出现 EC值的下降情况，可能是由于在堆肥发酵的高

温阶段没有对堆体进行及时抽样分析造成。CK 要

低于 T1、T2 和 T3 的 EC值，因为T1、T2 和 T3 加

入尿素调控 C/N，使堆肥过程堆体中铵态氮增加多

于 CK，说明调控 C/N 比能使堆肥 EC 值较 CK 在

一定范围内升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建设行业

标准（CJ/T340-2011）绿化种植土壤一般植物种植

（0.15 mS 簫 cm-1-1.2 mS 簫 cm-1）和耐盐植物

种植（≤ 1.8 mS 簫 cm-1）要求，只有 CK 和 T1

满足种植要求。

2.3 堆肥过程不同处理堆体N、P、K养分含量变化

通过图 4可知，堆肥化处理过程各处理堆体全氮

含量变化表现出两种趋势，其中加入较多尿素的 T2

和 T3 全氮含量逐渐升高，而 CK 和 T1 则表现为先

下降后升高，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 T2 和 T3 堆体调

节C/N添加较多尿素，另一方面，堆肥过程中氮素

的降解速率小于碳素的降解速率，且随着堆肥过程

进行，堆体质量有所下降，全氮含量也会相对增加；

而CK和 T1 前期温度较高导致氨气的挥发，以及反

硝化作用直接导致氮素的损失，后期可能是合理的

C/N，能够为微生物活动提供足够的碳源和氮源，堆

肥过程中碳素的降解速率大于氮素的降解速率，导致

全氮相对含量的增加，表明调控C/N可以减少堆肥

过程中氮素的损失，有利于在堆肥过程中对氮素的保

存。堆肥过程氮素形态的变化是微生物作用的结果，

并决定最终堆肥的腐熟度。从图 5 和图 6可以看出，

对比堆肥发酵处理前全磷、全钾的含量均有所增加，

其中堆肥后期，T1 全磷和全钾含量是所有处理中最

高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发酵前，全磷、全钾含量均

有所增加，添加菌剂的处理均高于未添加的，可见添

加微生物菌剂有利于堆肥磷和钾的固定 [13]。

2.4 堆肥过程不同处理堆体C/N的变化

C/N 是决定堆肥发酵时间、堆肥温度以及堆肥

产品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常被作为评价腐熟度的一

图 4 不同处理堆肥全氮的变化

Variation of total nitrogen content in different compost 
treatments

图 5 不同处理堆肥全磷的变化

Variation of total phosphorus content in different compost 
treatments

图 6 不同处理堆肥全钾的变化

Variation of total potassium content in different compost 
treatments

个经典参数。没有腐熟的堆肥施入土壤，C/N 过高

则会争夺土壤中的氮素，导致“氮饥饿”，不利于植

物生长；C/N 过低，氮素养料超过微生物需要，则

会产生氨毒性并造成氮素大量流失，流失的氮素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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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御茶园位于杭州西湖风景区龙井村狮子山之落晖坞。

因园内植有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采摘过的十八棵茶树而闻名

于世。清代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巡视，曾四次到老龙井村。乾隆

二十七年三月（1762年），乾隆皇帝第三次大驾光临，到狮子山

下的胡公庙览景品茗，顿感一股太和之气回荡胸中，乘兴赋诗

《坐龙井上烹茶偶感》，“龙井新茶龙井泉”，大夸色香味形俱

佳，钦定胡公庙前十八棵茶树为御茶，并以之为贡品，每年进奉

朝廷。如今这十八棵御茶依然生机勃勃长于御茶园中。

The Longjing royal tea garden is located in Luohui Wu in 

Hangzhou West Lake Scenic Area's Longjing Village Lion Mountain. 

It is famous for eighteen tea plants that are said to have been 

picked by the Emperor Qianlong in his Jiangnan investigative tour. 

In the Qing Dynasty Emperor Qianlong perambulated Jiangnan area 

six times, in four of which he visited the old Longjing Village. 

In March of Qianlong 27 (1762 AD), the Emperor bestowed his 

third visit, during which he went to Hu Gong Temple on the foot 

of the Lion Mountain to appreciate the scenery and drink tea. 

Feeling reverberating peaceful breath, he wrote an impromptu 

poem "Thoughts upon tea brewing in Longjing", in which he wrote 

"Longjing fresh tea Longjing Spring", highly praising it as excellent 

in color, aroma, taste, and shape. His Majesty made the eighteen 

tea plants royal tea plants by imperial order, whose product was 

sent to the palace every year as tribute. Nowadays the eighteen 

royal tea plants still grow actively in the royal tea garden.

钢笔画：张建庭  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 Zhang Jianting                                                

Longjing Royal Tea Garden

龙井御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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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Of Aegean Civilization——Greece

爱琴文明的中心——希腊

施奠东 / Shi Diandong

1 地理环境

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东临爱琴海，西南

濒地中海。希腊境内以山地为主，沿海部分地区分

散面积较小的平原。海岸线曲折，多港湾及半岛，

沿海岛屿多达2000多个，其中最大的岛屿称克里特

岛。克里特岛地形狭长，东西长约250km，南北宽

约12-60km，它横卧于碧蓝色的爱琴海上，是爱琴

文明的中心，也是古希腊及欧洲文明的摇篮。（图

1、图2）

2 历史

2.1 克里特文明

公元前 3000 年，来自小亚细亚或叙利亚的移民，

带着新科技来到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克里特岛。独特

的地理位置，使克里特岛成为地中海周边地区贸易

的中心，并使其发展为独具特色的爱琴文明。公元

前 2000 年，克里特岛文明进入到青铜器时代。岛上

建立起一些各自独立的小国，每个小国都建有宫殿，

其中以诺萨斯的王宫最为宏伟。各地王宫屡建屡毁，

延续约 600 年。考古学家以公元前 1700 年为界，把

克里特文明分为早王宫时代和后王宫时代。

公元前17世纪至前16世纪，在克里特岛上，诺

萨斯建立起的米诺斯王朝的王宫规模宏大，占地2

万m2，大多是三层建筑，设有复杂的取水和排水系

统。王宫结构复杂，阶梯走廊曲折相通，在古代神

话中有“迷宫”之称。公元前1450年左右，米诺斯

王宫和克里特岛的其他城市建筑，由于外族入侵，

遭受毁灭性破坏，古希腊文明从克里特文明转入以

迈锡尼文明为主的阶段。

2.2 迈锡尼文明与荷马时代

公元前2000年，希腊半岛的迈锡尼等地也融入

了青铜器文化，产生奴隶制国家，被称为迈锡尼文

明。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另一支称作多利亚人的

希腊人，侵入到希腊半岛的中部，他们毁灭了“迈

锡尼”文明。希腊本土出现经济倒退，文化萧条，

被称为“黑暗时期”，希腊倒退到没有文字记载的

史前时期，直到公元前8世纪中期，希腊人才从腓尼

基人那里学到文字，重新开始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从公元前11世纪到前9世纪这个“黑暗时期”，

希腊史称作“荷马时代”，荷马史诗记录了这个不

幸的年代。荷马史诗相传由盲诗人荷马写成，实际

上是许多民间吟歌手的集体口头创作，到公元6世

纪才写完文字，是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

赛》的全称。值得一提的是《奥德赛》史诗中所描

述的阿尔诺俄斯王的宫殿中已有庭园，宫殿有一前

院，部分有石块铺砌，周围有灰泥墙，栽有树木。

其中果树园内种植了多种开花结果的梨、石榴、苹

果、无花果、橄榄、葡萄等果树，规划整齐的花园

位于庭园的尽端，园中有两个喷泉，一个涌出的水

流入四周的庭园，另一个则流向大殿旁边，供人们

饮用[1]。也许可以这样说，阿尔诺俄斯王宫中的庭

院，已具西方园林最早时期的端倪。

荷马时代形成的神话，是希腊文化艺术赖以发

展的源泉，希腊的史诗、诗歌和戏剧都包含着神

话传说。希腊的塑造艺术，如雕刻、壁画、陶瓶画

等大部分取材于神话，它对整个西方文化艺术都产

生着深远的影响。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乃至近代，很

多艺术家仍以希腊神话故事作为创作素材，如希腊

神话中的天神宙斯、日神阿波罗、战争和智慧之神

雅典娜、美神阿芙洛狄忒即后来罗马人所称的维纳

斯、海神波塞冬、酒神戴奥尼修斯等，都在多种艺

【摘 要】希腊位于碧蓝色的爱琴海边，是欧洲文明的摇篮。阐述希腊的历史与美学思想的发展，介绍至今
保存着许多古希腊、古罗马和拜占庭时期文化遗迹的雅典及卫城，世界上开凿最深的运河——科林斯运河，
以及被称为有世界上最美落日和最壮阔海景的圣托里尼岛。
【关键词】希腊；爱琴文明；古希腊文明；世界遗产

Abstract: Greece is located next to the blue Aegean Sea which is the cradl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The histories 

of Greece and aesthetics development were described. Athens and the Acropolis, preserved many cultural relics of 

ancient Greece, ancient Rome and Byzantine, were introduced as well. There is the deepest canal in the world---- 

Corinth canal and island of Santorini where the sunset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most beautiful in the world and the 

sea is the most magnificent.

Key words: Greek; Aegean civilization; Ancient Greek civilization; World Heritage

1_  爱琴海边的伊亚小镇

Town Oia by the Aegean sea

2_  从宙斯神庙前广场远眺卫城

Overlooking the acropolis from the 
front square of the temple of Zeus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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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形式中得到体现，包括欧洲园林中的雕像、喷

泉、装饰小品等，可谓无处不在。（图3）

2.3 古风时期

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是希腊的古风时期，公

元前776年就举办了首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图4）。

到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是希腊的古典时代，是

希腊奴隶制城邦发展到极盛而后又走向衰落的时

期。建于公元前580年的雅典卫城是古希腊人的伟大

杰作，可惜这样一座举世无双的宏伟建筑，在公元

前480年波斯发动的大规模入侵中焚毁，留下的残迹

至今仍让无数的凭吊者想到2500年前希腊人的聪明

才智，震撼人心的伟大辉煌，也让人唏嘘叹息。就

在那个年代，古希腊人在建筑创造的“柱式理念”

和实践——多立克、爱奥尼、科林斯三大柱式，对

以后的古罗马建筑以及后世的西方各类建筑包括园

林建筑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图5-7）。

3 古希腊的美学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古希腊文明而产生的西方

古代美学思想的萌芽。古希腊的美学思想发源于公

元前6世纪，极盛于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即发源

于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和苏格拉底，极盛

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毕达哥拉斯学派中都是些数学家、天文学家和

物理学家。其中大半是数学家，因此，他们认为万

物最基本的元素是数。他们认为美就是和谐，音乐

的基本原则在于数量的关系，把音乐中和谐的道理

推广到建筑、雕刻和其他艺术，探求什么样的数量

比例才会产生美的效果，对欧洲艺术产生长久影响

的“黄金分割法”就产生于这个学派，包括人体的

多个部位都是由数的和谐关系拼成。一切数量的和

谐比例关系是美的最基本元素。

我们之所以着重提出这一点，就是想指出，西

方在17世纪之前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西方园林艺

术讲究对称、规则的艺术思想和创作手法，就是以

体现“数”的和谐为其基本原则。和谐统一、均衡

对称、尺度比例等等，这些艺术形式美的基本原则

创造了西方古典园林突出的美学价值。对于今天我

国的风景园林美学而言，需要深入研究这些规律和

法则，但如果把西方古典的绝对对称、整齐划一的

规划布局和艺术法则当作今天园林创作新思维的圣

典，成为今天风景园林界反传统的新时尚，那恰恰

是在倒退历史。因为早在18世纪西方已经改变了她

们传统园林创作的思维模式，而中国崇尚自然的理

念，早在3000年前就已存在，并一以贯之，即使从

当代前沿的生态学科而言，也是超前的。

4 名城介绍

4.1 雅典及卫城

雅典位于巴尔干半岛的最南端，南临爱琴海，

三面环山，希腊全国1/3的人口生活在雅典及周边

地区，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城名来自天神宙斯

的女儿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名字。雅典是西方文明的

汇集地，曾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真正天堂，至今

保存着许多古希腊、古罗马和拜占庭时期的文化遗

迹，著名的古文化遗迹主要集中在卫城及其周围。

雅典卫城也称雅典的阿克罗波利斯，意为“高

处的城市”或“高丘上的城邦”。卫城位于雅典城

西南，建造在海拔156m的石灰岩山岗上，占地约

13000m2。自公元前3000年起，这里便是人们的朝

圣地和王宫所在地（图8）。公元前5世纪，原有建

筑群在波希战争中被毁，战胜波斯后，雅典确立了

其在地中海各国中的领导地位，哲学、艺术蓬勃发

展，希腊进入伯里克利统治下的黄金时期。在一批

艺术家的影响下，伯里克利决定将卫城建成一座思

想和艺术相融合的丰碑。

公元前447年至前406年，用于祭奠雅典娜的帕

提农神庙完工，它与卫城入口普罗彼拉伊阿（山

门）、雅典娜胜利女神庙、伊瑞克提瓮神庙并称为

希腊艺术的杰出代表（图9）。

帕提农神庙平面呈长方形，建在 309m×69.5m

的台基上，正面 8 根多立克柱子，侧面 17 根，两坡

顶。神殿外围的多立克柱子被誉为此种柱式最成熟的

典范，是古希腊建筑多立克柱式的代表作（图 10）。

3_   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帕提农神庙的浮雕

Top right is relief sculpture of the Parthenon 
temple held in the British Museum

4_  帕纳希奈克体育场

Panathinaiko stadium

5_  宙斯神庙的科林斯式柱子

Corinthian columns in the temple of Zeus
6_  伊瑞克提瓮神庙中的 6 根爱奥尼式柱子

6 Ionic columns in the Erechtheion 
temple

7_  帕提农神庙正面 8 根 10.43m 高的多力克式

柱子，巍峨伟岸，雄浑威严，让人对古希腊

文化产生无比敬仰之心。

8 10.43-meters-high Doric columns 
in front of the Parthenon temple, tall 
and lofty, magnificent and venerable, 
stimulating admiration of Greek culture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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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  从卫城俯视雅典城

Overlooking Athens from Acropolis 
9_  从山下看帕提农神庙

Viewing the Parthenon temple from the foot of the hill
10_  神庙侧面的17根多立克柱子

17 Doric columns on the side of the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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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城在罗马时期得到了完好的保存，但在公元

前267年遭到克里为亚汗蛮族的洗劫，古建筑受到严

重破坏。

拜占庭帝国统治时将神庙改建为教堂，并将很

多艺术品运往君士坦丁堡。1204年拜占庭帝国没落

后，雅典落入法兰克贵族手中，他们对卫城毫不

尊重。1456年土耳其占领这里后，雅典卫城变成了

清真寺，伊瑞克提瓮神庙经常作为土耳其总督的临

时后宫。在1687年威尼斯军队对雅典的围攻中，帕

提农神庙被土耳其的军火所炸毁。19世纪时，英国

大使埃尔金将这里的部分大理石浮雕和雕塑带回英

国，从1815年起，这些大理石雕像便由大英博物馆

收藏。

雅典卫城是人类建筑与周围自然环境完美结合

的杰出代表，它是在地中海人口稠密地区保存下来

的独一无二的古建筑群，这片宏伟的建筑群构成了

一幅独特壮丽的景观，它是人类共同的思想和文明

的标志，是古希腊文明最伟大的建筑与艺术品。

1987年，雅典卫城作为人类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4.2 科林斯运河

科林斯运河位于希腊南部的科林斯地区最狭窄

处，是世界上开凿最深的运河，也是极少数在坚硬

石质上开凿出来的运河之一，它将科林斯湾和萨罗

尼科斯湾连接起来，是爱琴海群岛通往意大利的快

捷交通，也是雅典通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门，使

得伯罗奔尼撒半岛实际上成为一个岛。该运河早在

公元前67年由尼禄下令开凿，后因战事中断，直到

1893年，才由一个法国工程队开凿完成，可谓世界

上开凿时间最长的运河（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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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_  科林斯运河是希腊最壮观的景色，运河宽23m，长6km

Corinth canal, 23 meters wide and 6 kilometers in 
length, is the most magnificent view in Greece.

4.3 圣托里尼岛

在希腊大陆东南约200km的爱琴海上，有一群

火山组成的岛环。圣托里尼岛是岛环上最大的岛，

岛屿面积96km2，海岸线长69km2（图12）。

圣托里尼是 13 世纪时威尼斯所命名的，开始名

锡拉岛，后来为纪念圣·爱莲，于 1207 年改名圣托

里尼，是爱琴海诸岛中最负威名的岛屿之一。公元

前 1500 年，这里曾发生过一次地球上几千年来最猛

烈的火山爆发，留下一个大火山口和几百米厚的火山

灰，导致东地中海地区巨大的气候变化，这也间接导

致了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的消亡。1704 年，一个海

底火山破冰而出，逐渐形成新卡梅尼岛，是火山活动

的中心。20 世纪发生了三次喷发，最近一次是 1950

年，1956 年圣托里尼又经受了一次破坏性的地震。

在古代，腓尼基和多利安人统治这个岛屿，后

来占领这个岛屿的有罗马人、拜占庭人以及法兰克

人，1579年掌握控制权的为奥斯曼人，1912年圣托

里尼岛划归希腊管辖（图13）。

圣托里尼岛被称为有世界上最美的落日和最壮

阔的海景，这里深蓝色的海水，白色的建筑所形成

的蓝白世界是摄影家的天堂，山崖边上的建筑，依

层层叠叠的垂直梯形展开，形成独特的爱琴海风

情。它是一首浪漫的诗，一幅抒情的画，是一曲赞

美大自然的激越浩荡的乐章。圣托里尼是希腊在爱

琴海最著名和最佳的度假地，被称为一生必去的世

界上五十个地方之一（图14）。

【参考文献】                                                                                      

[1]  [日] 针之谷钟吉.西方园林变迁史[M].北京: 中国建筑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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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_  圣托里尼清晨寂寥宁静的海滨风光

Clean and peaceful morning scenery on the Santorini coast
13_  从海面上看圣托里尼岛，深蓝的海洋，白色的建筑，赭红色陡峭的

火山山崖，拼成圣托里尼独特的风景

when overlooking the Santorini island from the ocean, navy 
water, white buildings, and steep bronze volcanic cliffs make 
unique scenery of Santorini

14_  伊亚小镇有“世界最美落日”，参差错落的白色建筑，简洁而别具

地中海特色，在玫瑰色的晚霞中浪漫温馨

Town Oia has "the world's most beautiful sunset". Well 
arranged white buildings, simple and full of Mediterranean 
characteristics, look warm and romantic in rosy sunset g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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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樱（Cerasus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等。

本次规划总面积约为362.4hm2，主要为原西山

林区以及在内的村庄、农田与水库、水塘等。规划

区域区位交通优越，森林及水系资源丰富，生态环

境优良，旅游资源品质高、组合好，径山镇本身

整体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国家林业局的政策导向都

为浙江长乐国家林木种质公园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条件。

3.2 长乐林场现状分析与规划重点

长乐林场自然资源丰富，规划前期用GIS先对

其资源进行了地形及现状分析，其中地形分析又分

为地形、坡度、坡向三项。通过对上述内容进行分

析，了解长乐林场的现状概况，为接下来的规划做

铺垫。

图 2  高程分析 Elevation analysis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 Fa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A Case Study Of Changle National Forest Tree Germplasm Park

韦 燚  吴晓华 / Wei yi  Wu Xiaohua

基于健康视角的林场转型发展初探
——以长乐国家林木种质公园为例

1 人们的健康需求与公园的关系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解释：健康不仅指一

个人没有疾病或虚弱现象，而且是指生理上、心理

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现代人不仅面临着生活环

境上有各种弊端，加之生活节奏紧张、就业难、生

活压力大等等这些问题，使得不少看似健全的人都

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健康视角下的公园是以人的

需求为核心，重视人的全方位健康，因此必然是公

园规划设计的一个重要趋势。

从西方健康导向的公园发展历程不难得知：对

此类公园的发展从最初的生理愉悦需求向生理、精

神、社会的多维度探索；人们对病痛的治疗从消极

被动治疗到积极主动预防；从小尺度私人庭院花园

向公共健康公园发展。

2 林场改革发展概况

我国的林场最初是从国有林场开始发展起来

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为加快森林资源培

育，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在重点生态脆弱区和大

面积集中连片的国有荒山荒地上，采取国家投资的

方式建立起来的专门从事造林和森林管护的林业事

业单位。我国的林场经历了6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

以上世纪的国有林场为起点，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

植树造林的兴起时期、八十年代砍树为生的鼎盛时

期、二十一世纪初的负债艰难时期。近些年林场的

功能定位不清、管理体制不顺、经营机制不活、支

持政策不健全等历史遗留问题，使林场的建设发展

陷入了困境。

如今，为寻求林场发展出路，林场改革迫在眉

睫。单纯依靠林业卖树的林场发展模式早已不适应

现代社会需求，但考虑到林场大多拥有完善的生态

功能、丰富的森林资源、优美的森林景观，如果将

其绿色景观融入到当今热门的健康公园设计之中既

能激发林场的新活力，又能实现广大人民的健康需

求，是一举两得的林场改革新模式。浙江长乐国家

林木种质公园以林场改革试点方案的实施为契机，

研究林场的发展现状，提出在健康视角下的林场公

园化改革这一模式，并对林场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对

策与建议，为国内的林场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与参

考。

3 余杭长乐林场中的健康视角公园实践

3.1 长乐林场概况

浙江长乐国有林木种质公园地处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径山镇，区位条件十分优越。其前身为国

有长乐林场，后经过改制，现为浙江物产长乐实业

有限公司。浙江长乐国家林木种质公园是以木材、

竹材、种子、苗木及林副产品、园林绿化、教育服

务为主。它是浙江省最大的林木良种繁育基地，也

是杭州市青少年素质教育基地和杭州市环境教育基

地，建有省级森林公园。现基地总面积267hm2，

收集积存种质资源4300份以上。基地内按类型分

为：资源收集区、种子园、母树林、采穗圃、试

验示范林、繁殖圃。基地内包含了以下树种：

湿地松（Pinus elliottii）、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火炬松（Pinus taeda）、晚松

（Pinus rigida var. serotina）、水杉（Metasequoia 

g l y p t o s t r o b o i d e s ）、池杉（ T a x o d i u m 

ascendens）、檫树（Evodia glabrifolia）、日本

【摘 要】时间变迁，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及理解从医疗方面转向了生理、心理、社会等多个方面。我国的林
场经历了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如今寻求林场出路的改革迫在眉睫。浙江长乐国家林木种质公园规划为林场改
革的先头兵，充分相应政策号召，发挥自身优势，从健康视角对林场改革策略做了初步的探讨。长乐林场规
划从概况整合到资源分析，提出了适合其自身的两带四区规划方案，从康养、文创、体验、科普四个方面进
行开发，为我国林场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新思路。
【关键词】林场转型发展；健康视角；长乐林场；种质公园

Abstract: As time changes, people's demand for health and understanding transfer from the medical aspect to 

the physical, psychological, social and other aspects of health. The domestic farms have experienced years of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reform is imminent now to seek a way out of the Zhejiang forest, Changle national 

forest germplasm Park as vanguard forest farm reform, fully corresponding policies to play its own advantages, from 

a health perspective makes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forest reform strategy. Changle forest planning was designed 

from integration to resource analysis, the planning of four areas, health, cultural creativity, experience, and popular 

science, was put forward to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our domestic forest farms.

Key words: Forest farm reform; Health perspective; Changle forest farm; Germplasm park

图 1  规划范围 Pl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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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程分析图上可知，本次规划范围内的场

地内最大高差约为112.8m,大部分区域平均高差在

30m左右，因此在修建道路和营造活动空间时受限

较小。

从坡度分析图上可知，本次规划范围内的场地

除东北角部分坡度＞40°较陡峭外，其余整体坡度

呈较平缓状态，基本坡度＜18°。因此在场地布局

时考虑使用者的舒适度，应尽量选择平缓地区开展

活动。

从坡向分析图上可知，东侧及南侧两大主要方

向的面占比较多，即阳光可以照射到场地的区域较

广，尤其是开展山体上的活动时，可考虑布置在南

北面，以便获得完全阳光照射量。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场地内地形、水文、自然

环境优良，适宜开展各项活动，但同时也有一些突

出问题，如种质树种资源较杂乱、场地内松树纯林

易受病虫害威胁、景观特色单一、道路网络杂乱、

缺少木本花卉和珍稀树种、资源利用率不足等。结

合“健康视角”与“林场改革”这两大目标，本次

规划中对规划区的定位是：国家森林公园、现代林

木繁育示范基地。

3.3 健康视角的理念实践

利用浙江长乐林木种质公园现有的森林环境资

源并融入健康理念，打造健康公园。本规划区的自

然基础优越，改革发展的潜力是毋庸置疑的，但在

具体策略谋划上，需要结合时代背景、资源背景、

经济效益这三大方面出发，积极开发森林康养产

业，发展林木繁育产业，拓展公共活动项目，响应

政策引导，发挥自身优势，产生经济效益。

3.3.1 依托空间容量分析，进行可持续规划

以长乐林场现在的发展基础，分析其各个发展

方向的发展有利及限制因素，同时响应上级政策建

议，对其进行软件分析，作出用地综合评价，预测

其未来的空间结构。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GIS

分析和现状分析，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未开发的较平

坦的区域进行原有植物种类的扩大种植，另一方面

要同步进行新的繁育区、种植区、示范区的规划。

按照林场发展因素、市场因素、健康因素综合考虑

用地拓展方向和各个区块的用地规模。

例如，本规划中，根据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

论：

(1)基地内首先要解决的是交通流线混乱的问

题，在规划中主园路的规划可结合景观带进行。

(2)基地的西北部开发较少，又有较多的平缓区

域，可增植各类苗木。

(3)基地内有大量杉木类树种，具有良好的健康

效应，但未得到开发利用，可在接下来的规划中以

此为契机进行康养规划。

(4)基地的水资源丰富，但尚未充分利用，可结

合彩叶树种进行水景观的营造。

(5)蔡家畈村对现有的蔡家畈村居进行改造，规

划成特色农居。

总体规划在原有现状基础上扩大了种植面

积，丰富了种质类型，整合了种质树种资源，解

决了场地内松树纯林易受病虫害威胁、景观特色

单一、道路网络杂乱、缺少木本花卉和珍稀树种

的弊端。充分利用场地内丰富的森林资源、水资

源，完善了道路体系，并对森林资源进行了合理

适度的开发。

3.3.2 依托森林资源，充分发挥林场的健康功能

继2015年7月中国首届森林康养年会以后，森林

康养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下，逐渐形成了大健

康产业的一个新型业态，通过林业国际合作引进的

最先进、最前沿、最贴近民生的理念和模式，集林

业、医药、卫生、养老、旅游、教育、文化等于一

身，因其具有国家受益、国民受益和林业受益的特

点而广受关注。

空气负离子与挥发性芬多精(植物精气)结合，

被人吸入后不仅感觉舒畅，血压降低，消除紧张，

而且有抗炎、抗菌、抗肿瘤、利尿、解毒、去痰、

促进胆汁分泌等作用。而植物精气主要是萜烯类有

机物，如单萜烯、倍半萜烯、双萜烯、三萜烯等。

长乐林场中存在大量的杉木、水杉、池杉等树种，

它们所释放的单萜烯、倍半萜烯相对含量之和均在

94%以上。此外，马尾松、湿地松等松科植物的针

叶精气相对含量中，单萜烯含量也在90％以上。公

园内种植的这些林木具有很强的有益健康的生理功

能，是理想的森林康养树种。

此外，如康养林业项目可分为食养、水养、静

养、气养、药养、动养这六大块，分别进行项目

设置。食养的禅茶修行、森林美食，水养的森林垂

钓、森林SPA，静养的森林冥想、森林度假，气养

的花木医院、香花疗室，药养的林下药膳，动养的

森林瑜伽、健康步道等等。众多康养林业项目充分

挖掘和利用了林场的康养价值，使得更多人分享康

养林业的健康福利。

3.3.3 依托产业升级，调整林场的产品结构，增加

产业结构弹性

林场发展从最初的的砍树为生这种不可持续且

图 3  坡度分析 Slope analysis

图 4  坡向分析 Aspect analysis

图 5  现状分析 Field analysis

图 6  总体策划平面图 Floor plan of overall design

图 7  长乐种质公园内林木种植情况分布图

Tree planting map of Changle Germplasm Park

图 8  杉木、水杉、池杉的精气成分（单萜烯、倍半萜烯）含量对比图

Chart of phytoncidere (monoterpene, sesquiterpene) content 
comparison in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Taxodium ascen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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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环境的产业方式为起点，但结果却是林场负

债、拖欠工资。扭转林场的困境必须围绕保障生

态、改善林场职工民生为出发点。林业改革的重点

是林场产业结构的调整，是需要林场自身能够实现

自食其力、创新发展的改革。

经过多年的封山育林、资源保护和科学营林，

林场的森林资源、森林景观、生物多样性、生态

功能都极具优势。省内出现了很多将林场与森林

旅游结合开发的案例，如苍南林场利用森林旅游

节进行林场改革，将森林旅游产业办得风生水

起。此外，还有林场开展林药间作，在林下种植

如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林下家禽、家畜养殖业，

如养猪场和獭兔基地；经济核果林的种植，如香

榧、山核桃基地。

现有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在规划中我们也对

以上大部分经验进行了总结分析，结合浙江长乐林

木种质公园自身优势，我们更重视其在健康视角下

的产品结构模式。经过充分讨论，我们提出了以下

几个新的林场产业价值模式。

（1）森林文创价值

在林区内开展森林文创活动，结合原有村落开

展森林文创，设置森林图书馆、森林画廊、森林生

态表演艺术场、森林音乐厅，传播森林文化，展示

森林特色。例如将松果、木材等元素作为设计主

题，进行种子微雕等艺术活动，举办森林会展，创

造更大产值。

（2）森林体验活动

浙江长乐林业种质公园的森林体验活动重在森

林环境下健康与科普两方面的体验。不同于常见的

林下漫步或垂钓的森林体验，它将高空采种工作道

与林冠游步道合二为一，形成特有的林冠走廊。引

领人们来到树冠高度，欣赏平时几乎无法领略到的

独特的生态景象，同时，林场中树木所释放的有益

因子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在这里，人们可以从高

处体验森林、可以看到地面视野无法捕捉到的鸟类

和其他动物、可以欣赏树木随风摇曳的动态景象、

还可以看到树冠相交的情景。桥梁冲破树木，飞跃

树梢，带来树顶观景的非凡感受，展现了种质公园

内独特的森林景观。

此外，对林场内的植物进行挂牌标识也丰富了森

林体验的科普性与趣味性。每个标识牌上准确标注每

种植物的中文名、拉丁名、所属科属、主要用途及分

布情况等“身份”内容，并在标识牌上打印二维码。

如果游客想了解这种植物的更多信息，只需用手机扫

一扫，就能了解关于该植物的包括形态特征、生长环

境、地理分布、保护价值等详细些信息，为游客了解

森林知识提供了直接而便捷的服务。

（3）林业科研基地

创新是林场的活力所在，林场的科研创新工作

是林场的根基。在林场内规划有科研创新试验林、

种质资源收集圃等。此外，结合科研活动开展中外

林业高峰论坛，为将来的林业发展及其他有关学术

论坛提供场地支持。公园自然环境优越，提供人们

生理与文化的双重体验，对参会人员来说，这是一

种休闲体验，可以使身心得到放松，同时美景也能

激发人们的创新思维。例如：每年可以由长乐国家

林木种质公园、中国林科院和当地政府共同主办，

围绕林业的不同主题开展国际论坛，深入探讨林业

发展方向，既可以加深林业相关学科的合作关系，

也能打响长乐国家林木种质公园的品牌。

3.3.4 依托健康理念，进行公共设施的规划

（1）道路规划

浙江长乐林木种质公园的道路规划最大的亮点

在于健康景观的营造。一级机动车道包含了珍贵阔

叶树景观带、枫香杜鹃景观带这两条景观带。二级

山地自行车道是依托公园优美的自然环境，特别为

运动健身与骑行者所新增的。三级游步道包括上述

林冠走廊和林间穿行的游步道。三种道路的规划丰

富了人与林场的互动模式，同时也开拓了林场景观

广度，带给人多样化的体验。

（2）服务设施规划

所谓细节决定成败，服务设施是围绕“人”这

一核心进行设计的。它首先需要满足人的使用舒适

度需求，即在尺寸材料上要亲和人体；其次要满

足人的心理舒适需求，包括开放空间、半开放空间

的设计等；同时也需要加入公园特色，体现健康理

念、传播林业文化。此外，可在公园适当区域加入

健身娱乐设施，鼓励人们强身健体。

4 小结

健康视角下的林场改革将健康理念的研究范围

从私人空间向公园这样的公共领域延伸。而林场不

同于一般公园，其自身森林资源是其最大优势，其

林业生产功能又是其根本所在，因此对于林场的改

造更需要融入健康理念，使其更具有生态活力。林

场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基底，又适逢改革阶段这一

机遇，健康视角的林场改革是改善人们生活环境、

提供生态福祉的一次尝试，是建设现代林场、展示

林业发展成果的一次挑战。本此规划的研究跳出公

园规划设计的固定思维模式，同时顺应林场改革的

政策要求，从健康视角下寻求适宜现代社会的林场

公园景观规划设计。本规划通过对健康视角下林场

规划的大胆尝试，同时结合前人改革经验对健康视

角下林场改革策略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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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森林垂钓效果图 Design rendering of fishing in the forest

图 10  文创活动展示图 Cultural and creative activities

图 11  树冠走廊效果图 Design rendering of canopy corri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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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小镇旅游缺乏创意，同质化竞争激烈。

②本地产业联动不足，难以实现持续发展。

③旅游产品开发与文化创意不能结合，资源没

有得到充分利用。

2.2 打造旅游小镇的策略

2.2.1 寻其魂魄——依托旅游资源，确定旅游小镇

的主体定位。

正如俗话说要知己知彼，想要发展一个旅游小

镇，首先得知道最主要的旅游资源特点是什么，要

依靠优势资源去定位旅游小镇未来发展的主题和类

型，根据旅游市场开发配套的旅游产品，形成较为

完善的旅游产业链。现在市场上的旅游小镇类型繁

多，应当拿出最具特色的资源作为主题，尽量避免

与周边旅游项目开发的同质化竞争。  

确定小镇旅游主题，明确总体定位，需要全面

剖析项目所在地域的资源脉络，进行归纳，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从而找到小镇独特的资源核心并

确定发展主题。找到了魂魄，项目的精气神才能清

晰。并且在万千小镇中树立自己独特的旅游品牌形

象，从宏观的角度寻求旅游小镇的总体定位、市场

定位和形象定位。如果这个定位正好与市场的大势

契合，那么这个项目也就成功了一半。确定整个项

目的魂魄后，一切后续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核心点进

行展开延伸，包括建筑设计，景观打造，商业业态

呈现，活动举办等，都是为了充分呈现这个主题，

这个精神内涵，而不是一盘散沙的堆砌。

2.2.2 健其体魄——充分立足本地的特色产业，为

小镇注入强大产业支撑点。             

每个旅游小镇，都会有不同的资源，如果对这

些资源进行充分挖掘，合理嫁接，利用旅游带来

的消费力，发挥其产业效应，对该项目乃至本地的

经济发展往往有引爆作用。比如有的地方田园风光

好、适合养生，有的地方文化积淀深厚，有的地方

林业资源丰富，有的地方美食丰富等等，这些都可

以通过旅游小镇为其提供平台功能，进行产业链的

深化，形成产、供、销、研发一体化。而旅游小镇

也通过特色产业形成自身特色的旅游功能价值，在

How To Built A Tourism Town
Take Bihu Town In Lishui As An Example

史 坦  严少君  柴诗瑶 / Shi Tan  Yan ShaoJun  Chai Shiyao

如何打造旅游特色小镇
——以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为例

1 旅游特色小镇概念和特征

旅游特色小镇是指依托优越的旅游资源条件，

以旅游接待、观光和休闲等旅游服务为主要职能，

以旅游产业为主导的小城镇[1]。旅游特色小镇具有

一般小城镇所不具备的特征。

1.1 经济特征——旅游是当地支撑产业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旅游特色小镇以旅游

业为支柱型产业，旅游特色小镇更加强调对游客的

旅游吸引力，旅游业对于小镇经济具有强大的带动

作用，通过“住、购、食、娱”等旅游元素的构

建，来促进小镇经济的发展。

1.2 规模特征——小而精

主要是体现在旅游特色小镇的规模特征上。旅

游特色小镇因为其面积有限，所以并不追求规模宏

伟或者建筑华丽，而是致力于在合宜的尺度内打造

旅游吸引物。

1.3 功能特征——休闲是生活方式

目前旅游市场已经从传统的单纯观光游转向休

闲度假体验游，旅游特色小镇的兴起正是迎合了市

场需求的这种转变[2]。由于我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和

城市化进程，人们对追寻与城市景观迥异的旅游地

的兴趣越来越高。“给城市里的人在小城镇找个心

灵归宿”所代表的休闲度假功能成为旅游特色小镇

最主要的功能。

1.4 文化特征——文化是形象符号

旅游特色小镇所拥有的特殊文化，能转化为旅

游特色小镇独有的形象特征。徽州地区的众多古村

落就是文化生成小镇形象符号的典型代表。徽州当

地徽文化所特有的谨慎、保守，体现在建筑上就转

化为“高墙小窗”、“马头墙”等特征，而这些建

筑特征最终成为代表徽州地区众多古村落的形象符

号，让游客产生一种“见到小窗、马头墙，就是到

了徽州”的感受，“小窗”、“马头墙”也就成为

徽州古村落的形象符号[3]。

1.5 商业特征——消费是经济业态

旅游特色小镇发展的最终意义还是为了推动当

地经济的发展，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而旅游特

色小镇的经济发展所依靠的就是游客在当地的直接

或间接消费。不论是古镇游，还是生态小镇游，都

鼓励人们慢下来、住下来、轻松下来。在这个过程

中，“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所起到的

都是引导消费的过程，吸引人们通过消费去释放、

去体会一种和平时不同的生活方式。

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不同诉求导致了旅

游特色小镇的大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旅游特色小镇成为市场欢迎

的一个重要旅游产品。

2 打造旅游特色小镇存在的问题和策略

现在市场上的旅游小镇按照资源类型大致分为

两类，一类是主要依托原有古村镇、景区发展而来

的传统旅游小镇，一类是借助自然资源、交通优势

等新开发的新兴旅游小镇。不论是第一类还是第二

类，在面临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下，都需要不断进

行更新、提升以保持其持续的市场生命力和社会价

值。一般来说，可以通过寻其魂魄、健其体魄、散

布经络三个方面打造一个成功的旅游小镇。

2.1 旅游小镇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旅游特色小镇建设的普及，一个个旅游小

镇涌现出来，其中也可以看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不

少问题：

【摘 要】旅游特色小镇是经济新常态下加快区域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有效路径。
实现旅游特色小镇的成功落地，必须制定适宜小镇发展环境的规划。对此，本文提出依托旅游资源，确定旅
游小镇的主体定位；充分立足本地的特色产业，为小镇注入强大产业支撑点；构建适宜市场的小镇旅游产品
体系三个策略，并以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碧湖水墨田园特色小镇为例进行说明。
【关键词】旅游特色小镇；主体定位；旅游产品

Abstract: Building a tourism town is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under 

the new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new urbanization. In order to build a 

successful tourism town,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planning for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tourism town. For 

this situation, the paper takes Bihu town as an example introducing three strategies: making the subject orientation of 

tourism town relying on tourism resources; providing industrial support for tourism town based on the local industries; 

establishing suitable tourism production market system.

Key words: Tourism Town; Subject Orientation; Tourism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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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也强力支撑整个项目的

可持续发展。

2.2.3 经络散布——构建适宜市场的小镇旅游产品

体系。  

根据旅游小镇的客源市场定位，确定旅游产品

的结构，针对不同的游客群体推出不同的旅游产品

和项目；确定小镇核心旅游产品；针对不同的产品

体系、不同的游览主题和不同的游客群体、不同

的游览时间设置不同的游线等。延伸一点来说，还

包括景观设置、游客接待中心布置、广场游憩点设

置、街道尺度、以及后面展开的业态布局等等。

3 实例验证——丽水市莲都区碧湖特色小镇  

3.1 碧湖镇背景分析

碧湖镇位于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作为丽水市

区副城中心，被称为“西乡”，由原新合乡、石牛

乡、平原乡、联合乡和原碧湖镇撤并而成，撤并后

碧湖镇总面积133.2km2，耕地面积2633.35hm2，辖

5个办事处，59个行政村，3个居委会，134个自然

村，462个村民小组，成为莲都区第一大镇。经过分

析，碧湖镇具以下几点主要特点：

①区位交通便利：碧湖镇位于丽水市莲都区西

南部、瓯江中游，镇区依瓯江北岸而立，省道龙

丽线和丽浦线在此交汇，对内交通方便，距市区

20km；对外交通便捷，离金丽温高速公路入口处

15km，离龙丽高速只有1km。南通福建，北上衢

州，东与青田县章村乡交界，南与大港头镇毗邻，

西与高溪乡、松阳县裕溪乡相连，北与水阁街道相

交，总体交通较为便捷。

②田园风光突出：与丽水市主要的丘陵地貌不

同，碧湖镇区地势平缓，是丽水三大平原之一，规

划范围内基本是平原，田园风光突出。

③文化传承厚重：碧湖平原拥有深厚的农耕文

明和通济堰古老的水利文化。

碧湖平原自古便是丽水产粮重地，目前，现代

化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耕文明的传承，已建成“碧

湖区块千亩钢管大棚蔬菜基地”、“碧湖平原省级

现代农业综合区”和千亩嫁接西瓜基地、万亩无公

害长豇豆基地，走出了一条“农户+基地+企业”的

农业经营模式。全镇效益农业和绿色农业种植面积 

2133.33hm2，占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涌现出

“绿源”、“高山农夫”、“庄稼人”等一批知名

的农业合作社组织，形成了以无公害蔬菜为主体，

名优水果、畜禽、苗木等产业基地共同发展的农业

产业结构。

作为丽水重大水利工程的通济堰创建于南朝梁

天监年间(502-519年)，迄今已沿用1500多年，干渠

长22.5km，分支渠48条，毛渠321条，大小概闸72

座，它不仅是一项构思独特、极具科技水平的古代

水利工程，而且是世界水利史上第一座拱型堰坝，

1961年被列为浙江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

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仍发挥供水

兴利、造福碧湖平原的作用。

3.2 总体定位

根据中共丽水市委关于推进“秀山丽水、养生

福地”的政策指引，结合碧湖平原的田园风光，确

定碧湖旅游特色小镇以田园旅游业为方向，充分发

挥碧湖优美的田园风光、瓯江水域良好的生态条件

和田园乡村文化艺术资源，整理完善内部水系，运

用传统古法“理水营田”结合现代农业，大力培育

田园休闲养生产业。

3.2.1 特色定位：以水系交错的田园风光和源远流

长的水利文化为主要特色。

景观特色：使用古法“理水营田”重现灌溉网

络纵横交错的水系布局，种植大量水生经济作物，

打造丰富的碧湖田园水网景观。

文化特色：依托碧湖平原深厚的农耕文明和通

济堰古老的水利文化，打造碧湖特色田园文化景

观。

以碧湖特色田园景观为水，以碧湖特色田园文

化为墨，水墨交融，体现出空灵洒落的田园意境美

和高古的碧湖人文水墨画卷。

3.2.2 功能定位：满足都市人群度假休闲、健康养

生、追忆乡愁为主要功能。

田园养生休闲游：依托碧湖优美生态环境、特

色农业、中草药资源优势，结合“水养”、“食

养”、“药养”、“体养”、“文养”、“气养”

开展田园养生休闲游。

乡愁追忆体验游：依托碧湖特色田园农耕文

明、乡村民俗文化、水利文化，开展乡愁追忆体验

游。

3.2.3 市场定位：从区域旅游市场和游客消费行为

对市场定位。

从区域旅游市场定位：

核心市场：丽水市内以及上海、杭州、宁波、

衢州、金华为主的周边区域，为核心客源市场。

拓展市场：长三角、皖南、赣东北等地区，为

拓展客源市场。

潜在市场：珠三角、京津唐、华中等其他地区

市场，为潜在客源市场。

从游客消费行为市场定位：

一级市场：健康养生、文化溯源、休闲度假、

婚庆美食游、追忆乡愁、田园观光消费市场。

二级市场：避暑、养生、民俗田园生活体验消

费市场。

三级市场：农产品交易、科普教育、拓展培训

消费市场。

3.3 构建支撑体系

依托小镇特色资源，放大其优势，结合相关产

业，构建旅游支撑体系。

3.3.1 重现碧湖丰富水系

突出通济堰这一碧湖重要水利设施，整理完善

现有水系，修缮重建通济堰水利设施，运用古法

“理水营田”重现灌溉网络纵横交错的水系布局，

通过生态修复、景观打造、产品设置，形成景观、

旅游和生态的互动，打造“古堰情怀”的碧湖田园

水网景观。

3.3.2 挖掘碧湖特色文化

深入挖掘碧湖特有的农耕文化和通济堰水利文

化，建设相关的博物馆、文化馆、展览馆，向外来

游客展示碧湖悠久的文化，书写带有碧湖田园特色

的文化画卷。

3.3.3 构建相关产业体系

结合碧湖的特色景观和文化，创新思路开发，

实现产业融合，构建以田园养生为主旨、带有碧湖

地方特色的新业态。

3.4 项目布点

根据碧湖镇旅游发展总体定位，结合市场客群定

位，确定旅游产品的结构，针对不同的产品体系、不

同的游览主题和不同的客群，提供以“水养”、“食

图 1  碧湖镇区位交通 The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图 2  碧湖镇古建筑文化 The ancient architectur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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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药养”、“体养”、“文养”、“气养”这六养为主

要组成部分的旅游产品。

3.4.1“水养”：水脉养性

①碧湖水墨田园特色小镇瓯江风情街区项目

利用瓯江良好的生态环境，打造瓯江特色街

区、精品酒店等设施；大力建设瓯江漂流基地，加

强安全性和娱乐性，配套江景休闲茶座，呈现动静

结合的瓯江风情。

②碧湖水墨田园特色小镇“石牛温泉”项目

项目位于碧湖镇石牛村，建设以养生为主题，

度假、会客、会议为功能的大型温泉度假酒店，设

置高档娱乐设施，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和完善的

配套服务设施。总用地13.3hm2，项目总投资4亿

元，主要建设内容为精品度假酒店、温泉池、温泉

理疗中心、SPA、水中康复池等。

3.4.2“食养”：美食养胃

①碧湖水墨田园特色小镇现代有机农业基地项

目

调整原有农业生产结构，建设大规模现代有机

农业基地，通过发展生态农业产业链，为游客以及

养生群体提供原生态有机食品。主要建设内容为美

食有机农业基地、美食一条街、农家美食加工园、

有机蔬果销售中心等。

②碧湖水墨田园特色小镇生态餐厅

打造生态大棚式特色餐厅，室内四季种植花卉

蔬果植物，营造人工水系，打造全天候的生态用餐

环境，通过制定饮食计划达到健康养生目的，针对

不同星座游客推出相应星座食谱，作为丽水地区特

色婚礼的举办场所。

3.4.3“药养”：药理养命

①碧湖水墨田园特色小镇神农中草药种植基地

充分利用碧湖特色中草药资源的优势，建设大

型传统中药材种植基地，积极开发具有较高保健效

果和推广价值的中高端系列产品。主要建设内容为

大型药材种植基地、药材研究中心等。

②碧湖水墨田园特色小镇中药养生园

以现代养生和中医药养生保健为手段，建设综

合养生园区，积极创建国家级慢性病防治示范区；

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医养生保健技法，园区内设置名

医馆、中华老字号、美容中心，发展针灸、推拿、

刮痧、拔罐等传统疗法和医学美容等现代“药养”

产品。主要建设内容为体检中心、疗养康复基地、

美容中心、中医养生指导门诊、中华老字号、药膳

菜馆等。

3.4.4“体养”：运动养身

①碧湖水墨田园特色小镇田园骑行绿道

依据原有田园道路进行完善拓宽，将绿道呈网

格状向周边村点延伸，沿途设置自行车维修点、休

憩点，基本构建起联结各村个点、布局合理、配套

完善、景观丰富、服务周全的骑行绿道网络系统，

进一步体现绿道的趣味性、多样性、特色性，拓展

其体育、文化、旅游等多重功能。

②农事劳作体验基地

充分挖掘碧湖深厚农耕文化，以野外休闲、娱

乐、农事体验为目的，以青少年为主要群体，提供

集娱乐、休闲、教育于一体的田园式互动活动。

主要建设内容为植物种植认养区、动物养殖区、儿

童娱乐区、百草园、科普教育区、传统农具展示区

等。

3.4.5“文养”：文化养神

①碧湖水墨田园特色小镇通济堰文化长廊

深入挖掘通济堰水利文化的的历史和内涵，通

过对通济堰水利文化的场景化、主题化和情节化呈

现，为游客提供可观、可参与、可体验的全方位

体验空间，大力发展相关博物馆、文化馆、展示馆

等。

②碧湖水墨田园特色小镇农耕文化长廊

利用碧湖特有的农耕文化、农耕生态环境、传

统村居习俗和与之相关的农事节庆活动等相关产

品，作为农耕、民俗文化活动的内容，建设农耕文

化展览馆、民俗文化馆、乡村博物馆、农产品生产

作坊、民俗古迹等，开展与农耕文化、农村民俗活

动相关的写作、摄影、绘画、竞赛与庆典活动。

③碧湖水墨田园特色小镇文化民宿

结合村落不同文化（例如石牛温泉文化、下圳

古樟文化）建设主题民宿，利用传统风水学应用到

民宿建筑的空间大小、采光、材料和色调，以景观

生态化、景观情趣化、景观艺术化的原则构建养生

居住生活环境。主要建设内容为特色民宿、花样农

家等。    

3.4.6“气养”：精气养心

①碧湖水墨田园特色小镇现代香草种植基地

利用碧湖广阔平原天地，大量种植薰衣草、迷

迭香、鼠尾草、香味天竺葵、欧洲薄荷、洋甘菊等

花色各异的香草，形成成片的彩色的田园景观。配

套香草加工厂采摘香草提取香精、制作花茶、制作

盆栽等。

②碧湖水墨田园特色小镇湿地花海

以碧湖平原内发达的水系为依托，分区域分季

节种植大量不同的水生经济花卉、植物，分组团打

造，伴随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含量，营造花海浪漫的

氛围和怡人的呼吸环境，花海畔设置不同材质、形

态的绿道和步行系统，通过曲折蜿蜒的道路系统，

形成意境深远、色彩丰富的景观效果。

图 3   瓯江滨水景观 The waterfront landscape of the Ou river

图 4  碧湖镇农业资源 The agricultural resource in Bihu town

图 5  游步道 The tr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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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第一茬儿石蒜花，比以往时候来的

更晚一些。”时至8月8日，本属于早花的两个种类

（长筒石蒜和中国石蒜）才抽出成片的花剑，也勾

起自己对石蒜植物认知的分析与归纳，分享出来，

让更多人了解、喜欢石蒜。

石蒜属（Lycoris Herb.）属于天门冬目（APG

分类系统）石蒜科，多年生草本，具地下鳞茎，叶和

鳞茎跟大蒜很像，且多生长在潮湿的山坡或溪边的石

缝中而得名。由于腊叶标本在该属分类鉴定（主要靠

花器官）的局限性，以及野外众多的杂交变异类型，

至今仍没有一个权威的定论。《中国植物志》中、英

文版记载本属全世界共有 20 余种，分布于中国、印

度、日本、韩国、老挝、缅甸、巴基斯坦、泰国和越

南。我国有 15 个种，2 个变种，主要分布于长江中

下游流域，也被称作“中国郁金香”（不知道是中国

人自己会意的，还是外国人给冠名的）。

有人问到过石蒜的鳞茎和百合的是不是一样

的？答案是否定的，从发育生物学、解剖生物

学的角度来讲，百合的是鳞片鳞茎（Imbricated 

bulbs），由叶片肥厚而形成，为片状，以生长点为

中心，呈螺旋状紧密排列，外层无保护作用的薄膜

存在；而石蒜的是鳞皮鳞茎（Tunicated bulbs），

Introduction of Lycoris by Xiao Chong

张鹏翀 / Zhang Pengchong

小翀说蒜

 2 

 1 

1_  石蒜属植物分布图 Distribution map of genus Lycoris
2_  百合与石蒜鳞茎对比

Comparison of lilium and lycoris bulbs
3_ 石蒜花各部位示意图 Illustration of a Lycoris flower

 3 

③碧湖水墨田园特色小镇芳香主题民宿

结合郎奇村桂花资源优势，打造一批以芳香植

物为主题的芳香主题民宿，按照不同区域不同季节

在民宿周围可布置香气怡人的草本香草，建筑内适

当布置对人体有益的淡香植物，可根据不同消费人

群放置不同的香草套房，例如助眠房、凝神房等。

④碧湖水墨田园特色小镇瓯江滨水步道

在瓯江畔打造滨水养生小径，沿江大量种植芳

香植物和水生植物，辅以亲水平台、休闲茶座，形

成高浓度的负氧离子环境，为游客提供饭后散步、

日常锻炼的场所。

4 结语  

新型城镇化建设被视为挖掘内部潜力以及实现

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而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历程

中，特色小镇的建设和开发起着关键作用。小城镇

是中国行政建制最底层的城市，全国有2万多个镇，

这些城镇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重要纽带，对于促进

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特色小镇之所以称为特色小镇，“特色”二字

是关键，以碧湖镇为代表的都是以农村软资源开发

为主的文化旅游型特色小镇，利用秀美田园、良好

生态环境、新鲜果蔬、特色美食、传统建筑、历史

渊源、民俗风情，加之宁静散淡的氛围和相对低廉

的价格，对城里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形成一种现

实需求。而旅游特色小镇的最大的特点，也就是需

要真正体现特色，走区域差异化道路，文化特色是

其命脉，所以必须要改变往日以山寨、模仿、复制

为普遍特征的发展模式，形成以文化内涵为核心，

自然资源为辅助的特色小镇。

【参考文献】                                                                                      

[1]  路培,马世梁,刘贺明,等. 特色文化旅游小城镇建设探索——以武强

周窝音乐小镇概念性规划为例[J]. 生态经济, 2013,12: 149- 153.

[2]  刘沛林.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 留住乡愁” 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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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主题民宿 The farmhouse to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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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放照片的原因是此变种形态上与石蒜没有太

大的区别，只是为二倍体，可育。常有人问怎么区

分这两种，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染色体鉴定。

稻草石蒜 Lycoris straminea
花稻草黄色，腹面（朝上的面）具散生的红色

条纹，花后期会消失，花被筒长1cm左右，花被裂

片强烈反卷和褶皱。

江苏石蒜 Lycoris houdyshelii
花白色，背面具绿色中肋，花被筒长1cm左

右，花被裂片强烈反卷和褶皱。不育。

忽地笑 Lycoris aurea
花黄色，背面有绿色中肋（有时也不明显），

花被筒长1.5cm左右，花被裂片强烈反卷和褶

皱。叶片剑形也容易区分，即最宽的部位在中上

部。

玫瑰石蒜 Lycoris rosea
花玫红色，花被筒长1cm左右，花被裂片反卷

和褶皱（没有那么强烈了）。被认为是矮小石蒜和

换锦花的杂交种。二倍体，可育。

红蓝石蒜 Lycoris haywardii

花红紫色，顶端有蓝色，花被筒长1cm左右，

花被裂片反卷和褶皱。杂交试验证实其为换锦花和

矮小石蒜的杂交后代。二倍体，可育。与换锦花的

区别主要是花型和出叶时间，红蓝石蒜为两侧对

称、秋出叶，换锦花为辐射对称、春出叶。

1.2 春出叶，雄蕊不明显长于花被裂片

中国石蒜 Lycoris chinensis
花黄色，背面有淡黄色中肋（有时也不明

显），花被筒长2.5cm左右，花被裂片强烈反卷和

褶皱。二倍体，可育。与忽地笑的主要区别是雄蕊

没有明显超出花被裂片，春出叶，花期要比忽地笑

早（基本上是中国石蒜最早，忽地笑最晚），叶片

也能区别。

乳白石蒜 Lycoris albiflora
花蕾桃红色，开放时奶黄色，渐变为乳白色，

腹面散生少数红色条纹，背面有红色中肋，花被筒

长2cm左右，花被裂片反卷和微褶皱。不育。

短蕊石蒜 Lycoris caldwellii
花蕾桃红色，开放时奶黄色，渐变为乳白色，

花被筒长2cm左右，花被裂片反卷和微褶皱。不

 9  10  8 

 12  13  11 

8_   玫瑰石蒜 Lycoris rosea
9_   红蓝石蒜 Lycoris haywardii

10_   中国石蒜 Lycoris chinensis
11_   乳白石蒜 Lycoris albiflora

12_   短蕊石蒜 Lycoris caldwellii
13_   陕西石蒜 Lycoris shaanxiensis

 6  7 

 4  5 

由叶鞘肥厚而形成，圆形片状，互相重叠呈球形，

最外层干燥呈褐色薄膜状，皮具保护作用。一句话

概括就是百合的鳞茎是一片一片的，石蒜的是一圈

一圈的。So easy, 再也不用担心认错了！

石蒜属的鳞茎中含有石蒜碱，有些种类含有加

兰他敏、力可拉敏，临床上为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

和阿尔茨海默病的主要成分。都说石蒜有毒，它

确实有毒，曾经有个朋友帮我找蒜的时候碰到（应

该是鳞茎的汁液），便开始红肿，就医后没什么大

碍，在此表示感激和歉意。过敏反应会因人而异，

但还是小心为好。

介绍各个种类之前，先做做热身运动，看看石蒜

花的大致组成和结构。花葶单一、实心；伞形花序，

一般有花 4-8 朵；单朵小花由花梗分出，花被裂片 6，

其下联合成花被筒，雄蕊 6，着生于花的喉部，花柱

1。种类的区分主要依靠出叶的时间（春、秋季）、花

的对称形式（辐射、两侧对称）、雄蕊与花被裂片长

度的对比、花被裂片的颜色、反卷和褶皱的程度等。

不扯没用的了，直接点，上图说话。

1 两侧对称型（蜘蛛型）

1.1 秋出叶，雄蕊明显长于花被裂片

石蒜 Lycoris radiata
大家常说的石蒜本种，也是最常见、分布最广

的一种石蒜。花红色，花被筒长0.5cm左右，花被

裂片强烈反卷和褶皱；叶片也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辨

识的一种，细细长长，中央有一条淡色带。该种为

三倍体，不育，但也不是绝对的，只是结实率非常

低而已。

矮小石蒜 Lycoris radiata var. pumila

4_  石蒜 Lycoris radiata 

5_  稻草石蒜 Lycoris straminea
6_江苏石蒜 Lycoris houdyshelii
7_  忽地笑 Lycoris au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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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Insect Pest Acaloepta permutans（Pascoe）Discovered On 
Fatsia japonica（Thunb.）In Hangzhou

刘 锦  肖昆仑  于 炜 / Liu Jin  Xiao Kunlun  Yu Wei

金绒锦天牛
——杭州市八角金盘上的一种新害虫

【摘 要】本文简要记述了杭州市八角金盘上新发现的一种蛀干害虫——金绒锦天牛的形态、寄主、分布及
生活习性等。这是金绒锦天牛在杭州的首次纪录。
【关键词】八角金盘；杭州；金绒锦天牛

Abstract: A new insect pest, Acaloepta permutans(Pascoe), discovered on Fatsia japonica(Thunb.) in Hangzhou. It is the 

first record of this species in Hangzhou. Its characters, host, distribution and behavior were presented in the paper.

Key words: Acaloepta permutans(Pascoe); Hangzhou; Fatsia japonica(Thunb.)

2015年6月，作者在进行植物病虫害调查时，

在八角金盘Fatsia japonica（Thunb.）上发现了一

种天牛，三两头聚集在一片树叶上取食为害，造成

叶片出现大量孔洞、萎蔫下垂，经鉴定为杭州市未

曾记录过的一种新害虫——金绒锦天牛Acaloepta 

permutans（Pascoe）。该虫最早2005年记录于广西

南宁，严重危害当地的台湾海桐，蛀干率及死亡率

分别可达60%及42%。鉴于该虫在我市尚属首次发

现，且八角金盘是我市园林绿化中的常见树种，本

文根据现场调查、标本观察及相关文献整理，总结

了该虫的形态特征、寄主、分布、生活习性等情况, 

并对其防控措施等提出了建议。

金绒锦天牛Acaloepta permutans（Pascoe）隶

属于天牛科Cerambyeidae沟胫天牛亚科Lamiinae锦

天牛属Acalolepta（Lam），又名锦缎天牛。

识别特征：成虫体长约22mm。黑色，密被黄铜

色丝光绒毛，触角深棕色，除柄节外各节基部被浅

灰色细毛，柄节圆筒形具粗刻点。头部正中有一条

光滑无毛的细纵线，额部不拱凸，复眼下叶较大。

前胸长筒形，有侧刺突。小盾片半圆形，密被黄铜

色绒毛。鞘翅基部较阔，翅端圆形，基部具颗粒状

凸起。腹部腹面末端有一“V”形骨化结构。
八角金盘受害状

Fatsia japonica  (Thunb.) infected by Acaloepta permutans (Pascoe)

育。与乳白石蒜的区别在于花被裂片没有红色条纹

和中肋，雄蕊较花被裂片较短。

陕西石蒜 Lycoris shaanxiensis
花白色，腹面散生少数淡红色条纹，背面有红

色中肋，花被筒长1.5cm左右，花被裂片反卷和微

褶皱。

2 辐射对称型（喇叭型）

长筒石蒜 Lycoris longituba 
花白色，腹面有时稍有淡红色条纹（也有红色

条纹多而使花为红色的），花被筒长5cm左右，花

被裂片顶端略微反卷，边缘几乎不褶皱。可育。

黄长筒石蒜 Lycoris longituba var. flava
长筒石蒜的变种，花黄色，其他基本都一样。

安徽石蒜 Lycoris anhuiensis
花黄色，花被筒长3.5cm左右，花被裂片较反

卷而开展，基部微褶皱。可育。与长筒石蒜的区别

在于花被筒较短，而花被裂片较反卷而开展。

换锦花 Lycoris sprengeri
花紫红色，顶端常带蓝色，花被筒长1.5cm左

右，花被裂片顶端略反卷，边缘不褶皱。可育。

鹿葱 Lycoris squamigera
花紫红色（顶端有时会有蓝色），花被筒长

2.5cm左右，花被裂片反卷和微褶皱。不育。与换

锦花的主要区别是花被筒较长，花也较大，至于秋

季出叶枯萎后，春季再出叶的现象，在杭州地区不

止此种有这类现象，应该还是温度导致的，并非是

一种稳定的性状。

香石蒜 Lycoris incarnata
花蕾白色，有红色中肋（多到使花蕾整体都

显红色了），初开白色，后期渐变为红色，花被

筒长1.5cm左右，花被裂片顶端略反卷，边缘不

褶皱。不育。顾名思义应该是石蒜属中最香的一

种了，但石蒜属花香都很淡，不凑近闻很难感觉

到。

到此，中国“人间”的石蒜属植物基本介绍完

了，广西石蒜至今还在我的 “三界”之外，还需继

续修炼才能换来一次擦肩。最后，希望越来越多的

人喜欢石蒜，同时怀有一颗敬畏自然的心。

                                                                                                             

注：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14_   长筒石蒜 Lycoris longituba 
15_   黄长筒石蒜 Lycoris longituba var. flava

 15  16  14 

 18  19  17 

16_   安徽石蒜 Lycoris anhuiensis
17_   换锦花 Lycoris sprengeri

18_   鹿葱 Lycoris squamigera
19_   香石蒜 Lycoris incarn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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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主：台湾海桐、红椎、鸭脚木、枫香、八角

金盘等。

分布：广东、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

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海南等；国外分布

于越南、日本。

生活习性：该虫 1年发生 1代，以幼虫在寄主植

物主干根部越冬。翌年春季幼虫蛀食并将虫粪排出蛀

道，3月下旬幼虫开始向地上部分蛀食，在干基、根

茎部蛀道化蛹。成虫与 5-6 月份羽化，多活动于树

冠，主要取食寄主植物叶片补充营养，交配后雌虫产

卵于树干基部枝叉处，或伤口处，少数产卵于树干高

处或树皮缝内。初孵幼虫先在产卵处附近皮层蛀食，

后蛀入木质部，向下蛀害至根部并在此越冬。

防控建议：由于金绒锦天牛成虫需取食寄主植

物叶片补充营养，且有聚集为害的习性，受害植株

非常容易辨识，建议5-6月成虫羽化期，集中对八

角金盘种植区域进行人工捕杀，或叶面喷施具有内

吸作用的胃毒剂，如50%乙酰甲胺磷1000倍液、氯

氰菊酯8%微胶囊剂300-400倍液等。园林绿化部门

在引种八角金盘时，应加强对八角金盘苗木的检验

检疫。同时，应加强对该虫的监测，开展相关的研

究以了解其在八角金盘上更详细的生物学特性及防

控技术，防止造成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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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绒锦天牛成虫

Acaloepta permutans（Pascoe）adult

1月21日，2017西湖迎春花展在浙江杭州柳

浪闻莺钱王祠开幕，为期22天。2017年是农历丁

酉年，本次花展围绕“吉（鸡）祥华胄”这一主

题展开。

花展的区域主要分为室外小品区和温室精品

区。室外小品区以鸡年主题园艺小品为主，陈列在

钱王祠入口处至五王殿前的小广场上，围绕今年

的花展主题，工作人员设计了《凤凰来仪》、《锦

鸡报春》、《鸡栖于埘》、《百吉迎新》等 11 组各具

特色的园艺景观小品。其中，《鸡栖于埘》园艺小

品荣获本次花展小品评比一等奖。《鸡栖于埘》取

自诗经中“鸡栖于埘，日之夕矣……”之句，设

计者通过石砌围墙、院门、石磨、蓑衣、公鸡模

型、山茶、莳花等景观元素的组合运用，为游客

们描绘了一幅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场景，旨在唤

起人们对淳朴乡野慢生活的向往。温室精品区位

于阅礼堂的玻璃厢房及长廊区域，主要展出了被

誉为花中之王的牡丹花和艳丽华胄的朱顶红。为

了在春节期间给游客带来了一场春花烂漫的视觉

盛宴，湖滨管理处园林部门在展前多地寻芳，共

引进了 43 个品种的牡丹和 26 个品种的进口朱顶

红，并进行了催花处理。本次花展中最为名贵的

牡丹品种当属‘绿幕隐玉’，最为艳丽的是源自唐

代的‘洛阳红’，最为新奇的则是粉紫两色交融的

复色牡丹“二乔”。花色丰富、形态各异的牡丹与

朱顶红在展厅内争奇斗艳，二者交相辉映，营造

出姹紫嫣红的动人春色，引得游人啧啧称赞。

在花展即将接近尾声之际，湖滨管理处还在

2月8-10日推出“迎春花卉义卖献爱心”活动，

出售黄水仙、郁金香、角堇、多肉植物等花卉，

所得款项将全部作为西湖风景名胜区慈善总会的

善款，让游客有机会在赏花之余也能支持公益事

业，为社会献爱心。

（文/图 吴学谦）

2017 西湖迎春花展绽放钱王祠
2017 Spring Flower Show Of West Lake Was Held At Temple To King Qian

【
活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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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云南山茶花展在郭庄举办

2017 年 1 月 24 日上午，“鸣凤迎春”—2017

云南山茶花展在郭庄正式开幕。此次山茶花展由浙

江省花卉协会、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和杭州市风景园

林学会联合主办，昆明市金殿名胜区、杭州西湖风

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杭州花圃）共同承办。浙江

省花卉协会会长邢最荣，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理事

长、名胜区（园文局、运保委）党委委员、管委会

副主任（副局长）吕雄伟，杭州市政协城建委副主

任卢晓，中国花卉协会茶花分会副秘书长、金华

市花卉协会秘书长、金华市国际山茶物种园园长王

迦琳，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相关部门和灵隐管理

处（杭州花圃）、昆明市金殿名胜区有关负责人，

以及一些园林专家、老前辈出席了开幕式。

云南山茶也叫滇山茶，属于山茶科、山茶属

植物，原产云南，已有1300多年的栽培历史。其

树体较高大，荫浓叶阔，以花姿丰盈硕大，端庄

高雅，荫浓叶阔等特点闻名中外。云南茶花被列

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是云南昆明市的市花。早

在明代，就有“云南山茶奇甲天下”的说法。为

喜迎丁酉新春，丰富西湖景区冬季花事活动，作

为杭州、昆明两地“花事”交流的重要内容。在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被评为“国际杰出茶花园”

的云南昆明金殿景区的山茶花绽放在西子湖畔，

让杭州市民有机会近距离领略滇山茶之美，感受

来自彩云之南的美景。

本次山茶花展共分4大展区，分别是金花迎

春展区、山茶闹春展区、梦回水乡展区、科普

长廊展区,展出云南山茶花精品50余个种（品

种），共计150盆。本次花展看点十足，被誉为

“植物界大熊猫”、国外称之为神奇东方魔茶

“茶族皇后”的金花茶首次来杭展现其风姿。此

次前来杭州展出的云南山茶花，颜色有红色、粉

色、白色以及复色等，其中花形最大的一个大玛

瑙品种直径可达15-16cm，还有一些名品如‘松

子鳞’、‘狮子头’、‘童子面’、‘恨天高’

等也亮相郭庄。此外，以山茶花为点缀背景的插

花展也在此次花展中展出。

（文/图 章丹峰）

2017 Yunnan Camellia Flower Show Was Held At Guo's Vil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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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插花精品亮相杭州六和塔文化公园

为配合六和塔文化公园举办的牡丹花展，3

月27日，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插花艺术分会组

织会员创作了30余件插花作品，并邀吴宝莲、

顾文琪、王继仁等插花专家担任评委，从主题

表现、构图造型、色彩搭配、制作技巧、整体

效果、创新意识六个方面进行了评比，评出的

获奖作品有：习心的《鹤舞迎春喜》高爱芳的

《春光无限好》、戴志祥的《叠翠映清春》、

俞阳洋的《春上花开》、张秋云的《踏春》、

徐宇红的《苍翠时光》和邢晗、李微霞、张庆

宝合作创作的《六和赏香》。最后，吴宝莲评

委对插花作品进行了仔细而认真的点评，使大

家受益匪浅。除展出参赛作品外，同时还展出

了中国传统瓶、篮、碗、筒、盆、缸六大花器

的插花作品及两件大型插花花艺作品。

（文/图 江志清）

Fine Works Of Artistic Flower Arrangement Make Appearance In Hangzhou 
Liuhe Pagoda Cultur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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