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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11月土耳其安塔利亚

二十国领导人峰会上的公开发布，2016年中国将在

杭州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杭州便

接过安塔利亚的接力棒,开始全力筹备2016年G20

国际峰会。作为此次峰会嘉宾的主要驻地和重要活

动场所，西湖风景名胜区是全市服务保障峰会的主

战场之一。自去年5月份以来，西湖风景名胜区管

委会在市委、市政府以及市峰会筹备办、景区与宾

馆保障部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峰会圆心，举全区之

力、鼓全体之劲，顶住压力、全力以赴将西湖风景

名胜区打造成为最美丽、最文明、最安全的“会客

厅”，为峰会的顺利召开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最

佳效果做了大量工作。

1 面临的挑战

西湖风景名胜区作为国际峰会的“会客厅”，筹

备工作主要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标准要求高。作为

嘉宾驻地和活动场所，西湖代表着杭州形象、中国印

象，环境整治必须在精益求精、精雕细琢上下功夫，

体现精细、精致、精准、精优的要求。作为世界遗产

地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必须严格遵循相关公约和条

例要求，在保护的基础上推进设施完善和提升整治建

设，标准和要求更高。二是协调范围广。景区佛道两

教并存、军警校社馆院六区交错，积极发挥特殊群体

的作用，让他们主动参与峰会筹备工作，配合做好环

境整治和管理提升，成为重点难题。三是制约因素

多。兼顾整治建设与正常游览开放、日常管理、过境

道路通行等问题，突破山地、水体等复杂环境的施工

困难，协调地上与地下、土建与绿化等关系确保进度

等，都是重要考验。

2 取得的成效

2.1 得到与会嘉宾首肯

西湖环境整治和夜游西湖活动是此次西湖风景

名胜区所承担峰会保障任务中的重中之重。通过实

施64项环境整治工程、精心设计夜游方案、改建

“宝石号”游船、建设可调可控的环湖夜景亮灯系

统、改造提升西湖音乐喷泉等多项举措，将西湖景

观中最具特色亮点的精华部分进行提炼展示，并不

断演练加以细节磨合，确保夜游西湖接待保障任务

的圆满完成。夜游过程中，“宝石号”游船上各国

重要嘉宾纷纷走上二层露天平台，驻足欣赏或拍摄

西湖美丽景色，纷纷为西湖点赞，给嘉宾们留下了

深刻的西湖印象。

“印象西湖”文艺演出和楼外楼菜馆午宴是峰

会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西湖风景名胜区服务保障

的又一重头戏。为办好这两项活动，管委会积极主

动配合文艺活动和参会领导人配偶活动保障部，在

这些重要活动场所的周边环境整治、美化彩化、亮

灯优化等方面下足功夫，力求精益求精，将西湖味

道展现给各国嘉宾。

西湖风景名胜区各公园景点也受到与会嘉宾的

广泛青睐。据统计，9月3日至9月6日间，我们圆满

完成了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哈萨

克斯坦、老挝、泰国、联合国秘书处、国际劳工组

三面云山一面湖（孙小明 摄）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And Improving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For The G20 International Summit By Scenic Area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管理再强化  环境再提升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全力做好G20国际峰会环境保障工作

【摘 要】西湖风景名胜区作为G20国际峰会各国嘉宾的主要驻地和重要活动场所，面临着标准要求高、协
调范围广、制约因素多的三大挑战。通过完善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全面整治，提升景观环境、守住底线，
稳固安保基础等行之有效的做法，举全区之力、鼓全体之劲，顶住压力、全力以赴将西湖风景名胜区打造
成为最美丽、最文明、最安全的“会客厅”，其成效得到了与会中外嘉宾首肯，景区美丽指数得到极大提
升，市民游客普遍受益。后G20时代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同时，要加强管理，做好后G20的景观维护，提升
品质，迎接国际化的红利。
【关键词】管理；强化；环境；提升

Abstract: As the main reception location, West Lake scenic area faced three major challenges: high standard, wide 

coordination and many restricting factors. Through perfecting the system, form a work team; through comprehensive 

renovation, improve landscape environment; hold the bottom line and solid foundation of effective security practices. 

The whole power of the region was combined for making effort to build the most beautiful West Lake from which 

citizens generally get the benefit. In the post G20 era when we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the management of secur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s well to enhance the quality for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Key words: Management; Enhance; Environment; Improve

道路边延时开花的紫薇（周翙 摄）

虎跑路分车带花境（徐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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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6月起，反复推敲设计方案，共计召开美

化彩化工程例会20余次，对设计方案进行论证、现

场踏看，明确总体思路和建设重点；成立彩化美化

工作专家组和巡查组，持续对在建绿化施工进行现

场检查和指导，全面保障绿化景观提升工程质量。

共完成14条主要道路的彩化美化项目的林带疏理、

乔木种植、灌木和地被种植，完成40余处道路、宾

馆周边等节点的花卉布置和9条主要道路的行道树

树穴改造。启动径山苗场后备苗和龙坞苗场应急花

卉生产，其中龙坞苗场按计划生产的16万盆应急花

卉长势良好，品质优良，用于景区各处花卉布置，

实现预期目标。三是夜景亮灯工程。西湖夜景灯光

工程由南部群山、湖中三岛、苏堤、湖滨景区、北

山街、杨公堤、三台阁、北高峰等区块的亮灯提升

和1个智慧控制系统等组成。工程围绕“中国意西

子情”主题，坚持“轮廓有韵、块面清晰、远山若

显”的原则，以水墨画境、林山光绘的手法，将西

湖作为一个整体设计，深化虚虚实实、高高低低、

进进出出、朦朦胧胧、或明或暗的照明理念，通过

“集中控制，可调可控”的思路，营造出“整合是

一体画卷，分开是不同画面”的效果。四是景区建

筑立面和农居环境整治。在区级财力十分紧张的

情况下，一方面动员辖区社会单位“谁家孩子谁家

织等多国首脑、国际组织及配偶团体共15批661人次

参观游览的接待保障任务，得到了嘉宾们的一致好

评。江洋畈生态公园、杭州工艺美术馆、中国茶叶

博物馆等相继接受了境外媒体采访团的集中采访，

西湖美景屡屡占据境外媒体的主要版面。

2.2 景区美丽指数提升

为了迎接峰会召开，去年以来，管委会在景区

实施了景点修缮、道路提升、美化彩化、夜景灯

光、设施改造、农居整治等一大批环境整治项目。

并启动了迎峰会管理提升百日会战，对影响景区游

览秩序的顽疾问题实施集中整治打击。通过整治，

西湖景区的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人文底蕴进一步

彰显、景观绿化进一步提升、建筑风格进一步统

一、游览秩序进一步优化，进而带动了景区美丽指

数持续上扬。6月份整治工程陆续完成后，各大媒体

纷纷推出专题报道，点赞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整治成

果。西湖美景的照片也频频占据微信朋友圈头条，

被竞相传播刷屏。

2.3 市民游客普遍受益

西湖风景名胜区环境整治提升，一方面为游客

提供了更为舒适的游览体验，另一方面也给景区的

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通过环境整治，阔石

板、三台山等景中村农居配套设施进一步健全，

市政管网全面更新，居住环境持续改善，停车、出

行、办事等难题得到了有效缓解。同时，区域经营

业态随之转型升级，从原来的农家乐、普通茶楼和

低端出租群租转型成为集聚精品民宿、休闲经济、

总部经济等多种业态的创新活力“美丽经济”区，

农居租金也呈几何倍数增长。与之相对应的是景

区排污等环境压力明显降低，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

护，景中村百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显著增强，走

上了“景区美、百姓富、事业兴”的可持续发展道

路。

2.4 信访积案有效化解

我们用好G20机遇，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借

势借力加大信访积案的化解力度。一年来，北山街

55号住户搬迁、西湖西进拆迁户长期占用过渡房、

植物园桃源岭土地赔偿、梅家坞村民景区建房等一

大批持续上访时间长、处理难度大的信访积案得到

有效化解。

3 具体的做法

3.1 完善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西湖风景名胜区以机制建设为引领，强化组织

领导，完善工作架构，形成了推进峰会筹备保障

工作的共同合力。一是抓组织领导。第一时间成立

了峰会筹备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景区峰会筹备保

障的统筹推进。领导小组下设1办9组，形成“一个

项目、一名领导，一支队伍、一抓到底”的机制体

系。进入决战阶段后，又专门建立了夜游西湖运行

保障现场指挥组，采用扁平化管理模式，进一步压

缩管理层级、优化运转流程，在职责明晰前提下分

工协作，确保服务保障指挥体系快速及时响应。二

是抓动员部署。去年5月份全市“两美”建设动员大

会后，景区就立即召开动员大会，进行首次动员，

并将筹备保障工作分解落实，将压力层层传导。此

后，又在去年12月和今年3月、6月等节点，分别召

开峰会筹备工作动员大会、G20党员誓师大会和迎

峰会百日会战动员大会，与相关单位签订各类责任

书，确保各阶段任务有序推进、工作落实到位。三

是抓机制建设。从去年11月峰会项目启动后，就建

立峰会筹备工作例会制度，听取筹备工作进展并及

时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至峰会正式开

幕，景区已召开峰会例会45次，累计协调解决各类

问题675个，出台专项工作方案和预案24个。峰会

决战期，又将每周例会调整为每日会商，并建立多

个工作专班，形成快速有效解决问题的峰会保障机

制。

3.2 全面整治，提升景观环境

景观环境是西湖给峰会嘉宾最直接的印象，关

系着杭州和中国的国际形象。一是景区道路提升改

造。对景区范围内主要市政道路实施了全面提升改

造。同步实施清牌、清杆、清箱、清门等“四清”

专项整治任务，累计减少各类标牌482块、拆除电

子屏27块、多功能箱和广告灯箱65处，清理各类灯

杆79根。拆迁沿线住家86户，单位3家，建筑面积

达3955m2。通过工程实施，景区道路全线的病害

和积水点基本消除，市政环卫设施及城市家具全面

更新，沿线视觉空间进一步清朗，通行效率和舒适

度显著提升。二是美化彩化提升。以“体现G20特

色，以中国园林最高水平迎接国际嘉宾”为目标，

抱”，另一方面自筹资金，对景区内895幢建筑（农

居572幢）及围墙实施了立面整治。同时拆除景中村

和辖区社会单位违法建筑、彩钢棚（瓦）12493处

共计36238.1m2，清理农居点卫生死角39处，清理

违法广告461块，恢复房前屋后绿化5000余m2。农

居整治不仅提升了景区的整体景观环境，改善村民

百姓的居住环境，也带动了景中村经营业态的转型

升级。五是重点宾馆出入口环境整治。对西湖景区

14家重点宾馆的周边环境进行全面梳理，改造提升

出入宾馆的支小路27条，提升周边绿化4000多m2，

改迁相关区域内的垃圾厢房设施7座，整治围墙2000

多m2，设置花坛花境22处，重要宾馆出入口及周边

区域的环境得到全面提升美化。此外，作为景区管

理部门，我们主动上门对接，为这些宾馆的改造提

升开通绿色通道，做好规划衔接和安全文明施工监

管，确保了工程如期完成并投入峰会接待使用。

3.3 守住底线，稳固安保基础

峰会成功靠安保。我们将维稳安保作为举过头

顶、压倒一切的重点工作，全面发动、全员参与，

确保景区平安稳定。一是用好平安巡防力量。招募

专兼职平安巡防队员和志愿者3846名，整合编队后

按照定人、定岗、定责任、定任务和明确人员、明

确任务、明确时段的要求，以网格为单位开展精准

杨公堤三角花坛花境（王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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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防，形成处处可见“红袖章”、人人都是“六大

员”、无盲区无盲时的全覆盖巡防体系。二是摸清

基层基础底数。结合西湖安保圈三个圈层设置和警

卫住地、线路的具体分布，与相关辖区单位分别签

订责任状，落实排查管控主体责任。同时，在规定

动作基础上主动拉高标杆，将农药、一般刀具、汽

柴油等生产用品全部纳入排查范围，防范一切不安

全因素。三是联动管理重点场所。坚持“谁家孩子

谁家抱”，由属地和产权单位加强81处空置房的巡

查管理；不分辖区边界，由街道和公园管理处派员

对辖区111个公交站点进行平安守护，确保无遗漏。

对民宿旅馆和宗教寺庙留宿等重点场所，对照峰会

核心区最高标准，实施“两级督导、三级巡查”。

四是全员参与制高点管控。针对环湖6座山体的91处

制高点，在前期联合武警全面搜山基础上，从属地

单位抽调279名熟悉山林地形人员进驻，配合公安24

小时值守。对沿线及周边区域内歇业网点、空置房

屋的制高点，安排平安巡防志愿者入点驻扎管理。

3.4 优化管理，强化环境保障

一是重点保障景区环境。构建景区污染源管理

系统，清查591条点源记录，立案调查环保污染违

法案件17家。开展景区溪流河道排水口普查及环西

湖排水口普查，完成了溪流问题排水口整治。出动

各类保障人员9137人次，确保重点场馆与住地周边

餐饮单位、辖区工地落实管控要求，无餐饮油烟污

染及其他污染。9月1-5日，西湖水体透明度始终保

持在62-65cm间，水位精准控制在7.20m，呈现天

蓝水碧的良好景观。二是有效推进“五水共治”实

施。开展景区溪流河道排水口普查及环西湖排水口

普查，完成了溪流问题排水口的整治；结合G20峰

会道路提升工程，完成北山路、虎跑路等11项道路

积水治理,建设雨水管网约4km；开展管网普查，完

成整改227处；加快推进局部区域管网提升整治，彻

底解决了省军区自来水管破损接入污水井的问题；

源头出发，强化峰会工地管理，督促做好施工管

理，防止泥浆水入湖，对于暴雨等恶劣气象条件下

污水入湖问题第一时间反应和应急处置，消除不良

影响。三是深入开展“百日整治”会战。紧扣峰会

前100d时间，整合各方力量，围绕管理问题攻坚、

项目成果保护、安保维稳基础、交通行为规范、环

境问题治理等5大类别，分三阶段集中开展野导、

违法营运、流浪乞讨、野泳、偷钓、停车管理、无

证经营等20项专项整治行动，以严防死守、严管重

罚、严厉打击的雷霆手段，全力净化景区游览环

境，全面提升景区景观面貌、环境卫生、旅游秩序

和安保服务水平，切实维护展现杭州窗口形象。四

是做好重点部位病媒生物消杀。提前5个月邀请专业

公司对重点宾馆住地周边进行每周消杀，并启动对

核心保障区病媒生物监测，以此为依据制定和调整

消杀方案。进入决战期后，根据涉会场馆的不同，

成立19个工作组，一馆一组进行每日一次全区域集

中式消杀，为峰会嘉宾入住和夜游营造了舒适的无

害环境。

4 后G20时代的思考

目前，景区服务保障G20峰会任务已经取得圆

满成功，接下来，我们将转变角色、调整状态，迅

速投入后G20时期景区保护管理各项工作。

4.1 总结工作，更要总结工作经验

峰会已过，我们除了做好工作总结，更要全面

回顾总结峰会筹备工作中形成的好做法、新经验，

认真加以提炼推广。接下来，杭州还将举办2017年

全国学生运动会、2018年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

2020年世界游泳锦标赛、2022年亚运会，这将为其

保障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树立一批先进典

型，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更好激励广大干部

职工投身美丽西湖建设。

4.2 加强管理，做好后G20保障

着力抓好景区管理。针对峰会结束后游客量剧

增、各方支援管理力量撤出、干部职工队伍连续疲

劳作战的状况，进一步绷紧弦、不松气，妥善做好

重大节庆假期中景区面上各项管理工作；确保峰会

筹备工作圆满收官。抓紧对峰会封控圈内的隔离设

施、山体制高点环境卫生进行清理，恢复绿化，让

景容景貌尽快回归常态；继续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继续实施平安巡防，抓好稳控化解，特别是西湖音

乐喷泉等重点区域的安全管控；有序抓好景观维

护。各类花坛花境、西湖亮灯等峰会期间的出彩项

目，以及道路清卫保洁，都要以最佳效果保持住。

4.3 提升品质，迎接国际化红利

G20的成功举办，让世界记住了杭州，让西湖

惊艳了世界。我们将用好峰会金字招牌，继续保持

并提升景区软硬实力，打造“品质西湖”，积极做

好旅游市场开发、精品线路推广，放大峰会遗产和

峰会资源的价值，为景区经济发展服务，以积极的

态度迎接一个更加自信、更加开放、更有创新活力

和国际知名度的“西湖”新时代。

丁家山花境（王山 摄）

少年宫广场立体花坛（章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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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段为2015年4月确定作为G20主会场后所做的整

体方案调整阶段。

2.1 “西湖时代”融合“钱塘江时代”的设计思路

屋顶花园的设计历程最早可追溯到2009年，彼

时仅作为会展中心、高档商务办公及五星级酒店的

配套景观，提出了“西湖明珠从天降，龙飞凤舞到

钱塘”的设计理念。主要体现以城市客厅为明珠，

以流线型水系、绿带、木栈道等为祥云飘带，形成

自然流动、大气磅礴的“祥云明珠”景观结构，与

钱塘江对岸的“城市阳台”遥相呼应，体现西湖文

化与钱江潮文化的时代融合。在详细研究了特殊的

屋顶基础条件及相关工程技术难点后，于2015年初

基本完成了设计阶段的任务（图3）。

2.2  屋顶花园设计思路的转变

2015年4月，随着峰会主会场的确定，杭州将首

次向全世界展示独具天堂美誉、最富诗意的江南城

市景象。主会场外部环境、建筑空间、屋顶花园不

仅需要理念相通、形式统一，更需要以本土语言打

造整体环境形态，全方位呈现以杭州为代表的诗意

江南，体现我国历史的深厚积淀，“水墨东方、舞

动世界”的峰会环境主题也随之确立。峰会的特殊

属性对屋顶花园的具体营造产生了重大影响，体现

在以下几点。

1) 二区原城市客厅将作为中方领导人招待外方

领导人的午宴场所。

2) 各国领导人从5层主会议厅(离地30m)乘坐扶

梯至屋顶花园，步行至午宴厅的主要动线及周边景

观存在观赏需求。

3) 各国领导人在午宴厅南侧举办餐前酒会存在

场地需求。

4) 潜在小范围内领导人户外交流需求。

5) 因以上等因素引起的建筑改造对景观的影响。

一方面，屋顶花园必须满足峰会活动的“功能

性”需求；另一方面，因峰会的高标准要求及作为

峰会正式会议领导人午宴、休憩的场所，“政治

性、仪式性、私密性、文化性”四个特性也成为峰

会会议属性、国际属性及地域属性的必然需求。因

此，峰会前的设计方案不仅无法满足功能需求，以

植物造景为主、较为自由的曲线组织以及一览无余

的贯穿视线也无法支撑峰会景观的主题要求。

因此，针对工期苛刻、峰会属性要求高等特

点，将原屋顶花园方案设计进行了如下策略调整。

1) 设计传承：原设计奠定的概念、基调与峰会

基本契合，且重要植物点位的结构加固已经完成，

技术做法经过充分论证，完全可以作为峰会需求的

基础。

2) 功能对接：细致考虑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

对屋顶花园的使用需求、动态路线，优化出入口设

置，提高领导人活动区域的安全保障。

3) 空间重塑：由原全开放式的公共空间转化为

中心轴线院落空间与小游园空间。

筑也因此自西向东分为 1-5 区。屋顶花园主要分布

在 1-4 区，南北长约 190m，东西长 356m，总面积

约为 6.5hm2，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屋顶花园。二区北

侧以离屋顶 38m，直径 54m 的圆球状城市客厅 ( 全

玻璃幕墙 ) 衔接酒店建筑。城市客厅之上，弧线型起

伏的钢结构顶棚贯穿二区南北，高出屋顶 20m有余。

为了保证庞大的整体建筑 ( 面积约 85 万 m2) 的结构

稳定，以及排气排风、制冷、屋顶排水等功能需求，

屋顶布置有各类风机风井、空调设备、纵横排水沟、

虹吸雨水口、变形缝等结构构筑物（图 1、2）。

2 项目设计历程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屋顶花园的设计历程可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5年之前的设计阶段；第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简称G20峰会)于2016

年9月4-5日在中国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召开，全世界

最具影响力的20国领导人及各大国际组织机构的主

要领导齐聚杭州，共同商议由中方提出的“构建创

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议题。以“空

中的东方林泉”为理念，以“心相印”为主旨呼应

峰会主题营建的屋顶花园，不仅为领导人的午宴与

休憩提供舒适、休闲的环境，也在高空中令人惊叹

地展示出以“杭州元素”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林泉景

致在当代城市中的蓬勃生机与鲜活记忆。

1 项目概况

屋顶花园离地 44m，其北侧东西向分布有 5处商

务办公及五星级酒店建筑，比屋顶花园高出 56m，建

The Overhead Oriental Woods And Spring For The Heartfelt Summit
Analysis Of  The Landscape Design Of The Roof Garden Of The  2016  G20  Summit 

Gonference  Hall

吕明华  蒋俊敏  周江漪 / Lv Minghua  Jiang Junmin  Zhou Jiangyi

空中的东方林泉  心相印的世界级峰会
——中国·杭州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场馆屋顶花
园景观设计解析

【摘 要】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屋顶花园景观不仅在整体上秉承着“水墨东方、舞动世界”的峰会场馆整体
环境的核心主题，东方不朽的林泉景致也在作为领导人的午宴环境及休憩场所的屋顶花园再次呈现，“创
新、活力、联动、包容”的峰会主题在“心相印”的园林场景中得以诠释与升华。对于超大尺度屋顶花园的
优化设计、低荷载控制设计、仿生喷灌与雨水回收利用设计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是保证峰会期间
景观效果及花园可持续经营的基础。对屋顶花园的设计历程及各专项设计进行具体解析与探讨，以期为同类
型高标准大型会议配套景观或大尺度屋顶花园景观规划设计提供思路与参考。
【关键词】风景园林；G20峰会；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屋顶花园

Abstract: The roof garden landscape of Hangzhou International Expo Center presents the main landscape design 

concept of “Oriental ink and wash, dancing in the world”. The ancient Chinese garden scene also reappeared on 

the roof as a luncheon venue for leaders attending the summit. The summit is themed “innovation, vitality, linkage 

and tolerant”, which will be interpreted and sublimated through the “heart to heart” garden scene. The researches 

and practices on low load control design, bionic sprinkler irrigation system and rainwater recycling design are the 

foundation of sustainable operation for such a large-scale roof garden.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is unique 

design experience is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which will provid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on designing similar 

high-standard conference landscape or large-scale roof garden desig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20 summit; Hangzhou InternationalExpo Center; Roof garden

图1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建筑鸟瞰

图2 屋顶花园二区建设前现状

图3 峰会确定前屋顶花园设计方案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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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化融入：依托传承千年的东方林泉画境，

融入杭州所特有的传统园林文化。

5) 技术优化：针对峰会需求，进一步对屋顶原

构筑物、水系及绿化等方面进行优化设计。

6) 可续环保：设计既要兼顾峰会的临时属性，

也应符合会后服务对象的正常使用需求（图4）。

图4 调整后屋顶花园总平面图

2.3 以空中的林泉弘扬不朽的东方山水观

2.3.1 匠心布局，取园林院落精髓

建筑屋顶面积巨大，屋面各种建筑构造尺度惊

人，完全超出常人对建筑屋顶感知的尺度大小(屋

顶花园面积略大于9个标准足球场的总和)，身在其

中，人的感知是诡异与不安全的。

结合峰会屋顶的活动范围与流线，设立主轴线

区与小游园区。主轴线区为以城市客厅为北侧端头

的二区，东西宽69m，南北长118m，大小适中的尺

度拉近了游人与花园的亲近关系。而主轴线的内部

布局也独具匠心，既吸收了皇家园林中轴线布局的

严肃庄重，又结合了江南私家园林布局与清丽婉约

的植物造景组织整个轴线的空间关系。两侧电梯井

与原排风井被巧妙地融入整个园林院落之中，形成

了东西侧视觉屏障，极大地削弱了巨大尺度的弧形

钢结构顶棚对视线的冲击。在纵向上则吸收了杭州

著名园林郭庄的组景手法，郭庄以“两宜轩”为屏

障，一处屋宇鳞次、居家会客，一处曲廊方池、水

阔风清，布局巧妙[1]。屋顶轴线正是借鉴此手法，

中部以“我心相印亭”及两侧游廊将整体分成南北

两个院落。北侧围廊环绕，空间闭合，中心以午宴

厅前广场作为电梯厅与城市客厅两处室内空间的

过渡之处，也在峰会当天作为领导人餐前酒会的场

所，周边叠水叮咚，青松与绿地相映，畅谈间可赏

林泉逸致。南侧则以开阔的草坪空间为主，在纵向

上保证视线与景观序列的完整性，横向上逐渐向两

侧游园过渡。至此，前屋后园的经典园林院落在中

轴线上得到了新的诠释，原屋顶各项构筑也逐渐融

入整体布局，不再显得突兀与尺度巨大（图5）。

图5-1 中轴线北侧院落

图5-2 中轴线南侧院落

2.3.2 山水画境，借传统造园神韵

中国山水画与中国传统园林是孪生姐妹。随着

山水画转向山水意境的表达，即王维所述“凡画山

水，意在笔先”后，融揉诗情画意便也成为传统造

园的核心[2]，成为东方山水观的实景表达手法。园

主与宾客畅游其间，赏的是眼中景致，抒的是心中

诗意，以小见大，“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

万里”[3]，咫尺间领略天人合一。领导人在屋顶花

园中的活动简洁明确，因此借中国所特有的“外师

造化、中得心源”的山水画境及传统造园手法，让

宾客于花园中体会人与自然、人与心灵的和谐，方

寸间尽显东方式自然观。

1) 起承转合。离开主会议厅，领导人从乘坐自

动扶梯开始，便从会议的严肃气氛转向花园景观营造

的轻松、休闲氛围，以杭州为代表的江南山水韵味

也徐徐展开。电梯井空间 (花园入口空间 )以传统游

廊与轩进行组合，引导客人从幽闭的室内逐渐进入疏

朗自然的外部空间。自动扶梯端头对景为临水轩的铜

制镂花圆月形落地窗，窗外以垂柳曲桥、鱼戏荷池、

壁石流淙营造江南园林景致，随着自动扶梯的上升给

予游赏者视觉上的享受，而这一切雅致的景象又通过

临水轩立面上圆月造型与精美的窗花模糊了室内外

空间的界限，使人的心情随之放松、淡然（图 6）。

图6 电梯厅与窗外景致的关系

2) 欲扬先抑。东方园林中，屋宇与花园以及

主入口等处的过渡往往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以动

静曲直、藏露开合等艺术手法表现园林意境，电

梯厅与屋顶花园的过渡正是此手法的演绎。电梯厅

狭窄、视线局促，电梯过厅虽通过临水轩的设置最

大限度地打通了内外视线关系，却也上有盖宇，下

有墙垣。出了电梯过厅，便正式进入屋顶花园的院

落空间，置石流水、游廊轩榭、拱桥花窗、红枫金

桂，一一映入眼帘，一藏一露，顿觉豁然开朗，令

人心情舒畅（图7）。

图7 城市客厅前广场院落

3) 景有尽而意无穷。步入午宴厅前广场，左

侧青石大台阶连接着简洁气派的午宴厅，右侧则木

桥微拱，在院落中衔接过渡轴线方向上的空间与视

线，并在以烘托峰会主题的“我心相印亭”处达到

视觉高潮。月洞门与两侧花窗形成对景，漏出南侧

院落的草坪、苍松与小桥，虚实相间。这种隐喻西

湖的点与面、图与底的结合形式既在纵向上延续了

视线，也在横向上延伸了庭院的广度，江南韵味的

山水画境也在有限而巧妙的园林造景中表达得淋漓

尽致（图8）。

图8 月洞门对景

4) 主题比兴，以拳勺代钱塘山水。传统山水

园轻于塑性，重在写意，以景咏志，借景比兴，此

手法在发展千年的西湖山水中趋于巅峰。在杭州国

际博览中心屋顶花园之中巧妙利用比兴之法，营拳

勺湖山，点景式地再现西湖之经典。在电梯厅对景

中，塑造壁石流淙、曲桥弯柳、鱼戏清荷之景，传

达双峰插云、柳浪闻莺、曲苑风荷之境。在轴线中

部，虽为木桥，却也微拱于草坪之上，虽无石塔，

却也有“我心相印亭”过渡南北视线，是为断桥残

雪、三潭映月之境。南侧大草坪之上，一堤双桥，

桃花相伴，周边遍植桂树，便是苏堤春晓、平湖秋

月。精致的韵味突出近观的视觉效果，将花园(而不

局限于普通屋顶花园手法)景致赋予主题，并巧妙布

置于游线与视线之中，借取西湖一景以夸其绝。

2.4 以“心相印”呼应中国的和谐世界观与峰会主题

在中国逐渐崛起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

入全新阶段，中国的世界发展观也在发生着前所未

有的变化。从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近

代“中国融入世界”，上升到当今“中国与世界和

谐相处”的和谐发展观，本次峰会“构建创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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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便是和谐发

展观的直接表现。这样的主题不仅在峰会各项活动

与议程中得以贯彻，在领导人午宴与休憩的屋顶花

园景观层面，也以“我心相印亭”的形态得到了呼

应。“不须言，彼此意会”是西湖小瀛洲南侧“我

心相印亭”的佛语解析，也是西湖十景之一“三潭

映月”所反映出的人与自然山水之间的心意相通，

这样的山水哲学观在月洞门、挂落、青石栏杆、湖

水、湖中三塔以及远方山岚与天际的视线通廊中得

以完美诠释。屋顶轴线上正是通过“我心相印亭”

的营建诠释了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发展观，也令

本届峰会的主题在园林画境中得以升华（图9）。

图9  我心相印亭

3 特色专项设计

屋顶花园的建设不同于自然土地，必然受限于

荷载、建筑自身构筑物、屋顶微气候等条件，而

此次的屋顶花园更因尺度巨大及峰会的特殊要求，

需要进行针对性的专项设计，以保证峰会期间的安

全、正常运行，以及满足会后长期使用需求。

3.1 仿生灌溉系统设计

本次屋顶花园因峰会需求必须具备高标准的植

物养护系统。同时，屋顶花园也因自身的特殊性，

如屋顶风速较大，屋面、墙面等热反射强，大部分

植物种植时间短等情况，对水、肥、药的养护要求

都较高。故此，本次屋顶花园采用仿生精确灌溉系

统，基本保证了峰会期间良好的景观效果，几乎未

因养护工作对峰会造成影响。

3.2 景观水系的运行

园以水活，水令人远 [3]，水景往往是园林的灵魂。

只有在屋顶各种不利条件下保证园中水系的正常运

行及水体水质，才能真正将水景与植物、置石、建

筑、园路等要素融为一体，为花园赋以生机。

为保证花园水源稳定及水质洁净，屋顶花园设

计了一整套完备的景观水系统。区域的自然雨水

被有组织地收集，并汇至场馆东侧的大型雨水回收

池，简单的沉淀后，景观与灌溉用水被单独引入独

立的蓄水池；而屋顶景观用水经过位于屋顶夹层的

人工干预式生态水处理系统(简称ANCS)的再一次净

化后，被提升至午宴厅底部景观蓄水池，并在此设

置出水口，经过假山跌水、小溪涧等流经全园。在

水系末端，水将重新汇至ANCS系统，处理后将再

次返回至午宴厅景观蓄水池，从而形成景观水系的

自身循环（图10）。

图10 景观水体

3.3 荷载轻量化设计

屋顶花园的一切建设都局限于屋面顶板的荷载

大小，本次屋顶花园的屋顶恒荷载为10KN/m²(包

括花园覆土、水系、构筑物及绿化等不变荷载)；活

荷载为3KN/m2（包括行人荷载、风荷载等可能发

生变化的荷载），不上人屋面荷载为0.5KN/m2。

在有限的荷载条件下，为了实现屋顶花园的效果，

对地形构造方式、铺装构造、建筑构造等方面进行

了轻量化设计（荷载较大的植株在峰会之前的设计

方案中已经确定，且点位已经过结构加固）。

地形的结构经过多重方案的计算对比（表1），

选择了较优方案。采用陶粒作为基层，上部覆土，

并在部分地形较高位置以泡沫球替换覆土，减轻重

量，尽可能形成起伏变化，并满足水系标高对地形

的基本要求。其中覆土部分采用田园土与改良轻质

种植土按6:4混合(改良轻质种植土配比为腐叶土、

蛭石、沙土=7:2:1)。

随着绿化地形的抬高，园路、广场的标高也随

之上抬。因此采用钢结构架空方式连接铺装面层与

结构屋面，既满足铺装面的标高要求，也尽可能地

降低了基础部分的荷载。

花园中轴线园林建筑荷载较大，因此必须进行

轻量化设计。首先主体采用钢梁钢柱结构，屋面选

择木结构，尽量降低建筑自重；其次，园林建筑的

柱网分布与原建筑的梁柱也形成了较好的对应关

系，通过将园林建筑的自重均匀分布于原建筑梁柱

之上，减少了楼面板的荷载压力。

3.4 原构筑物景观化处理设计

建筑屋顶布置有各类风机风井、空调设备、纵横

排水沟、虹吸雨水口、变形缝等构筑物，这些构筑物

及建筑结构因数量多、尺度大，成为屋顶花园设计与

营建过程中非常棘手的影响因素，而对整体景观影响

最大的莫过于分布于中轴线两侧的电梯井与风井。   

电梯井沿轴线对称分布于两侧，每个占地约

32.3m×8.8m，因峰会需求加建形成，连接着主会

议厅与屋顶花园，必然需要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使

之融于屋顶花园之中，做到“得景随形”[4]。而在

中轴线的整体设计中，正是创造性得将电梯井以游

廊、轩榭等建筑形态呈现，形成园林式院落。并将

电梯井原本比较局促的南北向入口调整为东西向，

表1 不同的地形构造方式优劣势分析

覆土构成 综合荷载 最厚覆土

最高点标高
(按结构顶板
低点44.700m
考虑)

景观常水位
(最低水位需
要45.300m)

植物成活率 抗浮性

全轻质土
综合饱和水密度小
于1000kg/㎡

1m 45.700m
45.300 m
满足水位要
求

弱酸性土
营养成分较
好
成活率高

无

田园土+
轻质土+
陶粒+

PVC泡沫板

陶粒与覆土综合
水 饱 和 密 度 为
885-992kg/㎡

1.1m
其中：
陶粒0.2m
PVC泡沫板
0.15m土
0.65m

45.800 m
45.400 m
满足水位要
求

弱酸性土
营养成分较
好
成活率较高

良好

全种植土
覆土综合水饱和密
度为1020kg/㎡

0.6m 45.300 m
44.900 m
不满足水位
要求

碱性土，排
水性差
营养成分无
保证
成活率无保
障

无

种植土+
PVC泡沫板

排水良好情况荷
载：925kg/㎡

0.8m
其 中 ： 种
植土0.5m
PVC0.3m

45.500 m
45.100
不满足水位
要求

碱性土
排水性差
营养成分无
保证
成活率无保
障

极端情况下暴
雨冲刷导致水
土流失可能会
导致抗浮层减
少，增加上浮
风险

种植土+
土工布+
陶粒

排水良好情况荷
载：920kg/㎡

0.7m
其 中 ： 种
植土0.45m
陶粒0.25m

45.400 m
45.000 m
不满足水位
要求

碱性土
排水性差
营养成分无
保证
成活率无保
障

极端情况下暴
雨冲刷导致水
土流失可能会
导致抗浮层减
少，增加上浮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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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在中国

杭州召开。这是G20峰会首次在中国举行，中国在

全球经济中正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杭州作

为中国拥有最优美湖山风光和世界文化遗产的园林

旅游城市，也正逐渐由环湖发展转向沿江发展，从

西湖时代跨入钱塘江时代。杭州城市也希望通过这

一国际盛会，以中国、江南、杭州的本土语言向世

界发声，向世人展示出一个充满江南传统韵味、且

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国际化山水新城形象，体现“大

国风范、江南特色、杭州元素”。

1 项目概况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主会场位于钱塘江畔

的杭州奥体博览城板块（图1），也是本次杭州峰

会的核心聚焦点，是杭州展示自身形象的第一舞

台。会场核心区围绕总建筑面积80hm2的杭州国际

博览中心展开，总占地120hm2，横跨滨江、萧山两

个区，按照峰会要求，需整体提升领导人活动沿线

景观，包括：场馆外围近90hm2的绿地提升工程，

沿领导人车队流线分布的核心区入口、建筑二层平

台、0层广场及沿步行流线分布的落客平台、屋顶花

Oriental Ink And Wash, Dancing In The World
A Study On Design For Landscape Of The Central Area Of G20 Summit 2016, 

Hangzhou, China

寿晓鸣  张 炜  李 勇 / Shou Xiao ming  Zhang Wei  Li Yong

水墨东方  舞动世界
——中国·杭州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会场核心区

景观设计研究

【摘 要】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会场景观以体现“大国风范、江南韵味、杭州元素”为出发点，以
“水墨东方、舞动世界”为主题，在杭州与世界、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西湖时代与钱塘江时代之间架起一
座对话的桥梁，同时在节约型园林景观设计、雨洪控制、抗风设计、植被季相设计等方面积极做出实践，使
得整体景观环境真正符合峰会“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核心理念，为今后进一步探索大面积、高标准
的会议型景观营造设计提供新的实践案例。
【关键词】风景园林；G20峰会；杭州园林；奥体博览城

Abstract: The landscape of the central area for G20 summit 2016 represent “the greatness of the nation, the charm 

of the southeast，the elements of Hangzhou”, theme of the design is based on “Oriental ink and wash, dancing 

in the world”. The design not just tried to set up a bridge for dialogue between Hangzhou and the world, classical 

garden and modern landscape, the West Lake times and Qiantang River era, but also made effort on implement of 

conservation oriented design, storm water management, wind resistant design and vegetation seasonal design. This 

makes the overall landscape truly meet the core idea of summit Innouative  Invigorated  Intercon  nected  Inclusive, 

which provides a new practical case for creating a further meeting landscape of exploration of large area, and high 

standard design.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20 summit; Hangzhou gardens; Hangzhou Olympic Expo center

因此才形成了精彩的圆月形落地窗对景与面向主院

落的入口过渡关系。电梯厅内外视线通畅，外观

形态小巧雅致，承接从主会议厅至屋顶花园间内与

外、严肃与放松的过渡关系。

风井在电梯厅外侧围绕轴线对称分布有10处，

每组间隔25m，最大的近6.5m高，4m见方。因园林

建筑的营建，令两侧裸露在外、形体巨大的风井得

到了隐藏，且以传统青砖对风井进行贴面处理，不

仅弱化了风井的生硬感，也使之与园林建筑与植物

融为一体，其中在重要观赏面引入“梅兰竹菊”及

西湖古诗词，在细节与故事性上都呼应着“东方”

“杭州”的主题（图11、12）。

4 结语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屋顶花园的建设是对超大尺

度屋顶花园系统建设、国际会议配套景观形态与手

法以及以杭州为代表的东方林泉建造的实践，将这

些实践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得以整合，最终落实

到了每一个环节，为此类建设提供了可贵的样本与

参考经验。

【参考文献】                                                                                      

[1] 郑淼，郭毅，乔鑫. 杭州郭庄园林艺术赏析[J]. 中国园林，2010，8.

[2]  王瑾瑜，周介竹. 山水画的美学精神对古典园林艺术的影响[J]. 黑

龙江科技信息，2009，32：93．

[3]  文震亨．长物志[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赵菁，编）

[4]  计成．园冶注释[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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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图11 电梯厅处理的前后对比

图12 风井处理的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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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主要活动区域集中位于国际博览中心的二层平

台、三层听会室、五层主会议厅和屋顶花园午宴厅

区域，从这些区域可以远观核心区绿化环境，因此

设计还考虑了不同视角下的景观形态与效果，力求

优先满足停留区的视线要求，并通过模拟不同高度

建筑物室内的视线感觉来确认整个区域的景观安排

（图3，图4），同时还需要考虑到媒体航拍的效果

（图5）。

3）创造丰富多变的停留型空间景观。与经过型

空间不同，峰会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宾客集中停留、

漫步欣赏的区域，在这些区域需要以多样的变化空

间、精致的景观小品、丰富的植物配置来打造值得

品位与静赏的景观。

4）营造庄重、热烈、典雅、大方的整体氛围。

主会场环境需要符合峰会精神，设计利用大尺度的

空间变换形成大气的视觉体验，以色彩浓郁的林

相、中轴对称的空间布局营造庄重的会议氛围，在

入口、沿线及重要区域用鲜花点缀形成热烈的欢迎

氛围，在节点空间打造精致江南园林，形成舒适典

雅的休闲氛围（图6）。

2.1.2  符合国际属性

参加G20峰会的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均有差

异，主会场环境在设计语言的提炼和运用上要体现

国际化，设计从中国园林和西方园林的设计理念出

发，寻找东西方园林的交融点。

1）以自然为基底——师法自然与生态设计的统

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

子将他的自然概念与宗教观念区别开来，并强调了

一种对自然的敬意，这一观点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

的景观美学。从文人园林到皇家、寺庙园林，都在

追求这种对天地自然的极致模仿和超越。

西方现代景观学所倡导的“设计结合自然”的

理论运用生态学的原理结合生境设计、水土保持、

雨水利用、湿地及森林保护、河流净化等，提倡了

回归自然、顺应自然的理念，正逐步成为现代景观

发展的主流方向[1]。

综上所述，中国的师法自然可以理解为一种朴

素的生态设计理念，两者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在

表现形式上趋于一致。因此，以自然为基底的设计

语言是容易被各个东西方国家所认可的表现形式。

2）以写意为手法——意境表达与隐喻象征的融

合。中国古典园林的很多造园手法都来自中国画画

理。国画画理是一种对自然的提炼：如北宋郭熙在

《林泉高致》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

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

望远山谓之平远”[2]。这种将真山真水提炼后纳入

到画作中形成“超自然”的手法，和古典园林中的

“壶中天地、一池三山”造园理论如出一辙，他们

共同代表了中国传统对于意境的追求。

西方现代园林中则更多的采用了象征隐喻的手

法，比如玛莎舒瓦茨设计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法院前

广场以大大小小水滴形状的土丘象征着巨大的山脉

[3]。这种象征意义与中国意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无论是东方的意境表达还是西方的象征手法，

其核心思想都是去繁化简、去伪存真，用最凝练的

语言表达最真实的感观感受，这种相通性使得写意

手法成为国际化设计语言的一种可能。

园等重要节点区域改造（图2）。

项目设计启动于2015年4月，在项目初期就面

临着场地制约、工期严苛、季节劣势等多方面的问

题：首先，项目留给施工后植物恢复的时间非常有

限，直接影响最终景观效果的呈现；其次，峰会召

开的9月初，以秋色叶景观著称的杭州还是一片翠

绿，且木本观花植物较少，植物表现力有一定制

约；第三，项目处于钱塘江畔，土壤盐碱、抗风要

求高；同时，峰会前的梅雨季节对于土方沉降、植

物维护等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基于以上问题，设

计需要选择一套最行之有效且节约时间、投资的方

案，并使设计既符合国际化的审美需求，又能凸显

中国、江南、杭州的特有韵味。

2 设计思路

2.1 “杭州对话世界”——对于城市形象的展示

G20峰会将杭州推上世界舞台，杭州需要抓住

这次机遇，充分展示其城市形象和独特魅力，体现

“大国风范、江南特色、杭州元素”。峰会景观

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功能性，也需要充分体现地域

性、国际性，设计需充分考虑峰会的会议属性、国

际属性以及杭州的地域属性。

2.1.1 服务会议属性

主会场环境要顺应峰会功能、符合峰会精神。

综合考虑峰会会议属性和场地特殊性要求，设

计主要形成以下几大特征。

1）形成整体统一的经过型空间景观。按照峰会

流线的整体安排，中方及外方领导人分别由两条专

用道路到达峰会主场馆落客平台，车队会以较快的

时速通过外围绿化区域，因而两侧的景观主要起到

烘托背景的功能，过多的变化反而容易导致宾客的

不适，因此整体的外围核心区环境需要有一个相对

统一的整体风貌。

2）满足不同视角的远观型景观。领导人、媒

 1  2 

 3  4 

 5 

 6 

1_ 杭州奥体博览城区位图（寿晓

鸣根据Google earth改绘）

2_ G20峰会主会场核心区景观提

升平面图（寿晓鸣绘）

3_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3 楼室内

眺望核心区（周骅 摄） 

4_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45m 屋顶

花园眺望核心区 ( 周骅 摄 )

5_ G20 峰会核心区景观航拍（许立南 摄）

6_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屋顶花园庄重典雅

的中轴线景观（蒋俊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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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彰显地域属性

杭州园林崇尚自然，也浸透了人文气息；这里

有群山环抱、江海相会、运河纵横的大气山水，

也有小桥流水、泉溪潺潺、私家别院等的精致小空

间，这里既是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南宋遗都，也是

互联网经济引领下的现代园林城市[4]。因此，主会

场环境的地域性表达需要符合多元化的城市属性。

主会场环境设计包括外围核心区与屋顶花园两

大部分，结合场地特性与功能定位，两部分内容共

同构成了杭州园林的地域特征。

1）主会场核心区景观——大开大合的山水园

林。主会场核心区总占地近90hm2，车行流线是通

过该区域的主要游览线路，因此该区域主要表现尺

度变化强烈、大气开放的设计方式，这也与杭州山

水园林中的大开大合所呼应（图7）。    

2）国际博览中心屋顶花园——精致典雅的江南

庭院。国际博览中心屋顶花园是一个半围合空间，

其功能为峰会期间餐前酒会和午宴厅的前部空间，

是领导人重点停留的室外区域。该空间形态与功能

定位类似杭州私家园林中的庭院空间，是体现精致

园林景观的合适场所（图8）。

2.2 “钱塘江时代对话西湖时代”——对于城市精

神的探索

主会场的奥体博览城地块与对岸的钱江新城遥

相呼应，也是从西湖到钱塘江这条城市中心发展轴

的末端，杭州城市在扩展中逐渐迸发出新的朝气与

活力，峰会主会场景观需要体现杭州园林的整体风

貌，也需要体现新的时代感。

2.2.1 时代背景

以西湖为代表的传统造园手法对杭州城市园林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湖时代”代表了杭州最经

典的园林风格。“十一五“期间杭州提出了城市空

间建设以西湖为中心向以钱塘江为轴线的沿江、跨

江发展转变，“钱塘江时代”由此打开。

2.2.2 西湖时代的杭州园林特质

陈从周先生对于杭州西湖园林有着如下的概

括：韵律优美、时空变幻；咫尺山林、多方胜景；

朦胧含蓄、意境深远；顺乎自然、得人而彰；文因

景成、景借文传。西湖时代的杭州园林深受西湖园

林中自然山水、城湖空间、文化史迹、特色植物等

方面的影响，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与体系[5]。

2.2.3 钱塘江时代的杭州园林特质

钱塘江时代的园林特质与钱塘江的自然属性、

历史文化属性、城市发展的时代属性密不可分，通

过综合分析各个方面，钱塘江时代的杭州园林需要

具备以下特征。

1）丰富多彩、刚柔相济—钱塘江时代的自然精

神。钱塘江具有自身的流域特征：从山清水秀的新

安江、富春江流段，经过气势蓬勃的钱塘江流段，

最后汇入辽阔无际的杭州湾流段。

2）粗犷豪迈、大气动感—钱塘江时代的文化精

神。钱塘江孕育了深厚的吴越文化和潮文化，吴越

文化中的粗犷、原始及历史的厚重感，都被记录在

钱塘江两岸的山水堤岸之中，而潮文化中的弄潮、

观潮充满了动感，更寓意了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

这种粗犷豪迈、大气沉着的文化特质代表了钱塘江

时代的另外一种精神。

3）发展的自然设计理念。在传统师法自然的理

念指引下，将山水画理融入现代城市景观，对于自然

景物及材料进行抽象及创新；同时在自然经验的模拟

与归纳上进一步升华为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和研究。

4）发展的空间设计理念。提炼和发展传统园林

中的空间处理模式，同时使之符合现代功能性空间

的设计要求。

2.2.4 山水写意——对于西湖时代的致敬与提炼

设计以山水写意画卷作为灵感启发，以泼墨写

意的笔触，创造动感柔和的线条曲线，运用山水留

白的技法，营造大开大合的空间变化，模拟出西湖

山水中的经典意境（图9）。

1）西湖山水格局再造。设计以大面积草坪空间

的留白作为基底，象征着西湖山水中的湖面，同时通

过微微起伏的地形配合高低林相的变化形成山、岛的

意向，山、岛、水共同形成抽象的西湖山水格局。

2）经典空间变化模拟。设计通过象征山体的林

带将草坪分割成不同大小的空间，形成视觉上大开

大合的对比关系；同时通过前后林带高低错落的整

体配置，形成层层递进的空间分割，用大尺度模拟

出经典园林空间的变化。

3）特色植物的意境传递。在具体的植物配置

上，设计选用了大量的金桂、四季桂穿插于林带与

平台之中，桂花作为杭州的市花，也是西湖周边常

用的绿化品种，在金秋丹桂飘香的季节，可以通过

气味传递给宾客一种时空转换的感觉。同时在节点

的植物配置上也采用了杭州园林中常用色叶植物，

如鸡爪槭、红枫等，并通过特色置石及中式造型松

的组合营造出精致的东方韵味。

2.2.5 钱塘潮韵——对于钱塘江时代的呼应与赞歌

与主会场核心区遥相呼应的钱江新城波浪文化

广场上的铺装、绿地、树阵都以带状曲折的波浪形状

伸向钱塘江，这是一种对于钱塘江浪潮的模拟，是一

种对于自然的抽象表达。而主会场外围绿化中则采用

另外一种手段来与之相呼应，共同奏响钱潮浪韵。

1）聚集化林带设计形成动态肌理。设计在林带

的种植规划中采用了同一品种聚集成带状种植的设

计方式，由于9月初植物的季相变化尚不明显，通过

规模化集中种植有助于形成不同植物群落间的色彩

辨析度，从而强化单一林带中的色彩变化，形成动

态的、变化的韵律感，与流动的钱塘江的肌理形成

呼应。

2）色块化花带设计模拟江潮韵律。设计在林带

的基础上通过色块化的组织灌木、宿根花卉带，形

成色彩斑斓的带状区域，这些形态与林带呼应，形

成如江河流水般的韵律（图10）。

3）铺装细节设计彰显钱塘文化。国际博览中心

二层平台落客区的地雕纹路采用钱塘潮水纹，呼应

钱塘江文化（图11）。
 7  8 

7_ 中方领导人通道沿线绿化景观（张炜 摄）

8_ 屋顶花园中的精致绿化空间（周骅 摄）

 9 

9_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二层落客平台铺装波浪纹浮雕（蒋俊敏 摄）

10_ G20 峰会核心区绿化的柳叶马鞭草花带（周骅 摄）

11_ 山水写意—G20 峰会核心区绿化的空间模拟 （卢嘉 绘）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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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会场外围核心区绿化整体尺度变化大开大

合、林带、花带构图如浪潮般舞动，共同构成了

“水墨东方，舞动世界”的主题，同时也体现了钱

塘江时代的精神。

2.3 “江南园林对话现代景观”——对于经典表现

手法的发展

江南园林精髓体现在其众多的表现手法及内部

所蕴含的深远意境，而现代社会对于公共空间的

功能要求、大众对于艺术的审美需求都在发生着变

化。峰会主会场核心区景观需要体现杭州、江南

特征，如只是照搬照抄，既不能满足峰会的使用需

求，也与国际博览中心整体现代的景观氛围产生较

大的冲突。因此在核心区景观的营造中，设计试图

对江南园林的经典造景手法进行解构与重组，使之

更加适应环境的需求。

2.3.1 元素提取

江南园林中主要的表现手法包括叠石、理水、

植物造景、园林小品等[6]，设计将这些元素一一剥

离出来，并融入景观设计之中。如在核心区绿化设

计中融入的用植物模拟的山水元素，在铺装、小品

中加入的钱塘潮元素，以及在屋顶花园中的水景、

瀑布、假山、亭廊、园桥等元素，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创新。

2.3.2 材质运用

江南园林中常用的景观材料也是江南园林的特

征表现，如青砖、粉墙黛瓦、青石、木材、紫铜

等。在核心区景观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将这些材

料通过与大尺度、新形态相结合，创造出新的生

命力，如通往午宴厅的青石台阶及栏杆（图12，图

13），在大尺度非常规园林空间中使用了传统的

园林材料，使得现代建筑空间融入了古典园林的韵

味，再比如二层落客平台也同样采用了青石的材

质，与屋顶的空间相呼应。

2.3.3 空间模拟

江南园林中有一些非常经典的空间形态，如经

典的建筑空间、水岸空间、广场空间、绿化空间

等，设计通过对这些空间形态进行模拟和演变，使

之更加符合博览中心大尺度的整体空间。在国际博

览中心二层平台的落客区域，这里的地面铺装模拟

了中国传统建筑空间中柱础、磉板、阶沿石的关系

（图9），采用不同色彩铺装来予以区分，既简洁明

了又富有含义；同时在屋顶花园的花园漫步区域，

这里采用木平台来模拟传统园林空间的蜿蜒曲折的

水系和园路体系（图14），体现了大尺度下曲径通

幽的韵味，新材料的运用也使得传统文化绽放出新

的光彩。

2.3.4 意境营造

无论是新材料的传统组合，还是传统材料的全

新应用，人们从这些空间、材料中始终能感受到最

真实的意境之美，而这种意境也由于对传统江南园

林表达手法的发展而得到延伸。

3 特色设计要点

3.1 节约型景观设计

G20主会场外围核心区绿化提升项目作为服务

峰会的环境提升项目，主要功能为提供外围的氛围

营造，在设计上充分考虑经济性和可操作性，在保

证景观效果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投资，在设计上主要

通过对绿化、地形、给排水系统等方面的优化来实

现造价控制。

3.1.1 土方平衡设计

为解决区域排水和景观效果，设计针对区域

内大面积区域进行地形改造，为减少土方运输成

本，基本土方均来自核心区七甲河开挖土方，共

计开挖土方330000m3，填方300000m3，外运土方

30000m3，由于河道开挖土多为淤泥质土，不利于

植物生长，原回填地块内表土事先预留作为耕植土

使用。在整体竖向效果的营造上，由于设计地块较

大，竖向变化如采用土方来实现成本较大，因此整

个核心区的竖向景观效果设计主要通过植物群落的

高低配置来实现，进一步减少土方的使用。

3.1.2 节约型给排水设计

为减少大面积草坪和绿化的供水压力， 在地面

核心区绿化区域采用预留人工浇灌口结合租用可移

动蓬头设施，减少一次性投入压力，也更加灵活的

满足区域浇灌要求。同时在屋顶花园部分更是采用

了智能的仿生灌溉系统，全程采用计算机控制，精

确控制水量，同时调节屋顶土壤中的温度，而屋顶

花园中的景观用水均来自雨水收集和净化。

3.1.3 节约型种植设计

设计在植物选择上多采用中型树种密植的方式

来实现景观效果，中型规格的乔木生命力旺盛、恢

复速度快、能保证较高的成活率，从而降低成本；

而带状林带的种植方式也是为了减少大面积的乔木

种植量，同时根据视点分析后得出的景观视面的重

要性程度来进一步确定乔木种植带的厚度，将有限

的绿化投入集中到重要的位置。而原有场地内的大

树基本都被保留，既节省了投入，也提升了效果。

3.2 雨洪控制设计

G20主会场外围核心区绿化在峰会前会经历梅

雨季节，大规模的降水对于场馆周边广场、建筑

二层平台、室外绿化场地均会造成较大的冲击，为

降低降雨对于建筑周边功能、绿化成活、草坪养护

等造成的影响，针对室外排水进行一系列的优化处

理。

首先，对于建筑二层平台，由于考虑领导人车

队行驶过程中的舒适性，落客平台区域采用缝隙式

排水设施，其余采用常规排水沟设置，建筑变形缝

的雨水收集通过专用管道排至地面层。地面层外侧

沥青路均采用OGFC透水沥青路面，并结合透水底

层设计减少地表径流压力。

其次，室外绿地草坪区域的排水采用绿沟与盲

管相结合的方式，露出地面部分采用宽1.2m以上

的梯形植草沟，与地形设计相结合，围绕地形的最

低点设置。由于土方工程竣工后在短时间内仍处于

不稳定期，容易出现不均匀沉降现象导致局部区域

积水，进而导致局部草坪变质。因此设计在地势较

为平坦的草坪区域增加盲管，并将雨水排入植草绿

沟。

再次，屋顶花园在排水设计上采用了设置蓄排

水层、地表及垂直盲管系统的方式，减少屋顶花园

对于建筑屋面排水效率的影响。

3.3 季节性应对设计

G20峰会召开时间为9月初，为保证峰会期间景

观最优，在进行整体设计时考虑了季节的特殊性对

于植被、土壤、建筑功能等方面的影响。

3.3.1 植物的季相性表现

9月初的观花植物、色叶植物相对较少，且考

虑到后期安保对于植物养护的影响，需多考虑低养

护的植物材料。在乔灌木材料中，设计选择了四季

桂、紫薇、叶子花、丰花月季等植物、在草本花卉

中则选择了柳叶马鞭草、黄晶菊等、水生植物则以

德国鸢尾、梭鱼草、水生美人蕉、再力花等品种以

确保植物色彩的多样性。

3.3.2 短时间内植物的恢复力和成活率

由于施工到最后展现效果只有短短不到一年的

时间，在设计乔木时主要考虑恢复力较强的乡土树

 12 

12_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午宴厅青石台阶面及栏杆（蒋俊敏 摄）

13_ 杭州郭庄中的青石铺装（寿晓鸣摄）

14_ 屋顶绿化中的木平台铺装对于水流的模拟（周骅 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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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城作为老城区的扩容与发展，承载着城市

发展的梦想。一个“新”字，赋予了新城景观营造的

无限想象空间。但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它又必须融于

整座城市 [1]。“新”是基于对城市本底景观特征的传

承与发展，而不是“颠覆式的创新”。杭州钱江新城

的景观营造，基于对杭州景观风格的传承与创新，通

过自然式栽植手法及大尺度开放性绿化空间的设计，

使其营造成开放、现代、生态的新城景观。

1 钱江新城及其绿地规划特色

1.1 钱江新城概况

钱江新城位于杭州市城区的东南部，钱塘江北

岸，距离西湖风景区约5.1km。其中，核心区东靠

钱塘江、南至清江路(钱江三桥)、西临秋涛路、北

至庆春东路，总占地面积约4.02km2。区域内规划

有公园、广场、公共建筑附属绿地、河道绿地、道

路绿地等多种园林用地（图1） [2]。

分布。设计采用立体绿化、砖雕及景观铝板立面装

饰、室外地形堆坡及绿化遮挡等处理方式对结构体

进行景观化处理（图15），使之与环境相融合。

4 结语

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会场环境及屋顶

花园项目按照最短时效、最高标准进行设计与施

工，设计尝试将现代景观与古典园林相融合，使用

世界相通的设计语言描绘了中国、江南、杭州的风

情画卷。主会场核心区外围环境绿化工程于2016年1

月竣工，屋顶花园及场馆周边环境施工结束于2016

年4月，在后续的演练运行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

的赞赏与指正。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完成了9月份峰会

各国领导人的检阅，相信杭州G20峰会将是杭州城

市发展的里程碑，而这次峰会景观项目的实践也将

为将来越来越多在中国举办的国际性会议会场环境

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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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如无患子等），选用中等规格的苗木以保证全

冠和恢复力，在夏季移栽过程中则多采用常绿容器

苗，以保证植物的成活率。

3.3.3 台风季节的影响

由于临近江边，且8、9月为台风季，需要充分

考虑风灾对于林木的潜在威胁，对于屋顶花园的苗

木高度需进行控制，并通过设置乔木围护措施来保

证安全。

3.3.4 夏季高温的影响

杭州的夏季高温对植物生命力有较大的影响，

特别在后期的苗木补种过程中，多采用盆栽苗的使

用，来提升植物的存活力；同时，屋顶花园的仿生

喷灌系统也有效起到了调节土壤温度的作用。

3.4 水质改善与提升设计

位于核心区绿化范围的七甲河原水质较差、水

位不稳定，对于整体景观有较大的影响。设计通过

在上下游设置闸口控制住水位、从钱塘江引水作为

补充水源并稀释污染物、对河道整体进行开挖清淤

并局部拓宽降低流速、同时在水系两侧设置亲水岸

线并通过规模化地种植挺水、沉水植物对水质进行

保持和优化。

3.5 建筑结构景观化设计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作为一个拥有80m2的超大

型建筑，其建筑室内外拥有众多采光、排烟、排

风、净化、电气等设施设备构造，这些构造功能复

杂，分布较广，从标高0.00m广场至屋顶花园均有

15_ 立体绿化对原有构筑物进行美化（蒋俊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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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Construction In Qianjiang New Cbd In Hangzhou

吕明华  钟正龙 / Lv Minghua  Zhong Zhenglong

杭州钱江新城景观营造与提升

【摘 要】随着城市扩容，新城建设的兴起，如何处理好新城与老城的景观协调与发展，是城市每座新城景
观建设所要面对与思考的问题。杭州钱江新城景观营造，以杭州城市绿化特色为基础，从绿化改造的表现形
式及采用的主要技术手段与创新等方面综合阐述基于老城特色的新城景观营建理念。突出以景观绿化为新城
景观的主要表现形式，弱化大铺装及广场水景于城市建设中的使用范围，强调公园绿地作为新城各地块间协
调与联络的功能。
【关键词】钱江新城；景观特色；绿化改造；园林整合；景观营造

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old city district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city district, how to deal with the landscape 

matching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new and old districts is the key point which should be concerned with in 

landscap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landscape features, the form of greening construction 

and the mai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used in construction of new Qianjiang District based on the greening 

characteristics of Hangzhou city. Greening landscape is the main architecture to show the new city with reducing 

extensive buildings and waterscape plaza, and increasing green park space as the channel among blocks in the new 

district.

Key words: Qianjiang new CBD；Landscape features； Greening construction；Landscape integration；Landscaped 

construction

 1 
钱江新城核心区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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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整治改造中，主要移除林下过密的中层乔灌类

（石楠、桂花、山茶等）植物，留出足够的林下观赏

视廊；清理不适合当地生长环境的乔木（杜英、合

欢）品种，并对上层乔木林冠进行适当疏空，空出生

长空间，形成林下光斑，便于优化林带起伏的优美林

冠线，并为下层地被植物营造出适宜的生长空间。

2.2 增强道路绿量，着重提升道路绿化中的精细化

处理

 道路绿化主要表现在地形的堆造上，结合片

状混交林带的种植形式，于规划绿线内形成林冠线

起伏且具有丰富季相变化的道路绿地。对于道路中

央的隔离带绿化，端头处以桩景及花境进行强化，

中间段阵列式栽植树状月季及红叶石楠柱、枸骨球

等，形成整齐、简洁，且在色彩、高矮上富于变化

的道路景观。在解决行人穿行机动车道的方式上，

我们摈弃了防护栏杆的常见硬隔离形式。以藤本月

季和攀援矮栅栏的组合设置，于机非隔离带上形成

花期较长，且花色各异的月季花篱。

2.3 丰富河道绿化的景观表现，发挥河道绿化在城

市空间中的廊道作用

 河道绿化既是对建筑空间的柔性分割，更是

城市绿化空间的联通廊道。钱江新城的河道绿化穿

插于城市街区，串联于城市综合体之间。在保证新

塘河原有防洪排涝功能外，结合河岸两侧造型新颖

的地铁配套建筑，做到立体式的绿化设计与交互式

的步道设计。在区域内的高楼之间形成绿色步行廊

道，做到高楼底下有绿廊，绿廊内部有（园林）建

筑，建筑旁边是滨水绿化的多种空间组合。使景观

空间具有多样化与多功能性，将河道空间打造成新

城内部的生态休闲滨水景观带。

2.4 快速覆绿临时绿地，以植被来防御工地扬尘，

美化城市空间

对新城区域内的拆迁场地、建设工地等场所，

以投资少，见效快的即时覆绿方法美化临时绿地。

结合场地拆迁，机械化平整场地与地形改造相结

合，土建工程与景观营造同步进行。以场地土方的

就地平衡为主，结合表土的堆集与再利用为主要工

程手段，达到土方改造工程的集约化、经济化。通

过对缀花草坪的科学性配比，选用抗性强的中华结

缕草、黑麦草打底，掺种观赏性较强且易于生长的

1.2 主要园林用地及特征

公园用地主要有森林公园、世纪公园、CBD公

园（1#辅阳台、2#辅阳台）、市民公园、运河生

态公园（渔人码头）。公园内郁郁葱葱的绿化与众

多的健身步道、亭廊建筑等园林景观为市民休闲、

健身服务，形成新城内部主要的绿化组团。

广场用地有市民广场、波浪文化广场、城市阳

台，三大广场从市民中心向东南延伸至钱塘江江

面，分别为庆典集会、商业休闲、城市观光这三类

公众活动提供公共活动空间。

公共建筑附属绿地有市民中心绿地、杭州大剧

院绿地、国际会议中心绿地，这三大地标性建筑的

附属绿地以杭州的市树市花——香樟、桂花为骨干

树种，通过组团式种植、阵列式种植，形成大气、

简洁的绿化空间。

河道绿地由新塘河、新开河绿化组成，通过对

地铁及市政配套建筑外部绿化的精细化配置，结合

河道岸线的适当梳理，游线的重新设计，把森林公

园、世纪花园、渔人码头、预留用地、市民广场等

功能性绿地相串联起来，将人流与绿廊、水廊统一

整合到一起，达到功能性与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主要的道路绿地有清江路绿地、钱江路绿地、

庆春路绿地、秋涛路绿地等，此次针对G20峰会的

保障要求主要对已建成绿地进行整合，强化道路入

城口区域的绿化景观表现。对秋涛路和新业路在建

绿地，路侧绿地以自然起伏的地形堆造和阔叶混交

林带的种植形式，体现杭州本地的绿化景观特色；

道路分隔带阵列式栽植为主，利用色叶灌木与整齐

的行道树进行组合，突出道路绿化中色彩与形体的

韵律感（图2）。

1.3 城市景观轴线的规划理念与景观特色

从市民中心到城市阳台，从波浪文化城到杭州大

剧院、国际会议中心，以富春路、解放路、新业路与

钱塘江所围合约 60hm2 的绿化景观区，作为城市景

观轴线，是钱江新城迎接 G20 峰会保障项目中的重

点提升范围。在原规划布局基础上，依据地块之间的

城市关系，提出“一轴两核”规划布局，打造“林海

之上，日月同辉”的园林整合目标 [3]（图 3）。

一轴：从西湖指向钱塘江的城市空间发展主轴线；

两核：以市民中心为主体的“行政核心”、以

大剧院和会议中心为主体的“文化核心”。

利用预留用地、会议中心与大剧院周边绿地、

以塑造地形和栽植绿化为主，体现“林海之上，日

月同辉”的造景主题，是现代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展现大气、现代、精致、生态的新城风貌。

2 绿化景观营造手法

2.1 提升沿江绿带，突出表现沿江绿廊的延续性

利用一二号辅阳台约 3.2km 的城市绿地，对原

有林带进行梳理，强化城市空间内绿色空间的多样

性，打造具有健身和休闲功能的沿江绿色景观带。在

 2 

 3 

虞美人、美女樱、紫花地丁、矮生翠菊等自播能力

强的花卉品种，形成覆绿快速、花色丰富的草坪空

间。对原生乔木进行保留，清理林下空间，改造成

绿岛式花境布置，亦是一种以较小成本就能快速达

到提升原有场地观赏性的植物造景手法。

2.5 优化原有公园绿地，即发挥公园的个体特色又

强调新城绿化空间的整体协调

原有公园绿地的梳理提升，一方面是强化原有

公园绿地的景观特征。例如，预留用地区块，于林

缘增加日本早樱及宿根花卉品种；疏理过密的香樟

林，为银杏、枫香、乌桕等色叶乔木留出充足的生

长空间；将其它地块迁移出来的山樱花、紫薇树，

加种在桂花林内，达到春色镶边、层林尽染，复层

花冠、多季开花的景观效果。通过此类林相改造措

施，结合林下休闲平台及汀步的设置，把原本以绿

色为主题的预留用地公园改造成以花色、季相为主

要景观特征的休闲性绿地（图4）。

另一方面，通过绿带与步行系统将原本独立的

公园绿地串联起来，形成新城内部的绿色脉络。

例如，新塘河地铁配套建筑绿道改造项目，通过对

地铁配套建筑外部绿化的精细化配置，结合河道岸

线的适当梳理、游线的重新设计，将人流与绿廊、

水廊统一整合成完整的游览系统，把森林公园、世

纪花园、渔人码头、预留用地、市民广场等功能性

绿地相串联起来。达到功能性与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图5）。

 4 

2_ 钱江新城提升整治区域分类平面图

3_ 整治后的“城市景观轴”实景照片

保留用地整治后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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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对景观节点进行针对性的提升改造，达到新城环

境整体提升、重点突出的改造目标。

以绿为主调，强调花色与季相的相互补充。此

次整治改造任务，前提是“保障好G20峰会，为峰

会服务”，更重要的是通过此次景观整治弥补原来

建设过程中的绿化景观较单一的遗憾，营造新城丰

富的绿化景观，为在此区域工作、生活、游玩的市

民及游客提供更加惬意的景观空间。因而在设计

中，更多的融入春季及秋季植物景观，兼顾夏、冬

季节有景可赏，以观花及色叶植物来表现新城丰富

的绿化景观风貌。

多专业、多部门的参与协作。整个钱江新城的

景观整治提升项目，是基于规划、市政、建筑、交

通、泛光照明、水景艺术……诸多专业与单位的配

合与协助下完成的。在政府管理部门的统筹组织

下，是一项设计任务，更是一种多专业间交流、沟

通、配合与学习的自我提升过程。

4 结语

杭州的景观发展是人们在城市绿化建设中，对

绿化景观的不断维护与提升改造进程[4]，形成了杭

州精致且有地域特色的绿化景观。钱江新城的景观

营造，基于杭州特色，通过不断地绿化提升、不断

地修整景观空间，使其始终表现“精致和谐”的本

底特色和“大气开放”的新城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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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n The Quality Upgrading Of Urban Environmental 
Landscape In Hangzhou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20 Summit

高 博  李红艳  余毅敏 / Gao Bo  Li Hongyan  Yu Yimin

G20峰会背景下的杭州市城市环境提质设计

【摘 要】大事件背景下开展的城市环境提升建设旨在提升城市形象,彰显城市品位。杭州G20峰会作为大
事件背景，为规范化、系统化、有层次地开展城市环境提质改造，杭州市政府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环境导则，
对设计、建设与管理进行全过程指导，本案以导则为依据，为烘托活动氛围，对城市重要区域、道路和节点
进行景观提质设计。
【关键词】杭州；G20峰会；城市环境；景观提质设计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environ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arge events aims to enhance the city's 

image and highlight the city grade. Hang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formulated 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guidelines, 

and guided the whole process of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environmental quality with standardization, systematiz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20 

summit. Based on guidelines, this case designed some important urban areas, roads and nodes about landscape quality 

in order to promotethe atmosphere of activity.

Key words: Hangzhou; G20 Summit; Urban environment; Upgrading design of landscape quality

1 背景

全球化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第十一届G20峰

会选择在杭州召开，为杭州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全世界的目光将聚焦于此。因此，提升城市形象成

为迫切任务，为规范化、系统化、有层次地开展城

市环境提质改造，杭州市政府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环

境导则，对设计、建设与管理进行全过程指导，城

市环境景观提质设计以导则为依据，为烘托活动氛

围，对城市重要区域、道路和节点进行景观提质设

计，以展现中国魅力，杭州韵味。

2 理念

结合“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会议主

题，呈现杭州历史与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展现精

致和谐、大气开放的城市精神，体现国际范、中国

风、杭州味。

3 基调

构建明晰的识别体系，按照G20峰会理念、

LOGO 并结合杭州元素，设计专属的环境布置核心

图案作为母版，统领整个视觉形象识别体系，并通

过演绎和拓展应用于各类环境要素的设计展示中。 

图1-1 第11届G20 LOGO

4 结构布局

关于城市形象的营建，《城市意象》一书中就

将城市空间概括为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

物五大要素，这五个要素是构成人对城市印象的

5_ 钱江新城核心区绿化空间布置图

6_ 波浪文化广场整治后的实景照片

3 项目整治特色

以绿地代替水池，以柔代刚的园林处理手法。钱

江新城规划中，设计有不少规则式水池，单体面积较

大，分布范围广。很多水池由于运维成本大，排空后

一直闲置着，导致水池整套系统的损毁。在整治设计

中，对波浪广场，于城市发展景观轴线上的水池进行

修复、提升。对于大部分修复代价过大的水池，直接

破除原水池池壁，种植土回填，以疏林草坡的绿地形

式来替代原有残破的景观水池。

以适用、够用为原则，对存在问题进行进行合

理化改造。在新城整体环境提升改造中，对必要的

硬质场地以普遍修补为主（图6）；对绿化用地，以

绿化种植为主要手段，将活动空间分散式布置，减

少硬质铺装面积，以透水性铺装为主。设计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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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单元。其中道路是一个城市的“骨架”和“脉

络”，在现代化城市中，它除了发挥城市基础设施

的功能外，更对城市形象的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因此也被凯文·林奇( KeviuLyuch)视为是在大

都市范围内进行意象组织的主要手段[1]。杭州市城

市环境景观提升就是依托在总体导则规划的55条道

路以及附着其上的46个节点展开。

针对杭州城市环境景观提升，整体结构布局上

是有以城市道路环境景观布置为基础，串联核心

布置区域的节点和非核心布置区域的周边区块的特

点，在此之上突出两大片区，城市门户，快速通道

和城区主要道路（如图1-2），达到在体现历史与

现实交汇的独特色彩，能打造具有杭州韵味、中国

特色、国际风范的多元化环境景观的效果。具体两

大片区涵盖的西湖风景名胜区是杭州的城市名片，

奥体博览中心、钱江新城核心区是大事件的主要进

行场地；四大城市门户包括东站、杭州站、机场、

彭埠入城口是向外宾展现杭州形象的第一张面孔；

此外还包括多条快速通道和城区道路的提升改造。

 

图1-2  杭州市环境景观提升结构布局

5 色彩定位

发达国家于上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关注城市色

彩设计，把其作为改观城市环境和个性重要的课题

并进行了广度和深度上的系统研究。如今城市色

彩设计已成为当今人类关注的新课题，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城市形态的综合景观意像，色彩的处理

直接影响城市个性表现。杭州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

文化积淀的城市，数千年间的累积形成了独特的

城市色彩，正如苏轼在《饮湖上初晴后雨》诗中吟

道：“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其中

具有相应需求的植物，甚至在某些条件成熟的位置

适当加种一些阳性地被植物和常绿及色叶植物，从

弥补现有三维植物景观只绿无花、品种单一（尤

其在冬季植物景观更为单调）的缺陷。其次也加大

了对垂直绿化中常绿、花色植物种类配置量，积极

引进其他能适应杭州气候特点的攀援植物品种，并

与薜荔、爬山虎等常用攀援植物进行混合搭配的种

植。在生长环境良好的路段，通过不同的攀援上墙

技术、配置方法和配置种间种植时间来呈现各季节

连续不断、花色丰富的植物景观（如图2-1）。最

后，积极发展囊括高架周边绿地景观与覆盖建筑第

五立面、阳台等立体绿化为一体的复合景观，借

用植物柔化建筑第一轮廓线，丰富城市景观（如图

2-2）。

6.1.1.2 景观的二维扩散与深入纵横

对于大多数的城市道路而言，道路绿化最常见

的形式仍以地面为界面而展开。除了道路两侧有限

的行道树、分车绿带、人行绿带，也可以以向道路

两侧空地借绿、破墙透绿、见缝插绿为手段。在核

心布置区域，尤其注重与城市开放空间的相互渗透

关系，城市景观不仅在规划时就着意沿路而设，还

应充分引导内部景观向外开敞（如图2-3）。

6.1.1.3 景观中植物组团的空间层次

植物组团的空间层次即指通过树木种植间距、

群体组合尺度、厚度以及植物图案造型[3]的变化所

构成的多变的组合效果。在道路中，它不仅是灵活

的、可变的，还可以使道路绿化在急速行进的车速

中通过变化的植物形态所组成的不同群落、不同色

块在观察者视觉中产生生动连续的一幅幅图像与画

面，构成独特的视觉节奏。

6.1.2 基础设施

城市在面对大事件来临时对城市环境景观的提

升内容除了绿化植物景观外，统一改造布置基础设

施也能立竿见影地达到展现节日气氛的目的。在整

体纲领的统筹下对不同区域提出不同的布置与改造

要求，本文限于篇幅，仅以城市门户的改造为例，

包括花卉景观布置、宣传广告布置、移动设施布

置、夜景灯光渲染（如图2-4）。

6.2 道路节点景观提升

道路节点作为构建城市意象的又一要素，不仅

承载着道路中最为繁忙的交通压力，同时还是人流

密度较高、行人捕获道路特征最频繁的部位。与线

状道路形态相比，节点犹如串于其中的链珠，是构

成整条道路绿带特色与节奏最具间隔性与重复性的

“点”元素。它们从道路绿化美化的角度而言，更

具战略意义，可以以特殊形态与道路其他绿化形成

的“淡妆浓抹”用在描写杭州的城市色彩上极为恰

当。对于既有历史文化淀积，又在快速发展的大城

市，不应该过于强调统一的主色调，而是抓住城市

结构性的要素，以大同小异、总体和谐关联、局部

彰显特色为原则，塑造出兼顾历史、地域特点，又

有现代城市特色的色彩空间环境[2]。

具体而言，“淡妆”就是在保留的大前提下，

提纯以西湖为中心的杭州老城区朴素淡雅的灰色

系，点缀黄绿色系的辅助色，显示出江南水乡的水

墨色彩。令人如在山水画中，同时适量点缀跳跃的

颜色增添活力。“浓抹”就是在以钱江新城为代表

的新城区，鼓励运用富有个性的材质和色彩，创造

色彩丰富的城市环境。新城区的色彩可以像色彩浓

烈的油画，甚至是类似“野兽主义”风格的作品。

面对大事件，通过城市景观色彩设计，强调城市意

象具有速效的特点。因此，由各种观花、观叶、观

枝植物所展现的或渐变、或重复、或交错、或起伏

曲折的色彩节奏，宣传广告、移动设施、夜景灯光

等丰富的色彩渲染都是丰富城市景观节奏的重要手

段。杭州城市各区色彩的具体布置（如图1-3）。

 

图1-3  杭州市环境景观提升色彩定位

6 详细设计

6.1 道路景观提升

6.1.1 植物景观

6.1.1.1 景观的三维化与复合化

伴随城市交通压力的日益加剧，城市立体交通

的高速发展为城市道路开启了又一表现空间，它打

破了传统道路仅以地面为表现空间的概念，向人们

提供了更多层次、更大视野、更为快速地观察城市

景观面貌的平台。

首先充分尊重植物的生长环境需求，适地选择

图2-1 三维复合型道路景观美化做法一

图2-2 三维复合型道路景观美化做法二

图2-3渗透扩散型道路景观美化做法

图2-4 基础设施布置改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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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环境布置注重近期临时性与长远使用有机

结合。宣传广告类，会场入口等摆放花卉，会议

用导引牌、指示牌、围挡等，都根据不同的会议、

主题，作为临时性布置使用；遮阳棚、花境、立

体花坛、花车、花带、挂花等，游览车船的部分装

饰等则考虑峰会后时期的延续使用；雕塑等公共艺

术品、夜景灯光和部分城市家具的布置，可作为长

期使用的设施，着重考虑其使用的延续性（如图

3-1）。 

图3-1 杭州城市景观提升植物选择

综上所述，对杭州市城市环境景观的提升整体

上以文化背景为基础，展开的路径选择道路、节

点、区域三个层次，通过具有速效性的城市色彩改

造展现杭州古韵遗风又兼具活泼现代的城市环境景

观的特点。而详细设计当中的各种具体方法对城市

在面对大事件来临时的环境景观改造提升具有参考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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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反差，形成特定的环境形象。限于篇幅本文仅

以会场节点的环境景观提升为例，为体现峰会主会

场区“大气开放”的中国气派，建议采用大气简约

的现代景观风格，色彩以蓝紫色系为主。会场周边

多处结合G20主题布置花卉、广告等装饰景观，烘

托会场氛围。部分区域布置大型的景观构架或花卉

景观（如图2-5）。

节点景观的提升设计基础是建立在对植物的利

用处理之上。一方面植物本身有极高的可塑性，关于

造型植物、模纹绿带等的运用，特别是在西方具有很

深厚的历史，受众也较广，将城市需要展现的文化内

容通过这一手段表现能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另一方

面作为构成环境特征的重要组成要素，植物的这一象

征功能也不能被抹杀。凯文·林奇引用中国风水理

论发展了一套环境可意象性方法，他认为可意象性的

提高最终必须利用植物与其他某些要素（选址、塔、

石等）对环境中所蕴藏的各种精神进行控制和强化

[4]，这对增强道路的可意象性具有积极意义。由此可

见，仅仅停留于对道路绿化视觉形象的改造还是不充

分的，挖掘道路绿化的文化表征，为道路景观增添更

耐人寻味的深层意蕴这种思路有利于打破当前道路

绿化多以规则式、自然式或混合式三种方式进行布局

的局促状况，使道路景观向着更具有开放性思维与传

统地域特色的方向迈进。

道路绿化这种极具构成特色的绿带也是完全可

以融入民族元素的。以富有中国园林特色的漏窗图

案为例，其除了可通透视线，借助外景，使窄小的

庭院空间产生出似隐非隐、似隔非隔的感觉外，各

种以冰裂、鱼鳞、波纹、荷花、茶壶、花瓶等为题

材的几何纹与自然纹也是渲染祥和寓意，升华园林

意境的重要手段。在绿化中采用这些纹样发展其文

化意象，对于展现独特的道路景观具有积极意义。

（如图2-6）。

6.3 杭州市环境景观提升植物选择

为更好地迎接 G20 峰会在杭州的举办，创新植

物配置模式，按照整体色彩氛围的布局指导的要求，

以不同植物的色彩变化形成丰富的景观效果。在坚

持以绿为主、以树为主的同时，创新植物配置模式，

通过悬挂、攀爬、缠绕、摆放、生态墙等多种形式，

突出植物的彩化、美化功能，变绿化为彩化，使生态

效益与观赏功能和谐统一，进一步增强园林绿化的艺

术美感，营造有特色的大事件环境气氛，植物按色系

区分，以经过长时间在杭州当地的种植检验的适应性

为基础，以花期或观赏期为依据进行选择，力图在峰

会期间展现丰富多彩的景观效果。

7 技术总结

城市环境的布置要求可持续发展，通过采用新

科技、新技术、新材料，更多的体现长久性，同时

考虑后期管养的客观因素，尽可能的使用了易管养

的设备和技术措施，做到一次投入循环使用，保证

后峰会时期的延时景观效果。

图2-5  节点环境景观布置

图2-6  道路景观美化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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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构思和理念。

2.1 范围的不确定及对策

刚接到任务，针对甲方提出“看到的都是设计

范围”的想法，觉得无从下手。从高架上看到的是

几百米的范围，加上17.8km，设计范围巨大，该从

何着手？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杭州西湖的发展不也是

一个历史长卷？从白居易、苏东坡执笔到现在，每

一代人都写下了美丽的篇章。机场路景观提升不也

是一个流动的画卷？不可能一次成型。我们确定了

分期实施的设计思路（图5、6），首先一期设计范

围为地面道路20～30m绿带，高架路段先在可视范

围内进行整合，先满足地面道路为10m绿带设计，

这样既满足了G20，又为机场路的可持续发展打好

了基础。

2.2 如何体现杭州特色

杭州以西湖风景园林的自然山水为特色，机场路

如何体现杭州特色？如何与写意远山近水的机场建

筑造型相呼应？达到人与自然的交融 [1] 设计抽象概

括为一条 S 形的自然曲线（图 7），体现在地形的塑

造，采用横向 S 形起伏，纵向也 S 形起伏，似连绵

的群山。这种地形的自然起伏又极富美感，渗透了西

湖风景园林的自然特色，绿化配置上采用外高内低

的错落式配置，最外侧采用水杉、银杏等高杆植物；

第二层是香樟、无患子、珊瑚朴等；第三层是石楠、

桂花等；靠近道路处为 S 形配置，主要配置了峰会

期间盛花的美国紫薇、夹竹桃、木芙蓉等，体现了杭

州植物崇尚自然及丰富的植物配置方式，有树有花，

同时也融入了市树香樟及市花桂花的杭州特色。

2.3 如何在这么长的道路景观中抓住重点，形成主

次分明的绿带

作为长为17.8km的路段，不可能面面俱到，应

有主次变化[2]，设计以点、线、面来展开。首先是

长久以来，城市形象与道路景观的营造密不可

分，特别是入城口道路景观，往往成为展示城市形

象的重要窗口。随着一些国际化会议的召开，入城

口道路景观显得尤为重要，这使得我们开始对城市

入城道路的景观提升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并以景观

生态学为基础，重塑为景观大道，使之成为展示新

的城市风貌的标志性风景线。

1 概况

杭州萧山机场公路是浙江省“省门第一路”，

起点为杭州萧山机场出口，终点为西兴互通，长约

17.8km，机场出口段为地面道路，至杭金衢互通为

高架道路。该项目不同于一般有规划红线的道路绿

化，这里地形地貌复杂，有民房、厂房及农田等，

长期以来垃圾成堆，杂草丛生，一片“脏、乱、

差”的景象。随着机场路高架建设及地面道路的改

造提升，特别是G20峰会的召开，给机场路的景观

提升带来了新的契机，政府决心重塑机场路，使其

成为一条入城景观大道（图1）。

2 从问题导向出发提炼设计理念

机场路长约17.8km，途经村镇、农田及诸多单

位（图2-4），存在着许多问题，我们深入现场，

多次论证，找出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成为我们

Rebuilding And Ecological Creation Of Important Landscape Urban 
Avenues

俞丹炯 / Yu Danjiong

城市重要景观大道的重塑及生态营造
——以杭州萧山机场路景观提升工程为例

【摘 要】城市重要景观大道（包括快速路、入城道路、城市干道等）是营造城市形象的重要区域。以杭州
萧山机场路景观提升为例，阐述了在城市道路景观建设中，如何通过生态林带的营造和景观设计手段提升景
观大道，融合周边环境，使城市与自然协同发展。
【关键词】景观大道；可持续发展；艺术渗透；生态；机场路

Abstract: Important Landscape Urban Avenues (including expressway, city entrance roads and urban trucks etc.) are 

important areas for city image. This paper takes the upgrade of Hangzhou Xiaoshan Airport Road landscape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how to upgrade landscape avenue  through means of building ecological tree belts and landscape 

design, which integrate with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to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urban in the urban road landscap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Landscape Avenu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rt Penetration; Ecology；Airport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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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 机场路总平面图

2-4_ 现状图

5_ 远期“江南融情”效果

6_ 远期苗圃及农田整合效果

7_ 植物 S 形自然曲线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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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重点，如检票口大绿地（图8）及10m段道路

（图9）交叉口作重点处理，其余道路作为线采取一

般处理，几个互通形成块面，进行大开大合的重点

处理，形成主次分明的连续动态景观线。

2.4 如何满足G20峰会的要求

考虑到G20峰会在9月4日至5日召开，为夏末秋

初季节，设计首先采用秋色叶树为主的搭配，形成

早秋景色，采用黄山栾树、乌桕、无患子等色叶树

为主，特别是在植物群落沿道路处的S形曲线处；

再在林缘线及边坡上种植宿根花卉，形成靓丽的景

观风景线。

2.5 如何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探索

整条机场路景观设计中，既要满足G20峰会的

需要，更重要的是整个机场路景观随着时间的推移

应有景观的可持续性，使其在不同时期又有变化，

并越来越美。设计首先采用了培大苗密植的种植手

法，使整个机场路绿化种上去就有效果（图10），

随着苗木的长大，可逐步迁移，为城市提供苗木产

出，节约成本；第二是植物采用群落式种植，形成

管理粗放的生态林带（图11），减少养护成本，如

林缘线上种杜鹃，湿地处种水杉等；第三，选用的

植物宜粗放管理，如边坡上种植紫穗槐及宿根花卉

等（图12）。

3 设计创新及新品种的应用

3.1 艺术手法渗透应用

把景观绿带比作是一首欢快的交响曲，设计中

渗透了音乐的艺术手法；把因村道切断的绿地每块

作一个音节处理，用一定的配置方式把分散的绿带

串成乐章，赋予机场路在行车中有音乐的流动感，

产生律动和节奏[3]。在绿带前点缀三五成群的景观

大树（图13），成为加强音，而每段的过渡也采用

了音乐的渐变，使整个绿带似一首欢快的交响曲，

奏响杭州的未来（图14）。

3.2 打破行列式种植，采用自然式群落种植

考虑到机场路作为景观道路，不再采用一般高

速公路的行列式种植，而是采用颇有西湖风景园林

韵味的自然式群落种植，高低搭配，孤植、花海等

多种种植形式，形成统一中又有变化的景观绿带，

使其既自然又有序，简约大气（图15）。

3.3 空间上不再是直线，而是收放的S形曲线

植物绿地形成的空间不再是直线形的，而是在平

面上形成 S形空间，竖向上也形成起伏 S形空间，使

行车过程中形成收放自如、高低错落的空间形态，既

消除疲劳又带来不同的新鲜感，同时各个互通又在空

间上形成变化，有的密而成林（图 16），有的疏如草

坪（图 17），空间大开大合，极富情趣。

3.4 海绵城市概念的应用

在绿带设计中，引入了海绵城市的概念，首先

雨水的排放尽可能经过线状植草沟，并在植草沟与

人行道之间种植黑心菊等植物；第二是采用渗透性

好的种植土，使机场路雨水基本上能自然下渗，少

用雨水管，达到海绵城市的要求[4]。

3.5 新品种的应用

绿带设计中也用了一些新的品种如美国紫薇及

春唐樱等。美国紫薇打破一般单株的种植，采用地毯

式花海的种植方式，使 G20 峰会期间盛花怒放，峰

会后考虑到可持续发展适当梳理，春唐樱作为新品种

的应用已有 7年，其花期是普通樱花的 3倍，每年长

成 1m多，其花初春为白色向红色过渡，这些新品种

的应用赋予机场路景观有新的亮点，富时代气息。

4 结语

城市重要景观大道设计既重要又复杂，需要我

们从道路的本质来深入思考，高速路应采用大空间

尺度设计，宜简洁明快；提升道路应考虑与原有道

路及周边环境进行融合设计，建成的景观大道应管

理粗放，形成丰富的生态系统等[5]。杭州萧山机场

路提升工程提供了一些经验与借鉴，有待进一步的

探索提高。

机场路景观提升工程的完成，提升了杭州入城

口道路的品味，同时也改善了周边环境质量，并为

附近居民带来了生态效应。G20峰会的到来，为机

场路提供了一个让世界了解杭州的舞台，让杭州把

自然的原美呈现出来。

刚建成的机场路两侧景观，得到了各界的充分

肯定，国家重要领导人作了这样的评述：“G20峰

会，杭州作了很大的贡献，史无前例，机场路景

观，不仅满足了功能，更是一条亮丽的风景线”。

我们希望这条风景线，承载着杭州开放、典雅、包

容、大气的胸怀，宾迎四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更

加光彩夺目。

鸣谢项目组成员葛荣、范宝云、郑文、铁志

收、杨小女、周峰、陆宇清等在时间紧、要求高的

情形下度过的日日夜夜，精心设计，亲临现场，为

G20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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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G20峰会在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杭

州举办，许多重要的议题在西子湖畔举行。作为中

国和杭州的骄傲,“西湖”又将再一次向世界展示

它的魅力和风采。在这大背景下启动的西湖风景名

胜区道路景观整体提升工程，涉及了22条西湖风景

名胜区的主要道路，包括：杨公堤、北山街、南山

路、苏堤、白堤、孤山路、灵隐路、灵隐支路、普

福岭路、梅灵北路、天竺路、灵竺路、龙井路、龙

井支路、玉皇山路、莲花峰路、三台山路、满觉陇

路、虎跑路、九溪路、梅灵南路、玉泉路，其中作

为环西湖周边的杨公堤、苏堤、白堤、北山路、南

山路为重点。项目通过对西湖周边道路景观的整体

提升，让西湖能以更加典雅而热情，和谐而具特色

的面貌迎接2016年杭州G20峰会的到来（图1）。

1 前期思考

1.1 如何在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世界文化遗产双

重身份的西湖之上做景观绿化提升

自唐朝起，西湖的美丽就为众多的作家和艺术家

所称颂。苏东坡曾经说过，“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

有眉目，盖不可废也。”西湖如一块璀璨的明珠静静

的卧在杭城之侧。苏堤春晓，白堤桃柳，平湖秋月，

雷锋夕照早已闻名遐迩。西湖之美更是深深地印在人

们的心中（图 2）。2011 年第 35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西

湖成为中国第四十一处世界文化遗产，美丽的西湖在

杭州城市的发展中翻开了新篇章。如何认识西湖世界

文化遗产价值并对西湖做提升是一大难题和挑战；如

果把西湖风光比作一幅美丽的名画，如何在名画上晕

染新的笔墨，既能延续名画精髓又能使画作更加熠熠

生辉，值得设计师思考和探索。

1.2 如何与杭州G20峰会的主题相契合

2016年杭州G20峰会的主题是“创新、活力、

联动、包容”，景区则强调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

科技创新，景观提升应关注于生态与节约、国际与

传统的结合。杭州西湖在G20峰会的景观提升中应

做到生态、节约、国际、传统等要素有机结合在一

起。

1.3 如何确保项目的可操作性和实施性

西湖作为杭州最重要的旅游风景区，每天都接

纳着四面八方来的游客。作为整体景观提升工程，

涉及到景区几乎所有的道路和重要景点，如何制定

合适的设计和施工方案，做到尽可能降低对景区旅

游影响同时又要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在设计中必

须要充分考虑到可操作性和实施性。

2 本底调查

项目涉及西湖周边沿线整体景观，对项目做充

分全面的调查是整个设计的基础。设计从植物景

观、沿线建筑、水系河道、城市家具、交通组织等

几个方面对现状进行调查（表1、2）。

3 基本思路

一是统筹整体强调体系，对植物、建筑、标识

等方面综合考虑，实现景观整体提升；二是修旧如

初，提升细节，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格局，延续景

区风貌的精髓；三是略施粉黛不着浓妆，强调以务

实的角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小笔晕染”，不大

拆大改；四是统一协调，特色鲜明，让西湖风貌在

整体协调中突出区域特点。五是主次有别，远近结

合，保证提升工程的经济性、生态性和操作性。

4 策略及手法

4.1 在宏观层面上以西湖整体格局为依据，分

析各条道路的差异性并确定其景观特色，以延续

西湖风景名胜区名画的精髓。西湖在近2000年的变

迁中拥有了“两堤三岛”的景观格局、“西湖十

景”题名景观、西湖文化史迹与西湖特色植物，以

及“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空间关系。这些与西

湖的道路体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南线的柳

浪，苏堤的春晓，白堤的红桃、北山的法桐，龙井

的枫香、灵隐的云松及满陇的香桂，这些道路景观

融入了西湖整个景观格局当中。因此设计应在整个

西湖景区宏观层面上，在大的景观格局中延续西湖

的整体景观格局，延续西湖名画的精髓（表3）。

Polishing A Famous Painting With A Small Brush
Records On Improvement Roject Of Road Landscape In West Lake Scenic Area

张永龙  蔡夏乔 张唯 邹广青 / Zhang Yonglong  Cai Xiaqiao  Zhang Wei  Zou Guangqing

名画之上的小笔晕染
——记西湖风景名胜区道路景观整体提升工程

【摘 要】西湖风景名胜区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双重头衔，对其进行景观整体提升应慎
之又慎。呈现怎样一个让世人接受的“新”西湖景观？如何协调景观改造与风貌保留之间的关系？本文针对
设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结合自身心得，提出小笔晕染的理念。从植物景观提升、建筑风貌改造及标准化设计
几个方面试图对上述的疑问进行解答，也希望总结出适合风景名胜区道路景观提升的方法。
【关键词】西湖风景名胜区；杭州G20峰会；道路景观；整体提升 

Abstract: The West Lake is both a World Heritage Site and a recognized China's national park. Improving the West 

Lake landscape is crucial. How to constitute a public accepted "New" West Lake? How to balance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This report presents our experience in the design process and our responses to the issues we 

encountered. One of the concepts we explored is “polishing a painting with a small brush”, which advocates 

development at local level under the umbrella of conservation at regional level. Our approaches include improving 

visual quality of the park's vegetation system, redefining the scope of human landscape, and standardizing entire 

design process. We also hope this report serve a design guide to national park trail systems.

Key words: West Lake Scenic Area; Hangzhou G20 Summit; Road Landscap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图1  杭州西湖名胜区道路分布图

图2  西湖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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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道路基本情况调查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性
质等级

断面形式
宽度
（m）

长度
（m）

铺装材料 现有行道树 现有地被

1 杨公堤
景区主
干道

两板一带 20 3400 沥青、花岗岩 悬铃木
吉祥草，
龟甲冬青

2 灵隐路
景区主
干道

一板两带 15 3036 沥青、花岗岩
马尾松，
无患子

鸡爪槭、杜鹃

3 灵隐支路
辅助疏
散道路

一板 4-9 630 沥青、花岗岩 香樟、樱花 茶叶

4 玉皇山路 次干道 两板一带 20-25 5080 沥青、花岗岩
枫杨、紫
薇、桂花

黄杨、吉祥草

5 莲花峰路 支路 一板 10-13 660 沥青、花岗岩 香樟、桂花 沿阶草

6 南山路 次干道 两板一带 20-25 1590
沥青、花岗
岩、高湖石

悬铃木、枫
杨、桂花

常春藤、野蔷
薇、八角金盘

7 普福岭路 支路 一板 14 750 沥青、花岗岩 香樟 吉祥草

8 梅灵北路 支路 一板两带 10-12 2900 沥青 七叶树、朴树 书带草

9 梅灵南路 支路 一板两带 10-12 5000 沥青、混凝土 枫香、水杉 茶叶

10 满觉陇路 支路 一板 5 3000 沥青 桂花、香樟 沿阶草

11 虎跑路
景区主
干道

两板一带 21 3000 沥青 枫香 书带草

12 九溪路 支路 一板 3-8 4000 沥青、石板 枫香
菖蒲、沿
阶草、

13 天竺路 支路 一板 4 900 沥青、石板 七叶树、梧桐 书带草

14 灵竺路
景区主
干道

一板两带 10-15 670 沥青
香樟、朴
树、七叶树

书带草

15 龙井路 次干道 一板两带 7 2000 沥青、花岗岩
枫香、红
枫、桂花

沿阶草、杜鹃

16 龙井支路 次干道 一板两带 6-10 420 沥青，花岗岩 枫香、杜英、
沿阶草、
八角金盘

17 苏堤 步行道 一板两带 36 2800 沥青，花岗岩
香樟、无患
子、柳树

月季、杜
鹃、书带草

18 三台山路 支路 一板两带 11 1900 沥青，花岗岩
杜英、香
樟、桂花

金鸡菊、书带
草、常春藤

19 北山街
景区主
干道

混合式 16-36 3100 沥青，花岗岩 悬铃木 海桐，常春藤

20 白堤 步行道 一板两带 9 1000 沥青，花岗岩 垂柳、碧桃 草坪

21 孤山路 支路 一板两带 12 1000 沥青，花岗岩 悬铃木 梅花

22 玉泉路 支路 一板两带 5-6 900 沥青，花岗岩
无患子、
马褂木

杜鹃、山茶

表2 存在问题调查总结

植物景观

1、景区植物景观整体良好，道路绿化虽有特色，但不少存在植物景观同质化的现象。

2、 景区生长条件良好，植物非常茂密导致上层树木郁闭度过大，下层光照不足，导致地被

稀少，品种单一，色彩不足等现象。

3、 由于景区游客较多，存在地被被碾压践踏导致黄土露天等现象。

4、部分道路两侧的民居建筑缺乏绿化掩映，对道路景观产生较大影响。

沿线建筑

1、 景区道路两侧建筑风貌总体是和谐的，但仍有部分建筑存在违章搭盖、随意性大、风貌

混乱等问题。

2、 部分建筑的招牌、广告、雨棚、卷帘门等形式多样，不少已失修破损。

3、建筑经营占路的问题仍然存在。

表3 道路特色提炼

路名 特色行道树 规划特色地被 环境特色

杨公堤 悬铃木 兰花三七 以悬铃木为特色的西湖山水风光带

灵隐路 无患子、松树 杜鹃、蝴蝶花 “九里云松”禅林香道

灵隐支路 香樟、樱花 茶、栀子花 乡间茶园路

玉皇山路 枫杨 吉祥草、夏鹃 串接城市和山林的生态景观型道路

莲花峰路 香樟 红花檵木、沿阶草 朴素的山林休闲道

南山路
湖滨路

悬铃木 兰花三七、石蒜
以西湖山水与人文景观为特

色的城市休闲风光带

普福岭路 香樟、垂柳 麦冬、石蒜 山、水、茶格局的乡野休闲道

梅灵北路 七叶树、朴树 石蒜、藤本月季 山居及茶园为特色的山林风光带

满觉陇路 桂花、香樟 金鸡菊、醉蝶花 蜿蜒曲折的山林风光带

虎跑路 枫香、水杉 鼠尾草、南天竹 杉林高耸的会客之道

凤凰山西路 黄山栾树 云南黄馨、沿阶草 曲径通幽的宜人小道

九溪路 枫香、枫杨 沿阶草、金鸡菊 山林野趣、溪流潺潺的景观步道

天竺路 七叶树、梧桐 大蓟、波斯菊 上香古道、天竺香市

灵竺路 香樟、朴树 大花六道木、花叶蔓长春 庄重朴素的景区入口大道

龙井路 枫香 二月兰、金鸡菊 以秋季枫叶和茶田农居为特点的山村风光带

龙井支路 枫香 扶芳藤、花叶蔓长春 山水茶格局的乡野休闲道

苏堤
垂柳、碧桃、

无患子
月季、玉簪

南北向穿越整个西湖水域，
以六桥烟柳为特点

三台山路
香樟、枫杨、
构树、杜英

金鸡菊、蒲公英 花树繁茂的村舍旅游风光带

北山街 悬铃木 杜鹃 以悬铃木为特色的西湖山水风光带

白堤 垂柳、碧桃 草坪混播蒲公英 间株杨柳间株桃为特色的西湖风光带

孤山路 悬铃木、梅花 杜鹃、韭兰 以悬铃木为特色的西湖山水风光带

玉泉路
无患子、玉
兰、鹅掌楸

杜鹃、茶梅 延续植物园专类园景观特色及自然风貌

河流水系

1、经过多年西湖综保工程，景区水系景观整体形象良好。

2、部分水系出现淤积或水生植物侵占等问题，水流不畅。

3、局部驳岸和滚水坝坍塌破损，沿岸地表裸露存在水土流失等现象。

城市家具

1、标识标牌老化、破损，指示系统不完善，不清晰。

2、车档、绿化围栏、垃圾桶等样式众多，且布局不完善。 

3、路边各类设备箱众多，缺乏有效的遮挡或美化。

4、管理岗亭布局零散，样式欠美观。

5、公共电话亭样式老旧，且破损严重。

交通组织

1、 景区交通状况总体良好，但由于景区道路融入城市交通网络，在节假日容易出现流量过

大，产生拥堵。

2、局部交通流线组织不合理，人车不分，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3、停车场设置较为随意，停车管理不足，严重影响景区景观。



042

G
20

环
境
美
化
提
升·

IM
PROVEM

ENT OF ENVIRONM
ENT FOR G20

043

G
20

环
境
美
化
提
升·

IM
PROVEM

ENT OF ENVIRONM
ENT FOR G20

4.2 在微观层面上以务实的角度发现问题并提

出解决策略，对西湖名画小笔晕染增添色彩。设计以

详实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发现景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

有针对的提出不同的措施和方法（表 4、图 3）：

修损：针对道路广场等硬质铺装出现损坏的，

进行修复或替换。

疏浚：针对水系出现淤积或水生植物过量侵

占，通过清淤、重塑驳岸和调整植物的方式整治。

梳减：对于生长茂密严重阻碍视线的植物群

落，可在不影响景区总体风貌的前提下适当进行修

减，利于透景和借景，还有利植物的生长。

增补：植物颜色较为单调区域加强植物彩化，

在部分黄土露天的区域，根据现场生境补植适合植

物。

美化：对色彩单调，特色不明显的植物群落，

采用穿插彩叶及花卉植物进行提升。

整饰：针对建筑整治，包括拆违、清理广告、

粉刷，维修等内容。

更换：对破损的城市家具及小品（座凳、垃圾

桶、标识标牌、车挡、围栏等）重新设计替换。

5 主要内容及特色

5.1 植物景观提升

5.1.1 在整体风貌协调的基础上，突出不同道

路的植物景观特色。杨公堤植物景观以高大悬铃木

为主景，两侧自然山林和水岸植物做衬托，植物景

观以自然为主，色彩清淡素雅。北山街则以悬铃木

为上层，临湖一侧以草坪花镜为特色，植物色彩丰

富绚丽（图4）。白堤则延续原有的桃柳格局，两侧

为干净的草坪，以透雅为特色。苏堤则强调多样的

植物品种和开合的植物空间，四季有花可赏，植物

景观较为丰富。南山路则根据不同区位景观有所变

化，包括了山林景观和沿湖景观，以樱花和绿柳为

特色。道路在景区的大背景下各有自身的特点，丰

富景区植物景观。

5.1.2 强调重点与一般的结合，使植物提升更

为经济合理、具有可操作性。设计把重要道路的交

叉口，重要景点的周边区域以及重要建筑的出入口

作为绿化提升的重点。采用增加植物品种，配置花

镜，布置环境小品，打开视线空间等方法形成一处

处园林精品，突出重点。而对于一般区域则以恢复

补植原有植被为主，不做刻意的强调突出，同时清

除过于杂乱的植被，为目标植物的生长创造更好的

环境（图5）。

5.1.3 保持原有植物景观特色的基础上，小而

精的亮点有效提升道路整体景观。设计不片面追求

景观的焕然一新，而是追求从小处着手，对于关键

部位精心打造，对不足区域适当提升。让市民在熟

悉的环境中不经意地发现景观的变化。这种润物细

无声的方法犹如小笔晕染般让西湖这幅名画更加精

致和有韵味（图6），同时也是对西湖风景名胜区作

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尊重。

5.1.4 植物彩化是景区植物提升的“点睛之

笔”，量与质的控制关系到整体效果。景区现有

植物景观存在绿化有余色彩不足的情况，植物彩化

作为“点睛之笔”可有效解决景区现有植物景观绿

化有余、色彩不足的问题。植物彩化量与质的控制

表4 措施与实施纲要

措施 针对情况 具体方法

修损
道路广场等硬质铺装出现损坏 按原有铺装材料及形式进行修补

驳岸或滚水坝出现破损 按原有驳岸材料及形式修补

疏浚 水系出现淤积
清淤，若为自然水系边缘应自然放坡，满足水边安全深度
的要求。

生长茂密严重阻碍视线的植物群落；
不影响景区风貌及植物生长的前提上对植物进行修减，满
足视线要求。

梳减 植物空间过于郁闭，影响下层植物生
长的群落。

采用移植或去除植物的方式，形成较为疏朗的植物空间。

水生植物过量侵占水域 清理水生植物，采用种植池或水深控制等措施限制其疯长。

增补
黄土露天处、植物长势不良处
垂直绿化不足处

根据现场的生长环境，增加或补充适合的植物。

美化 植物色彩单调、特色不明显
根据道路特色，选择彩色植物，提升植物景观或强调重点
节点。

整饰
对道路沿线景观产生影响的建筑

根据建筑实际情况，采用拆违、清理广告、粉刷，维修破
损、统一构件、遮挡等方式

交通不合理处 结合实际交通情况，对人行交通及停车场进行优化调整

更换
硬质铺装效果较差

对铺装重新设计铺设
1、 车行路面做法：80厚石材面层、30厚1：2水泥砂浆、

200厚C20素混、250厚级配层、基层处理；
2、 人行路面做法：40厚石材面层、30厚1：2水泥砂浆、

100厚C20素混、150厚级配层、基层处理；

城市家具及小品效果较差 统一设计安装替换

尤为重要。在量的控制上做到不滥用花境，以免色

彩过多影响西湖的清雅气质；在质的控制上将立体

花坛、自然花境、彩色花带、容器花卉、结合环境

小品等多种手法灵活运用，做到自然而不刻意（图

7）。其中通过环境小品可把G20元素和中国文化

结合起来，同时还兼顾峰会期间及峰会后的花境效

果，积极引进适应杭州自然环境的新品种，采用新

技术，确保花卉在峰会期间达到最佳效果。

图3  景观改造策略图

图4  北山街绿化提升景观

图5  湖滨路绿化提升景观

图6  道路亮点绿化提升景观 图7  跨虹桥码头立体花境



044

G
20

环
境
美
化
提
升·

IM
PROVEM

ENT OF ENVIRONM
ENT FOR G20

045

G
20

环
境
美
化
提
升·

IM
PROVEM

ENT OF ENVIRONM
ENT FOR G20

5.1.5 处理好植物梳理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力

争达到合理的平衡。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植物生长环

境良好，长势旺盛，造成植被群落郁闭度过大，不

仅严重遮挡了景观视线，也对其他植物的生长造成

影响，在保护的前提之下适当做梳理和修剪显得尤

为必须。灵隐路上“九里云松”，传统以松林和杜

鹃为主要特色，但目前其他乔木如香樟的生长过于

强势，严重影响了松林及杜鹃的生长，应从保护景

点特色的角度出发，对非特色乔木适当进行梳伐，

打开空间为松林营造更好的生长环境，达到保护与

梳理之间的平衡（图8）。

5.1.6 积极参与养护难题的研究，使得设计更

有针对性。对于白堤上的柳树生长欠佳的问题，至

今尚未有效的办法解决，为确保近期的实施性和效

果，采用2×2m不锈钢种植池，通过局部换土营造

良好的土壤环境，为柳树的健康生长提供局部的足

够养分（图9）。

5.2 建筑风貌整治

建筑风貌整治是景区景观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10）。景区道路沿线的建筑类型多样，包括景

观亭廊、商店、机关、住宅和民居等。沿线的建筑

大部分风貌与环境相融，但部分建筑存在破损、风

表5 北山街建筑整治措施(部分)

序号 门牌号 名称 改造效果 备注

1
北山街
2号

望湖楼
均为构建修损及更
换，外立面不做调整

清理屋面，做法按小青瓦屋面(灰沙座浆)、刚
性屋面、钢丝网屋面找平层厚3cm、三元乙丙丁
基橡胶卷材、20mm厚屋面板；美人靠制作坚芯
式49m，挂落制作五纹头、宫万式371m；香樟
木垂花柱36个，仿古式木门窗更换192m2。

2
北山街
10-12号

景胜国际青年旅
社、碧连天商
店、酒旗风餐
厅、彩云轩酒楼

 
屋面破损木基层更换；阳台清理杂物及多种盆
栽,更换阳伞；清理晒场及商店私搭乱建雨棚等
设施；统一青砖贴面50m2。

3
北山街
30号

 

围墙栏杆破损30m2；阳伞更换4个；晒场清理违
建拆除50m2；屋面清理杂物，屋面破损木基层
更换，含木椽、望板、木桁等规格尺寸参照原
有。

4
北山街
35号

海临馆

沿街立面为围墙，外
立面不做调整，仅对
局部粉刷清理，部分
破损修复

围墙清理，围墙抹灰面铲涂料后重新抹灰找
平、外墙丙烯酸涂料、墙裙黑色水泥漆；花
窗破损修损；破损瓦脊修损；入口铁门油漆
10m2：铁门去锈，喷深黑色氟碳漆。

5
北山街
36号

省庐

沿街立面为围墙，外
立面不做调整，仅对
局部粉刷清理，部分
破损修复

围墙更换破损青砖；花窗破损修损10m2：破损
琉璃瓦花窗更换；入口铁门油漆10m2去锈喷深
黑色氟碳漆。

6
北山街
38号

秋水山庄

建筑风貌较好，外立
面不做调整，仅对局
部粉刷清理，部分破
损修复

围墙更换破损青砖；围墙破损花窗更换灰色水
泥漆；入口铁门10m2去锈喷深黑色氟碳漆。

格凌乱、搭盖随意等现象，影响景区形象。

5.2.1 尊重原有风貌，以小入手体现小笔晕

染。建筑整治不采用大拆大建，而是在尊重原有风

貌的基础上，通过广泛细致的现场调查，对所有存

在的问题一一进行处理。这种小而全的处理手法，

体现了小笔晕染的设计思路，也是对西湖风景名胜

区的景观提升慎之又慎的态度。

5.2.2 采用多种措施，从细节入手强调干净整

洁。采用拆违、清理广告、粉刷、维修破损、统一

构件、遮挡等措施，对建筑墙面、屋顶、窗户、广

告及空调机位等部位进行整治，让建筑风貌更加干

净整洁，与景区环境协调（表5）。

5.2.3 根据建筑实际情况，灵活采用整治方

式。整治方式不一刀切，而是根据建筑区位、权属

关系、原有特征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对建筑店招

的整治中，对于主要道路及一般商家的招牌可相对

统一，对于次要道路及农居农家的招牌，在总体整

洁的基础上保留一定的个性，更具生活气息（图

11、12）。

5.2.4 提炼景观元素，建筑在统一中有特点。

整治在原有风貌的基础上，根据每条道路的特色提

炼有代表性的景观元素加入节点。南山路因该路净

慈寺的佛教氛围而在店招中加入了“卍”字图案；

满觉陇路因“满陇桂雨”而加入桂花的图案；龙井

路因龙井茶而加入茶叶图案等等。设计在总体统一

的基础上，每条路仍有自身特点，更为精致和具识

别性（图13）。

5.2.5 制定详细的整治标准，强调实施的可操

图9  白堤桃柳格局

图11  北山街建筑立面整治2

图13  南山路民居立面整治

图8  灵隐路“九里云松”

图10  北山街建筑立面整治1

图12  北山街商店立面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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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项目设计提出非常明确的要求，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和实施性。设计提出：帖面式招牌，牌高与店面层高比不大

于1：4，牌下缘离地大于2.2m；外挑式招牌，挑出墙面不大

于0.6m，宽度不大于0.3m，高度不大于层高，下缘离地大

于2.4m；原则上一个店面设一处户外招牌，必要时允许再设

一块图案形式LOGO等。

5.3 标准化设计

由于管理属性及使用年限各不相同，景区中许多城市家

具存在形式混乱摆放随意等现象，对景区景观带来负面影响。

设计针对数量众多且“不起眼”的垃圾房、车挡、绿化栏杆

和临时管理房等城市家具提出了标准化设计，对多条道路采

用相对统一的设计手法，在满足原有功能要求的前提下有效

的解决家具混乱各自为政的现象，使景观更加简洁清爽。在

实施过程中并未采用完全相同的形式，而是根据不同的位置

提供了可选方案，加强了项目的操作性（图 14、15）。

6 结语

风景名胜区的道路景观提升具有特殊性。首先景区原有

的自然植被和资源丰富多样，设计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利用和改造方案。其次风景名胜区备受社会关注，

且受到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的约束，对景区的改造应小心谨

慎。正是基于以上考虑，该项目的改造提倡宁少勿多、宁小

勿大。在植物提升、建筑风貌整治、城市家具设计等方面都

经过充分调查，从小入手，多点共进。

通过西湖风景名胜区道路景观整体提升工程，细心的人

们会发现经过整治，景区色彩丰富了，特色鲜明了，面貌干

净了，道路好走了。这些变化似乎微不足道，但变化确确实

实发生了（图16）。在西湖这幅世界公认的名画之上进行景

观改造提升，切不可大刀阔斧、随性泼墨，而应小笔轻抹、

淡彩晕染。

项目组成员：张永龙、郑伟、段俊原、李华峰、魏成、

胡玲、铁志收、卓荣、潘春明、郭恺、蔡夏乔、徐筱婷、沈

施建、徐宇航、卢嘉、张唯、周婷、雷晗辰、李石磊、刘志

聪、吕丹、蔡政昕、李晨然、崔超、赵红亚、邹广青、王

璐、赵婷婷、屠明锋、汪柯云、董政、金晶、侯方伟、林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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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调集在杭投降日军，就杨公堤修筑西山马

路，自岳坟南沿里六桥北之三桥，绕丁家山西麓至

张仓水墓前，辟为环湖西路，命名“凯旋路”。

一九四九年十月后，重新修筑堤路，改成水泥路

面，两旁种植行道树，间植桂花，并征用路两侧各

20m土地，种植水杉，蜿蜒成带[2]。”可见，自1949

年后，杨公堤两旁即已种植绿带，形成景观特色。

后经历西湖综合保护提升工程，杨公堤的绿化景观

得到不断提升。悬铃木为行道树，一到秋天，渐次

变黄，漫天的黄叶飞舞，仿若一场“梧桐雨”，将

路面染成金色。中层种植鸡爪槭、红枫、美人茶，

为整条杨公堤添上点点红色，可谓是杭城秋季最美

道路之一。

1 梧桐一叶而知秋——杨公堤概况

《西湖游览志》有云杨公堤，里湖西岸者是

也。知府杨孟瑛既开西湖，遂筑此堤，增建六桥，

俗称里六桥是也。然近北山三桥，宋时已有之，杨

公所筑，特南山三桥耳，惜其名不立，无以匹配苏

堤，今擬定之[1]。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杨孟

瑛出任杭州知州，面对当时官府对西湖废而不治，

且任豪门占湖为田的恶劣风气，杨孟瑛力排众议，

上书朝廷，于1508年开始疏浚西湖，所挖淤泥，筑

成了一条与苏堤相对，北起灵隐路，南至虎跑路的

长堤。后人为纪念杨孟瑛 ，称此堤为“杨公堤”，

堤上六桥为“里六桥”。

《西湖志》有云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浙江

图14  建筑招牌特色

图15  管理房标准做法

图16  绿化栏杆标准做法

The Fairyland With Flowers And Plants
Discussing  About The Concep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Colorized Project At Northern 

Yang Gong Causeway

唐宇力  朱 炜  隆晓明  倪晓明 / Tang Yuli  Zhu Wei  Long Xiaoming Ni Xiaoming 

瑶草琪花  人间仙境
——浅谈杨公堤（北段）彩化提升工程构思及实践 

【摘 要】G20杭州峰会杨公堤彩化提升工程（北段）设计结合杨公堤现有环境，围绕“创新、活力、联
动、包容”的设计主题，采用“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以自然式的设计及布置手法，将杨公堤
（北段）的重要节点通过花境、摆花的方式串珠成链，打造瑶草琪花、人间仙境的景观效果。
【关键词】杨公堤彩化；花境；摆花；自然

Abstract: The colorized project for the summit of G20 at northern Yang Gong causeway was designed by an idea about 

imitating nature and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which based on accomplished built 

environment and inherited a theme namely innovation, vitality, linkage and tolerant. Furthermore, the project also 

adopted naturalistic methodology to design. Important nodes of this section at Yang Gong causeway associated with 

layout of flowerpots were designed to be a wonderful landscape like in fairyland with flowers and plants.

Key words: Artificially Colorized The landscape At Yang Gong Causeway；Surrounding With Flowers； Flowerpots；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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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公堤（北段）全长1900余m，北起北山路，

南至龙井支路。沿线有曲院风荷公园、郭庄、杭州

花圃、西湖国宾馆、金溪山庄等，是G20峰会活动

最重要道路之一。20国集团（G20）是一个国际经

济合作论坛，于1999年9月25日由八国集团（G8）

的财长在华盛顿宣布成立，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

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由原八国集团以及其

余12个重要经济体组成。此次G20峰会于2016年9

月4-5日在杭州召开，为重点凸显峰会期间杨公堤

（北段）景观特色，在彩化提升设计中，考虑原有

道路景观的基础上，结合西湖人文自然景观，营造

清新典雅、花团锦簇的景观效果，尤其是通过季相

表现加强彩化的效果，是本次设计的重点。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设计理念及植物配置

手法

2.1 设计理念

苏东坡曾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

目，盖不可废也。”西湖，见证着杭州这座城市兴

衰更替，更是杭州的根与魂。1000多年来，西湖展

示了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也体现了自然景观

与历史文化的互融互渗，是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

杰作[3]。

杨公堤彩化提升工程设计的整体构思，在保持

现有景观特色的基础上，围绕G20峰会“创新、活

力、联动、包容”的主题，以自然花境作为主要表

现手法、适当布置摆花，通过以点连线，以线带面

的方法串联起三角花坛、曲院风荷、金溪山庄、郭

庄及丁家山转盘等几处重要节点，并根据各个节

点的环境特色，融入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元

素，达到人与景的自然融合，诠释诗画山水，人间

天堂的意境。 

2.2 植物配置手法

杨公堤花卉布置在表现手法上，主要从种植方

式、色彩搭配、季相景观等方面进行考虑，以呈现

出精细化的植物景观。

2.2.1 自然式的种植形式

此杨公堤（北段）彩化提升设计的花境布置，

主要采用了自然花境种植形式，以组团的方式将植

物成丛种植，高低错落、疏密得当，相对单一的色

块的花境布置，更显灵动、雅致。

2.2.2 多样的植物种类

G20峰会召开之际，正值夏末秋初，此季节盛

开的花卉品种相对较少，经过多次反复挑选，最终

选用姜荷花、醉蝶花、五星花等在这个季节能够盛

开的花卉品种，及红枫等色叶树种300余种。此外，

为了更好地展现景观效果，还采用了现代化的技术

手段对花境中的部分植物进行花期控制等（详见表

1）[4]。例如在8月初对花境中的紫薇进行了花后修

剪，8月底，紫薇达到盛花期，开花率达80%，满树

繁花，花团锦簇。在8月10日左右，对花境中的红

枫进行了摘叶，摘叶后，对红枫施薄肥，并加强浇

水，增加浇水频率，保持正常养护，至9月初，红枫

树叶全部转红等。

2.2.3 精致的色彩搭配

色彩，是花境的重要组成元素。精致的色彩搭

配，更能勾起人们对美的享受，创造出更强烈的视

觉冲击。在此次杨公堤（北段）彩化提升工程设计

中，考虑到G20峰会的特殊背景，既要体现出喜迎

峰会的热烈氛围，又要展现出西湖充满诗情画意的

特殊韵味。因此，在植物的配色中，以橙、黄、

粉的暖色系植物作为主色调，冷色系的莳花作为点

缀。如丁家山转盘花境中局部使用的三角梅，明亮

耀眼的亮玫粉色起到视觉焦点的作用；淡粉色的五

星花作为过渡色系，与黄金菊、鼠尾草等形成了色

阶过渡。冷、暖色交错搭配，加强了色调的对比和

衬托。

2.2.4 丰富的植物层次

在植物配置时，上层种植红枫、树桩紫薇、叶

子花（三角梅）乔灌木等，中层种植美人蕉，醉蝶

花、观赏草等，下层种植五星花、硫华菊、香彩雀

等莳花，根据植物的不同形态特征，进行高低错

落的搭配，在植物之间营造不同维度多重的视觉感

受。

3 琪花渐欲迷人眼——重要节点设计实践

3.1 杨公堤三角花坛自然花境

三角花坛位于北山路和杨公堤交叉口，花坛面

积较大，景观现状由草坪、花境、假山、流水等元

素构成，正北（北山路）方向以假山、流水为主要

表1 主要花境材料名录

编号 名称 学名 科名 观赏性

1 六道木 Abelia biflora 忍冬科 观叶

2 红枫 Acer palmatum  v. 'Atropureum' 槭树科 观叶

3 鸡爪槭 Acer palmatum 槭树科 观叶

4 玉簪 Hosta plantaginea 百合科 观叶

5 黄金间碧竹 Bambosa vulgaris 禾本科 观叶

6 斑叶芒 Miscanthus sinensis 'Variegatas' 禾本科 观叶

7 花叶芒 Miscanthus sinensis 'Strictus' 禾本科 观叶

8 小兔子狼尾草 Pennisetum alopecuroides 'Little Bumny' 禾本科 观叶

9 柔穗狼尾草 Pennisetum alopecuroides cv. 禾本科 观叶

10 紫叶狼尾草 Pennisetum setaceum 禾本科 观叶

11 千层金 Melaleuca bracteata 桃金娘科 观叶

12 金边吊兰 Phnom Penh Chlorophytum 百合科 观叶

13 香彩雀 Angelonia salicariifolia 玄参科 观花

14 夏堇 Torenia fournieri 玄参科 观花

15 翠卢莉 Aphelandra ruellia 爵床科 观花

16 大花海棠 Begonia benariensis 秋海棠科 观花

17 三角梅 Bougainvillea glabra 紫茉莉科 观花

18 美人茶 Camellia uraku 山茶科 观花

19 醉蝶花 Cleome spinosa 白花菜科 观花

20 波斯菊 Cosmos bipinnata 菊科 观花

21 硫华菊 Cosmos sulphureus 菊科 观花

22 松果菊 Echinacea purpurea 菊科 观花

23 黄金菊 Euryops pectinatus 菊科 观花

24 百日草 Zinnia elegans 菊科 观花

25 金光菊 Rudbeckia laciniata 菊科 观花

26 姜荷花 Curcuma alismatifolia 姜科 观花

27 八仙花 Hydrangea macrophylla 虎耳草科 观花

28 湿地木槿 Hibiscu smilitaris 锦葵科 观花

29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千屈菜科 观花

30 千屈菜 Lythrum salicaria 千屈菜科 观花

31 五色梅 Lantana camara 马鞭草科 观花

32 五星花 Pentas lanceolata 茜草科 观花

33 荷花 Nelumbo nucifera 睡莲科 观花

34 比利时杜鹃 Rhododendron hybridum 杜鹃花科 观花

35 鼠尾草 Salvia japonica 唇形科 观花

36 再力花 Thalia dealbata  竹芋科 观花

37 美人蕉 Canna indica 美人蕉科 观叶、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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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南面（杨公堤）则是大面积的色块花坛。由

于景观整体、连贯性不够，且缺乏意境。故针对现

状及实地环境特色，提升设计将假山、流水作为视

觉轴线的中心，对原有遮挡视线的灌木进行迁移，

采用混合花境结合大面积草坪的布置手法，营造大

场景的花境效果，并对三角花坛作了延伸，在周边

的草坪上错落地营造了几个小花境，与中心花境形

成呼应，真正实现了360°无死角，使得视线上更

为开阔、饱满。在植物配置上选择了花型自然、飘

逸，色彩艳丽的花材。如叶子花(三角梅)、紫薇、

醉蝶花、松果菊、大花木槿、美人蕉、香彩雀、大

花海棠（比哥）、超级凤仙（桑蓓斯）、金光菊等

一大批时令花卉，以红、粉色系为主色，使得整座

三角花坛变得浓妆淡抹、清新亮丽。除此之外在现

有假山、流水的基础上结合雾森装置，增强视觉效

果之外，融入听觉、触觉效果，营造烟雾缥缈的人

间仙境氛围。同时又增加了夜晚的灯光效果，使得

三角花坛呈现出与白天不一样的景观，在宁静、秀

美为主基调的夜景灯烘托下，花坛变得如梦如幻，

充满诗情画意。

3.2 曲院风荷公园一号门、三号门入口摆花

曲院风荷节点提升设计主要以摆花为主，重点

区域集中在一号门和三号门入口。其中，一号门作

为曲院风荷的主入口，其摆花主要是通过摆放盆栽

荷花及水生植物，集中体现了曲院风荷的“观荷”

主题，以突出曲院风荷莲叶田田，菡萏妖娆的特

色；而相对一号门入口而言，三号门入口狭长且面

积较大，因此摆花以大门入口为视觉中心，左右两

侧设计两条不对称的“八”字型曲线造型，植物配

置以盆栽竹、观赏草、金姬小腊、千屈菜等植物结

合曲院风荷三号门的景观现状形成高低错落、富有

层次的视觉效果，犹如自然纽带，婀娜多姿，寓意

广开大门迎五湖四海贵客之意（图1）。

3.3 曲院风荷二号门入口自然花境

曲院风荷二号门入口节点设计，根据自身绿地

环境特色，布置荫生花境，通过布置低矮的宿根

植物，并结合通道两侧较阴的环境，保持通透的效

果。在植物的选择上，主要以蓝、白色花卉为主基

调，色系清新，与杨公堤三角花坛形成鲜明对比，

别具特色（图2）。

3.4 金溪山庄宾馆主入口自然花境

金溪山庄主入口现状与曲院风荷三号门相似，

原有景观以常绿灌木为主，缺少色彩点缀。提升设

计将原有灌木进行重新布置，增加红枫等色叶树

种，并添植花叶美人蕉、鹤望兰、五星花、大花海

棠、蓝雪花等以淡雅色系为基调的花卉植物，加强

层次感，营造清新自然的景观效果（图3）。

3.5 郭庄入口及丁家山花坛自然花境

郭庄入口节点位于郭庄景点门口两侧绿地区

域，其彩花提升设计秉承人文、传承的理念，在

原有两侧乔、灌木的基础上，增植红枫、竹子等植

物，与郭庄的粉墙黛瓦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图

4）。丁家山转盘原为木本花境，在此次提升中，保

留了原有的红花機木、红枫、紫薇等木本植物，并

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大量的草本花卉，与杨公堤三

角花坛遥相呼应（图5）。

3.6 杨公堤花带与景桥挂花

杨公堤北段一共有环碧桥、鎏金桥、卧龙桥、

隐秀桥四座桥，既是连接北山路与杨公堤的重要

道路，也是沟通湖西航道与茅乡水情的主要景观，

市民游客都纷纷驻足拍照，成为杨公堤上的重要节

点，串联起各个花境景观。杨公堤花带位于环碧桥

上桥口中央分车带，种植三角梅、硫华菊、五星花

等花卉，运用自然花境手法配置，形成一条靓丽的

花带（图6）。景桥挂花采用大花海棠与花叶长春

藤，做成一个个别致的花箱，成排挂在桥体上。微

风拂过，常春藤的枝叶轻轻飞舞，与红色的大花海

棠交相辉映，在远处层峦叠翠的黛山及碧波粼粼的

湖面的映衬下，平添一抹杏色,为整条杨公堤增加了

浓浓的节日氛围（图7）。

4 结语

在G20峰会期间，杨公堤（北段）彩化提升工

程得到了专家、市民和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并

在G20峰会的彩化提升工程中起到了示范作用。杨

公堤三角花坛花境获得了2016杭州市城区绿化G20

图2  曲院风荷二号门入口自然花境  （王山摄）

图4  郭庄入口自然花境 （汪宏摄）

图1  曲院风荷三号门入口摆花  （倪晓明摄）

图3  金溪山庄入口自然花境  （倪晓明摄）

图6  杨公堤花带（王山摄）图5  丁家山花坛自然花境 （王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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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自然花境”一等奖，杨公堤2016杭州市城区

绿化G20峰会节点彩化获得“节点花卉布置”一等

奖。并多次在浙江卫视、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杭

州电视台明珠频道、浙江经济生活频道、浙江公共

新闻频道、《钱江晚报》、《都市快报》、《青年

时报》等杭城各大媒体进行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

在杨公堤（北段）彩化提升工程的实施过程

中，我们采用自然式的种植手法、精致的色彩搭

配、合理的植物优化配置等方法，并结合现代多元

化的表现形式，营造了杨公堤瑶草琪花，人间仙境

的景观效果。同时，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积累了

不少的施工经验，锻炼了人才队伍，提升了花境的

设计及布置水平，为今后的园林工作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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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景桥挂花 （王山摄）

Paradise On Earth, Perfect Together
Shape Analysis Of Stereo Flower Bed On Welcome Wharf For G20 Hangzhou Summit

 汪雨青 / Wang Yuqing 

天上人间，花好月圆
——G20杭州峰会迎宾码头立体花坛解析

【摘 要】立体花坛之美取决于五大要素：1、构思、立意新颖、2、造型独特3、尺度得当、4、色彩统一
5、意境深邃。本文以此五大要素阐述了立体花坛“花好月圆”从构思到制作完成的整个过程。
【关键词】立体花坛；构思；造型；尺度；色彩；意境

Abstract: The beauty of stereo flower bed depends on five elements: 1, conception is creative, 2, shape is unique 

3, scale is proper 4, color is harmony 5, and meaning is profound. The idea is the mental state, is a system of 

the present, center level and materialization of holistic thinking activities. While conception is a spirit of a work. 

Shaping refers to the shape of the specific image of the object; the scale general represent the size of objects; color 

principles - to achieve a unified color. Meaning is a kind of realm that can be understood by people and is difficult 

to be explained by words. Five elements are indispensable, in which meaning is the most difficult.

Key words: Conception；Shaping；Scale；Color；Meaning

湖夏末、初秋特有的景色用立体花坛的形式表现出

来，如何使与会嘉宾被眼前的园林作品吸引，如何

展现园艺作品的最高境界成为本设计需要解决的重

要问题。西湖从盛夏到初秋，连绵的荷花吸引了络

绎不绝的游客前来欣赏，本作品又地处苏堤跨虹桥

码头边大草坪处，码头周边柳树成荫，荷花围绕，

根据此地理环境，作者以西湖夏季特色花卉荷花作

2016年9月4-5日，作为“全球最具决策力的首

脑级峰会”——G20国际峰会，落地杭州。为了迎接

贵宾们的到来，西湖景区各管理处对属地范围内绿

化进行了彩化美化的提升，北山路、南山路、杨公

堤等景区主要道路以自然花镜、花带的布置手法美

化环境；钱江一桥入口、少年宫广场、涌金广场、

苏堤跨虹桥码头等主要景观节点则以各种造型的立

体花坛烘托迎宾氛围。其中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岳

庙管理处在苏堤跨虹桥码头区域创作的一组大型立

体花坛“花好月圆”吸引了无数人的视线，它为G20

峰会的召开增添了些许婉约与深邃，淡雅与静谧，

更为跨虹桥迎宾码头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风韵。

1 构思、立意

构思就是神思，是一个呈现着系统性的、有中

心及层次的、物化的整体性思维活动，而立意则是

一个作品的灵魂。

如何把作品融入西湖诗情画意的环境中，把西

立体花坛局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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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次设计的重要元素，展开联想，同时作品又引

入“月亮”这一元素与连绵的荷花相映成趣，使整

个作品与周边的荷花景观相互衬托，以呈现西湖夏

季“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独特韵

味，并以“花好月圆”点题，以此表达了对G20与

会嘉宾的热烈欢迎，以及对G20峰会圆满成功的美

好祝愿，可谓立意突出，构思巧妙。

2 造型塑造

造型，是指塑造物体特有形象。造型之美在立

体花坛的设计和制作中是首当其冲的，它决定了整

个作品的外观是否具有观赏性，是否能被广大嘉宾

及专业人士所接受，也是检验作品设计者设计水平

以及鉴赏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为灵动呈现“花好月圆”人文主题，凸显“荷

花”主基调，整座高达7m、长约40余m的立体花

坛钢架结构，均由作业人员以纯手工方式对全场基

础钢条进行切、割、掰、拗预加工作业后，比选最

佳尺度比例搭设而成。3朵大型主荷花、1朵俏皮花

骨朵、1个灵动莲蓬近11片飘逸荷叶造型，每个细

节手造雕琢，每处尺寸随检随校，特别是每片荷叶

叶边，都经精细打磨，造型逼真，根据所处空间尺

度，整个作品又分成高低错落，大小不一的几个组

合，其中以托举明月剪影造型的一组大型荷叶组合

为主景，在最大的荷叶上托举着一轮“明月”，明

月中镶嵌朵朵祥云，围绕植物造型的雷锋塔，与湖

对岸的“雷峰夕照”实景遥相呼应。在月亮的左边

烈的冲击，突出了作品在创作与设计上对尺度的艺

术性的把握。             

4 色彩统一

有了独特的造型，合适的尺度，色彩的搭配亦

是整个设计作品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与形状相比，

色彩更能引起人的视觉反映，创造出富有性格、层

次和美感的空间环境。“花好月圆”选择了绿色系

列作为主色系，配以少许暗红色、黄色、白色，使

整个作品色调既和谐统一又有一定变化。立体花坛

插作的主要植物材料是五色草，五色草品种丰富，

有绿草、黄草、大叶红、小叶红、黑草、白草等。

本立体花坛主体部分以绿草和黄草为主，白草、红

草等五色草进行点缀。基部的配花也以盆栽荷花为

主，配以大色块的观赏草、千屈菜，简洁的色彩使

整个作品更显深邃厚重。

由于与会嘉宾是在夜晚登上跨虹桥码头，所以

作品还配置了夜景灯光，为了使夜景效果达到极

致，灯光设计师设计了无数套灯光效果，有绿色

系、红色系、蓝色系、紫色系，暖色系、冷色系

等，最后在专家及领导讨论研究后，130余盏LED射

灯通过明暗对比、光影交错形成淡粉色、淡绿色、

立体花坛局部效果

“花好月圆”几个字突出了主体，整个立体花坛

的造型疏密有致、线条优美、内容丰富、整体感强

烈，富有艺术特色。 

3 尺度恰当

如果说造型之美在立体花坛中首当其冲，那么

尺度得当则是立体花坛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空间的不同尺度传达不同的空间体验感。小尺度适

合亲密宜人的小空间，大尺度则气势壮阔、感染力

强。

由于作品搭建在长100余m，宽20m左右的大

草坪上，背景是高大的乔木林，离湖岸的距离约

40m，为了取得嘉宾们登岸后的最佳观赏效果，经

事先实地放样，“花好月圆”整体高度定为7m，长

定位40m，占地面积450m2。其中最大的一片荷叶造

型直径达到6m，最小的荷叶也有2m的直径，同时

配以一轮直径达到5m的“明月”剪影，使整个立体

花坛在长度、宽度、高度上与环境取得最佳融合。

除了整体尺度要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外，作品中各个

制作元素之间的尺寸、比例也是整个作品是否能够

成功的重要条件。为了保证效果和作品的牢固度、

安全度，根据设计方案，根据结构图现场配置不同

规格的角钢焊制支撑骨架, 再以钢筋制作立体花坛

轮廓, 钢筋的间距以10cm为宜, 过密则不便于后

期植物栽植,过稀则栽培基质易漏出,立体花坛易变

形。故在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结构设计图进行施

工,防止比例失调。整个作品的尺度给人以视觉上强

立体花坛雾森效果

暖白、蓝色满天星等交替色彩，“独家定制”的造

型追光灯则照亮花坛上的皎洁明月，流光溢彩、美

轮美奂，犹如人间仙境，令人叹为观止。    

5 意境营造

造型、尺度、色彩是决定整个立体花坛是否具

有可观赏性的重要因素，意境深远则是评判作品是

否具有更高境界的重点所在。意境，是指一种能令

人感受领悟、意味无穷却又难以用言语阐明的意蕴

和境界。意境的最终构成²是由创作和欣赏两个方

面的结合才得以实现的。创作是将无限表现为有限

²百里之势浓缩於咫尺之间²而欣赏是从有限窥视

到无限²於咫尺间体味到百里之势。正是这种由面

到点的创作过程和由点到面的欣赏过程²使作品中

的意境得以展现出来²二者都需要形像和想像才能

感悟到意境的美。

“花好月圆”，创作的就是一抹迷蒙柔美的夜色，

一溜澄如玉盘的圆月，满塘浓淡相宜的碧荷，清风明

月，荷叶田田。而让人联想到的则是“花儿正盛开，

月亮正圆满”的美好寓意，更是对 G20 峰会圆满成

功的美好祝愿。同时，荷、和同音，向峰会嘉宾表明

缔结纯洁友谊、以和为贵、世界和谐的美好祝福。

立体花坛夜景灯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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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还装有120个雾森喷头，根据空间层次、

观赏侧重面，疏密有致地分布于绵绵荷花中，释放

的雾气充盈着整个花坛，忽而蠢蠢欲动，忽而激烈

涌动，荷花明月也随着流动的雾气摇曳生姿，雾气

向四周缓缓蔓延，以一种“润物细无声”之势弥漫

进嘉宾的心灵，它与夜景灯光相互配合，营造了一

出“天上人间，花好月圆”的美好景致。

构思立意、造型、尺度、色彩、意境五大要素

成为立体花坛成功的必备条件，它们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尤其在意境方面的把握，更加需要设计者

具备深厚的专业功底，敏锐的艺术鉴赏力以及浓厚

的文化修养。而意境则需要立意作为引导，好的构

思与立意使人充满无限遐想，为作品意境的营造展

开铺垫。富有艺术特色的造型、比例适当的尺度、

完美和谐的色彩则为意境的准确传达奠定了基础。

此次立体花坛很好的把握了这五个要素，每个要素

都运用得当，恰到好处。整个作品充满浓浓的江南

韵味使人流连忘返。

G20峰会的召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

台，让更多的园林人能够在这场举世盛会中一展所

长，呈现出许多高水平的园艺作品，并通过相互之

间的学习交流，共同提高园艺水平，使我们的园林

事业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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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花坛夜景灯光局部

杭州西湖音乐喷泉位于杭州西湖湖滨三公园，

长126m，宽60m，始建于2003年新湖滨改造时期，

12年来由于极高的演出频率导致高损坏率，音乐喷

泉在设备材料、控制系统的软硬件等方面，都已老

化陈旧。尽管在2007年、2008年、2011年对西湖音

乐喷泉做过提升改造，但都是小修小补，哪里出现

问题修哪里。本次改造，主要是利用围堰手段，全

面改造喷泉控制系统，同时对电力、空调、音响等

配套设施进行更新升级。

杭州西湖音乐喷泉提升完善项目在设计初期就

将整体喷泉设计理念定位为“大气、秀美、国际一

流”。作为提升完善项目，更要注重在原始设计的

Analysis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Highlights Of The Improvement 
Of West Lake Musical Fountain

郭柳佳  赵 鑫  陈 瑛 / Guo Liugia Zhao Xin  Chen Ying

西湖音乐喷泉提升改造的难点与亮点剖析

【摘 要】杭州西湖三公园音乐喷泉提升完善项目从2015年10月8日起关停改造至2016年4月底全面完
工，主要是利用围堰手段全面提升改造喷泉控制系统，对电力、空调、音响等配套设施进行更新升级。提升
改造后西湖音乐喷泉绚丽、多姿、唯美，给人完美的视觉享受，赢得了专家、学者及广大市民游客的一致好
评。
【关键词】西湖；音乐喷泉；提升；难点；亮点

Abstract: Musical Fountain improving project of the third Park in Hangzhou West Lake was conducted from October 

8, 2015 to the end of April 2016, which completed the improvement of fountain control system, electric power, air 

conditioning, audio and other facilities. The project made West Lake musical fountain became gorgeous, colorful, 

beautiful and won praise from the experts, schola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visitors.

Key words: West Lake; Musical Fountain; Improvement; Difficulty; Highlight

西湖音乐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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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融入喷泉最前沿技术，比如新增气爆喷泉、

矩阵式气动水膜喷泉、弧线形变频喷泉，以及伺服

二维数控喷泉、大功率LED灯等，让音乐喷泉的花

样更多，技术更先进，尽力将音乐喷泉表演的震撼

力、感染力进行最大程度的提升。

自去年10月8日关停改造至今年4月底全面完

工，西湖音乐喷泉提升改造工程经过整整半年多的

艰辛奋战，终于在5月份再度回归公众视野。此次西

湖音乐喷泉提升改造按不同专业工种分成音乐喷泉

主体工程、附属的围堰工程、电力设施扩容改造工

程三个标段。主要施工内容是喷泉水域围堰、老旧

设备拆除、设备底板浇筑、新设备安装和调试、电

力设备更新和扩容及音响、空调等设备改造等，专

业性强，交叉作业面广。

1 围堰工程

采用岩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计专利产品即新

型水下钢板桩，经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整

体设计，由岩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围堰总长

约为265m。

回顾西湖音乐喷泉的整个围堰施工过程，可谓

一波三折。在前期围堰过程中，因紧邻西湖隧道，

加上水下状况的复杂程度超乎预期，各种意想不到

的困难接踵而至。钢板桩施工至西侧西湖隧道附

近时，由于下部为原西湖隧道施工便道块石挤淤基

础，钢板桩无法沉桩，原定的施工方案也因此严重

受阻。面对重重困难和挑战，工程建设人员怀着强

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惧怕、不退缩，全力以

赴，迎难而上。一次次研究讨论，一次次调整方

案，一次次化解难题。经参建各方共同讨论， 最终

确定围堰设计单位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所

做的变更方案，即：钢板桩无法施工部位采取冲刷

管袋进行围堰，内侧增设了钢桁架，以进一步增强

已经施工的钢板桩的整体稳定性。同时加强对围堰

区域和西湖隧道的安全监测，加大巡查力度，确保

围堰区域和西湖隧道的安全。

围堰合拢后开始降水，过程中发现南北两侧围

堰与驳坎连接处漏水较多，钢板桩与冲刷管袋连接

处漏水严重，采取灌注水溶性环氧树脂胶后，止水

效果很差，无法继续降水。经各方共同讨论，采取

在钢板桩外侧增设冲砂管袋围堰，效果甚佳。

钢板桩外增设冲刷管袋施工完成后，开始第二

次降水，降水13个小时后，在临近西湖隧道侧围堰

中间的冲刷管袋底部出现突涌，于是及时停止降

水，立即回水，该部位10m范围围堰在半小时内下

沉约1m。鉴于该处围堰底部原为西湖隧道施工便道

及其下挤压块石地层复杂，为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现

象，在冲刷管袋围堰内侧增设了一道冲刷管袋；西

南角钢板桩位移较大，也增设冲刷管袋。采取了这

些措施后第三次降水获得成功。

降水成功后，进行喷泉基础底板施工，主要包

括清除淤泥，回填塘渣，松木桩基础加固，碎石垫

层铺设，垫层混凝土浇筑，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

等一系列工序。

围堰及喷泉基础底板完成后，为喷泉设备安

装、调试做好了准备。喷泉改造完成后围堰拆除至

水下80cm，有效防止淤泥涌入喷泉区域，喷泉基础

底板连成整体。

围堰及底板工程实施主要解决了喷泉系统全面

改造无法带水作业的难题，处理了喷泉范围淤泥土

质，并将喷泉基础混凝土底板连成整体，有效阻挡

外围淤泥涌入喷泉区域，避免淤泥给喷泉设备造成

影响，同时为下次喷泉改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喷泉主体工程

此次改造共计保留四种原有喷泉水型，新增六

种喷泉水型，通过对喷泉控制系统的全面提升，达

到硬件设备技术的先进性与软件系统控制的可靠性

完美结合，提升音乐喷泉表演的整体品质，真正做

到时而唯美平静、时而震撼人心的音乐喷泉表演效

果，打造更有层次、更具感染力的西湖音乐喷泉品

牌。

2.1 主要的改造工作量

（1）新增气爆喷泉水型 179 套，共配备 22KW空

压机 7台。

（2）新增二维数控喷泉 77 套，采用伺服控制技

术，喷高可无级变化，共配备 4KW水泵 77 台。

（3）新增气动水膜喷泉 184 套，共配备 22KW空

压机 5台。

（4）新增变频跑泉 33 套，喷高可无级变化，共

配备 4KW水泵 33 台。

（5）新增设备安置钢架平台，平面尺寸为

120m*55m，钢材共计 110T。

（6）提升弧线二维数控喷泉 126 套，将其上维数

控装置全部提升为伺服控制，喷高可无级变化，共配

备 5.5KW水泵 126 台。

（7）保留变频跑泉水型 30 套，喷高可无级变化，

共配备 7.5KW水泵 30 台。

（8）保留中心高喷水型 1 套，喷高可无级变化，

共配备 37KW水泵 2台。

（9）保留雨帘炮水型 2套，共配备 37KW水泵 2

台。

（10）共计新增大功率 LED灯 2548 盏，其中 36W

水下 LED 灯共计 736 盏，160W 水下 LED 灯共计

1812 盏。全部采用DMX512 控制。

（11）新增控制柜 33 台，提升控制柜 27 台，配

电柜 8台。

（12）采用最新版本的音乐喷泉控制软件。

2.2  主要的专利技术和亮点

2.2.1 喷泉设备专利技术

 一是伺服喷射专利技术。伺服喷射专利技术是

国内最先进的数控控制技术，其与其他数控设备最

大的不同就是采用了伺服电机控制，相较于由步进

电机控制的数控设备，其具有如下优点：

① 采用闭环控制，不会出现丟步或过冲现象，

控制性能更为可靠。

② 具有过载能力，可克服电机启动的瞬间惯性

力矩。

③ 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稳定性好。

④ 交流伺服电机加速性能较好，可快速启停。

采用伺服喷射技术的数控设备具有精度高、响

应迅速、出现故障自动停止归零等优点。

二是气爆喷泉专利技术。气爆喷泉为国际上各

种喷泉工程大量使用的喷泉水型，近年也有不少

国内喷泉的成功案例，本次工程引入的气爆专利

技术从主体结构上进行了创新，解决了以往此种设

备存在喷射与补水时间长且喷射频率较低、水气混

合，喷射水柱尾气雾化浓重，整体呈梭型不美观、

西湖音乐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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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鸣声浑厚不够清脆等问题，从根本上提升了气爆

喷泉的表演效果，增加了喷泉表演整体气势，水型

灵动、反应迅速并且爆鸣声清脆，特别适合连续跑

动、跳动等表演效果。

三是水膜创新技术。这种喷泉水型采用新颖的

水膜状特制喷头，喷泉水型呈光滑、连续的膜体，

喷泉表演时恰似一朵朵荷花绽放于湖面。同时喷泉

水型采用特殊点阵布置，喷泉可以成列成排交替表

演，也可呈矩阵、圆形、弧线形、漩涡形等组合表

演， 极具趣味性及观赏性，并与气爆喷泉同样采用

压缩机控制，利用压缩空气将喷头内水体喷射至空

中，节能优势十分明显。

四是灯光控制技术。全部采用水下LED灯，LED

灯因其电光转化效率高、寿命长、反复开关无损寿

命、亮度高、坚固耐用、易于调光、色彩多样、光束

集中稳定、启动无延时等优点早已应用于各大照明领

域，相较于其他照明灯具，喷泉水下 LED 灯具有密

封优良（达到 IP68）、散热性好等优点。

此次工程使用的LED灯全部采用DMX512控

制，可以对每盏灯光的每个颜色实现单点控制，从

而达到灯光跑动、闪烁、无极变色等效果，因而可

以配合喷泉水柱的跑动进行变化，达到灯光秀的表

演效果。

2.2.2 控制系统专利技术

采用最新版本的音乐喷泉控制软件，具有如下

创新性技术突破：

（1）编曲简单、快捷，编曲界面有编曲参数含义

提示功能；

（2）软件能够模拟显示喷泉的平面布局，并有动

态实时水形显示，形象直观；

（3）软件具有根据外界风力大小调节喷水高度的

功能；

（4）软件具有调齐因水泵等原因造成喷水高度不

齐的功能；

（5）数控喷头具有上电自动回零功能；

（6）软件对气爆、水膜设备开启时间的控制精度

达到 0.001s；

（7）软件具有根据喷头转动角度控制喷水与否及

喷水高度的功能；

（8）软件能够自动调节因零位传感器安装不正造

成喷头不垂直的功能；

（9）软件具有自动跟随灯光的功能，达到出水即

开灯的效果；

（10）更换备用电脑非常方便，可以立刻实现备

用电脑的切换。

3 配套设施工程

3.1 电力设施扩容

原电力设施已经满负荷运行多年，存在不同程

度老化，同时为了适应喷泉改造后电力负荷增加，

故特此更新并扩容变压器、电缆等设施设备。

3.2 空调设施更新

由于喷泉改造中新增了空压机房，受空间限

制，空压机房散热困难，原空调系统无法满足降温

需求，故特此增加了两组空调。

3.3 音响设施更新

音乐喷泉的完美演绎离不开音乐、喷泉、灯光

三者的默契配合，原音响设施老化，音质效果很

差，更新了部分音响设备。

4 结语

提升改造后的西湖音乐喷泉以其绚丽、多姿、

唯美，给人完美的视觉享受，得到了专家学者及

广大市民游客的一致好评，2016年G20杭州峰会期

间，成为了各个参会国家元首和嘉宾纷纷点赞的景

观亮点。美轮美奂的音乐喷泉不仅与G20杭州峰会 

“创新、联动、开放、包容” 的主题相契合，而且

绚丽美景背后众多的技术创新和建设者们敬业、务

实、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谱写了一道道看不见的

美丽风景线，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作为

工程项目的参与者终身难忘、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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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y At Second Sight
Representing The Scenery Of West Lake By Improving The Roads In Scenic Area

沈 鼎 / Shen Ding

第二眼佳人
——景区以道路提升工程勾勒出西湖的诗画烟雨

【摘 要】北山街作为景区唯一一条历史文化街区，承担着杭州核心区块早晚高峰车辆分流和进出西湖景区
的主通道的作用。为保障G20峰会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景区市政市容管理中心结合长效管理机制，实施道
路路面病害修复、积水点的消除、完善及规范现状交通标志标线、破损沉降的人行道翻修、城市家具及环卫
设施的维修更新及其他附属设施的出新等工作，打造一条传承这人文和历史的北山街，在历史的洪流中点滴
记载着景区的变化和发展，以第二眼佳人般的知性美喜迎着八方游客。
【关键词】道路提升；诗画烟雨；北山街 

Abstract: As the only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reet in scenic area, Beishan street is the main traffic channel of the 

downtown during the busy hour in morning and evening.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the G20 

summit, the scenic municipal management center combined with long-term management mechanism, conducted 

the repair of road pavement, removing of surface water, improving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raffic signs, renovation 

of damaged pavement and other facilities. The Beishan street has grown out to be a heritage of the humanities and 

history by this project , which recorded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enic spot in history and welcome 

tourists at home and abroad as the beauty at second sight.

Key words: Road improvement; Scenery; The Beishan street

提升完善后北山街路段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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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道路沿线有数十处杭州

市级保护建筑，静逸别墅、抱青别墅、秋水山庄、

菩提精舍、省庐、穗庐、春润庐、新新饭店、宝云

寺、玛瑙寺、陈文龙墓等等，北山街像是纽带，链

接着这些别具一格景点：断桥残雪、宝石流霞、曲

院风荷。

夜晚华灯初上，宝石山林相改造以及北山街夜

景灯光工程也将这里打造得流光溢彩。抬头灯光璀

璨，景在城中立，人在画中游，让你恍如生活在仙

境中，驻守在人间天堂里。品味许仙与白娘子的爱

情，琢磨白居易与苏东坡的往事，回忆岳飞精忠报

国的故事……

2 道路为笔，沥青为墨，勾勒西湖的诗画烟雨

由于北山街地处西湖区、上城区和西湖风景名

胜区三区交界，本次作为G20峰会文艺晚会《最忆

是杭州》的主要道路，自然而然承担起了接待中外

贵宾和游客的重任。我们知道北山街交通流量大，

一旦全封闭甚至半封闭施工对交通影响极大，其对

缓解交通上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一直未能有机会

进行整体修缮加固，大多的路面已经不太平整，局

部出现车辙、龟裂、凹陷等病害，此次峰会项目对

北山街实施道路提升改造势在必行。北山街（白沙

路—曙光路）道路提升工程整治内容包括人行道、

城市家具、标识标牌及交通设施提升完善、环卫设

施改造、周边环境整治、建筑修缮、截污纳管、建

筑立面整治、广告整治、绿化提升完善、岳湖楼部

分拆迁及房屋拆除修复等分别落实到景区市政市

容、湖滨管理处、岳庙管理处、动迁处。

2.1 高度重视，建立工作机制

2.1.1 组织健全，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为切实做好“G20杭州峰会”建设提升项目，

市政市容在单位内部成立了城市环境提升与交通保

障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5个工作组，具体为

宣传保障组、项目推进组、长效管理组、市容保障

组、综合协调组，由各分管领导具体负责，中心各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杭州从“人间天

堂”转变成“幸福之都”；从“西湖时代”走向

“钱塘江时代”。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等美名，终于站在时代巨

变的大幕下，杭州又迎来了一个登临世界舞台的机

遇——G20峰会。“作为主导全球经济风向的首脑

级峰会，2016年的G20峰会对于杭州，既是荣耀，

亦代表着未来。”中国市长协会办公室主任倪进

说：在杭州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在各有关单位

的大力支持下，西湖风景名胜区切实做好G20峰会

保障各项工作的同时，完成了市保障部下发的城市

环境提升项目清单，由景区市政市容牵头实施完成

了24条道路提升工程的建设任务，把景区布置成为

优雅高贵的“大会客厅”，西湖人以“办好G20 当

好东道主”的主人翁意识积极投身峰会服务保障工

作，迎接八方来客，以实际行动为办好G20峰会出

一份力。

西湖对于杭州是风花雪月，是千年潮汐，是浩

瀚历史。早在900年前苏东坡的那句话——如人之

眉目。在围绕西湖风景名胜区实施24条提升改造的

道路中有一条路叫“北山街”，其位于西湖的北

岸，东起白沙路，西至曙光路，穿梭在城市现代化

和湖光山色中，面对里西湖，背依保俶山，在周围

林林总总的景色比起来显得不那么出众，好似姿色

平平。尽管只有双向单车道，却承担起杭州核心区

块早晚高峰车辆分流和进出西湖景区的主通道的作

用，第一眼看去永远是人如潮，熙熙攘攘；车如

水，川流不息，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只是当你偶尔

在路上打开车窗，又或者饭后携手家人漫步，无

意中穿过雍让的人群，透过平静的湖水才会发现清

雅，第二眼看到的是她的得天独厚，两旁的法国梧

桐树，冠盖天地，绿树成荫，浓郁宜人；那湖边斑

驳树影下的石径，仿佛徜徉于一条绿色的长廊中；

富有文化气息的中西式近代建筑群诉说着久远的故

事。当你和她接触以后，才能真正体会迷人之处，

春有候鸟归巢、夏有碧海连天、秋有萧萧落叶、冬

有断桥残雪，这种美丽和韵味潜藏得比较隐蔽，需

要时间与耐心去挖掘和发现。

1 历史为媒，文化为介，诉说西湖的浓厚底蕴

在鸟语花香中，北山街展示的是迷恋；在粼粼

的湖水里，北山街突出的是清纯；在青山的怀抱

中，北山街露出的更是厚重和绚烂。推开厚重的大

门，她记录着历史和文化。

蜿蜒北山路，那一草一木，一楼一舍，一砖一

瓦，你随时随地都能撞见文物，打开历史的扉页。

譬如在蒋经国旧居里有一颗蒋经国亲自种植的桂

花树，都透露着浓郁的民国文化，所以又被人们称

“印象西湖”备用通道

北山街 

竹素园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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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成员组成，并对每个组的工作职责都进行了明

确，责任到人。

2.1.2 制度完善，牵头制定管理方案

根据任务要求，为规范基本建设制度，有效推

进项目进程，确保按期、保质、保量完成相关工

作，结合名胜区实际，市政市容牵头制定了《美丽

西湖建设项目管理方案》。对项目的具体职责进

行了分工，明确了各相关单位的职责、具体工作内

容、协调机制，并对项目的实施步骤进行了细分，

对每个步骤都规范了操作流程。

2.2 规范程序，扎实推进项目建设

北山街道路提升工程于2015年5月开始启动方

案编制，坚持以“修旧如旧，补新以新”的原则，

2016年1月进入全面施工阶段，2016年6月底全部完

工，2016年8月底通过竣工验收。

2.2.1 车行道

选用新型SMA沥青面层玛蹄脂碎石（比SBS更

耐磨抗压），对机动车道全线铣刨摊铺，对网裂、

翻浆等病害位置采取深基础加固处理。此次提升改

造共实施深基础加固9000m2、铣刨摊铺两层沥青混

合料30000m2、面层铣刨加铺沥青9000m2，极大地

消除了景区道路的沉降、网裂等问题，道路标线也

更加清楚流畅了。不见了凹陷的坑洞和突起的窨井

盖，车速提起来了，路过的行人和赏景的心情肯定

也会好不少。

2.2.2人行道

对人行道板、平侧石等进行修整，更换破损的

道板。整修破损的人行道板共25653m2，提升后的

人行道更加与景区环境相协调，更富有人文气息。

⑴少年宫门口原先是广场砖，沉降严重，基础破损

严重，通过提升改造替换成花岗岩道板。⑵断桥至

杨公堤新换上的道板采用原材质，但是道板下面的

基土夯实，下雨天不怕踩到“深水炸弹”了。⑶北

山街和孤山路两侧，种植了很多悬铃木，原来的树

池采用硬质铺装，不仅容易压伤大树的树根，也不

利于树根呼吸。新采用的透气混凝土在确保使用功

能的同时，对树根也是很好的保护。⑷为了保证印

象西湖备用通道出口，将该处人行道板厚度从5cm

更换成10cm，确保了贵宾车辆安全出行。

2.2.3 排水工程

西湖常水位在 7.2m左右，特别北山街道路的标

高在断桥附近只有 7.5 米左右，属于较容易出现积水

的路段。近年一直通过管道普查、管道疏通工作，今

年结合 G20 道路提升工程对雨水管道进行了 CCTV

检测，对发现破损的管道实施了更换，增加横穿管等

手段，对排水井盖进行防沉降改造提升，对雨水篦

子进行提升改造，同时新建部分排水管以解决积水

问题。共新建、更新雨水管 0.2km、污水管 0.2km，

新建雨水井 11 座，更换提升防沉降井盖 67 只、下沉

式井盖 172 只，大大缓解了北山街积水问题。使提升

后的北山街在连续降雨的情况下表现稳定。

2.2.4 横穿管

在重要道路路口、节点、转折点等处，趁此次

道路提升改造契机，新建道路横穿管，解决过路管

道、穿线等问题，减少道路横穿开挖工作量，保持

道路整体稳定性。

2.2.5 城市家具

对沿线违规的杆线、亭、杆、箱进行拆除，实

施多杆合一、多箱合一，并对沿线公厕、垃圾箱

房、果壳箱等实行提升改造。共拆除各类指示牌、

广告牌块，箱体移位，更新交通指示牌块，更新路

名牌24块，提升改造公共厕所7座、垃圾箱房1座、

果壳箱36只。此次对道路沿线的城市家具进行了全

面提升，对破损的设施进行了更新完善，对道路两

侧的立杆、箱体进行了整合，使城市家具的设置更

加合理、更加人性化，同时也更符合西湖景区的整

体环境，为西湖景区增光添彩，将原先杂乱无章的

马路焕然一新。

2.2.6 亮灯工程

通过西湖智慧夜景亮灯工程，将北山街宝石山

一带，保俶塔、宝石山的山体、北山街的梧桐树、

路边的建筑等被打亮，站在断桥、白堤上望过来，

别提有多美。山上采用的是可以调节色温的LED

灯，将整个山体的轮廓线用灯光勾勒出来，部分山

体也会打亮。同时，调试灯光，根据四季的变化，

节日的需要来调整。与南线山体交相辉映，形成南

北两幅大画卷。

2.3 建设养护两不误，完善长效机制

道路提升项目通过验收后，同步落实原道路养护

单位纳入正常养护管理范围，在G20 峰会保障期间，

加强巡查，由原先的一日一巡提高至一日两巡，同时

定人定路，不间断进行巡查。同时进一步加强各类市

政问题的“即查即改”工作，确保在景区主要道路、

桥梁交通管制之前，对管养范围内的道路、桥梁、雨

水管网进行全覆盖的巡查、整改工作。

2.4 加强检测，消除隐患

2.4.1 道路地下空洞检测

为更好地保障G20杭州峰会，对预防道路塌陷

等问题高度关注，对辖区道路进行全面排查，在前

期对重点道路排查的过程中，针对涉及景区的20条

重要道路重点路段，运用专业道路空洞扫描检测设

备进行再次检测，确保了景区道路的运行安全。

3 人为本，事必行，众志成城写华章

北山街提升工程已经完工，回首这几个月来大

伙奋斗在一线的场景历历在目，特别是在4月8日全

市大比武期间，北山街的施工情况复杂，道路开

挖后发现行道树树根盘根错节在原PVC雨水管周

边，为了更好地疏通雨水管，需要修复和新增近几

千米雨水管，同时，为配合大比武项目，新增了北

山街84号到杨公堤路口的工程量等等。正所谓情况

复杂，工作量大，要减少对道路交通的影响，使北

山街提升项目难度重重，市政市容成立突击小组，

倒排工作计划，定人、定岗、定时间节点。期间和

监理单位、施工单位24h在现场，第一时间解决问

题，最终圆满完成了提升改造工作。

4 结束语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采桑子》中写

道“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

笙歌处处随。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

漪，惊起沙禽掠岸飞。”9 月 6 日，举世瞩目的 G20

杭州峰会已经圆满落幕，西湖风景名胜区迎来了井喷

式客流高峰。对于景区市政道路等基础设施的管理部

门坦然和认真面对杭州的“后峰会”时代，如何将峰

会的建设成果转化为市民的获得感；如何将峰会的社

会治理经验不断完善为长效管理机制都需要不断总

结和归纳。峰会的召开更将成为杭州迈向国际化的

新起点，进一步彰显杭州历史文化重镇和商贸中心、

创新活力之城、生态文明之都的特色。

夕阳西下，北山街似仙女一般笑迎四方来客！

让人有种历久弥新的感觉。经过此次提升改造，充

盈着古都金粉的北山街，将会弹奏出别致的旋律。

既有暖风熏得游人醉的魅力，又不为纷扰的世俗所

动的淡定！人这一辈子不知道经历多少次再见，只

愿不忘初心，第二眼依旧迷恋佳人的风韵，千年的

呵护，把北山街踏成一条迷人的街。

【作者介绍】                                                                                      

沈鼎，男，1985年1月生，浙江杭州人，硕士，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

市政市容环卫管理中心 市政监管科。

注：文中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北山街杨公堤交叉路口北山街保俶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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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Report On Florescence Control Of Rosa Chinensis 
During Hangzhou Summer And Autumn

杭州夏秋季月季花期调控结果初报

月季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世界四大切花

之一，在世界花卉产业和城市景观营造中具有重要

地位。2016年9月G20峰会在杭州召开，为确保杭城

呈现良好的景观效果，市区绿化管理部门和养护企

业通过合理有效的花期调控方法，使杭州城区月季

形成峰会期间盛花的景观效果。

月季的花芽分化主要受温度和植株营养状态的

影响，夏季高温会影响月季的花芽分化[1]-[2]。本研

究通过对修剪时间与方法、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等措施的分析，阐述了2016年杭州城区G20峰会期

间的花期调控技术与开花效果，以期为今后的月季

花期调控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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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研究内容

1.1 研究对象

本次实施调控的是杭州城区绿地内的月季，涵盖

丰花月季、藤本月季、微型月季、大花月季和树状

月季等主要月季品种，与 G20 相关的重点道路（包

括高架道路、立交桥挂箱、隔离花箱等）、景区和公

园、河道等绿地作为月季花期调控的重点对象。

1.2 研究方法和内容

1.2.1 修剪时间与方法

根据2015年上城区、下城区部分绿地所实施的

月季花期调控技术成果，并结合国内外文献资料，

初步判定经修剪后月季进入盛花期大致需40-60d，

【摘 要】2016年9月G20峰会在杭州召开，杭州市在城区开展了月季花期调控工作。本研究通过综合利用
月季的修剪时间与方法、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措施来促使杭州城区G20峰会期间的月季持续开花。结
果表明：丰花月季类花期调控效果最佳，开花情况优良，藤本月季如安吉拉月季达到始花期和盛花期较晚，
丰花月季与微型月季达到始花期与盛花期需时较短，不同品种月季的花期也差异较大，气温对于月季花芽形
成和开花有明显的影响，高温会延缓月季的开花。
【关键词】杭州；月季；花期调控

Abstract: The G20 summit was held in Hangzhou in September 2016. The  florescence control of Rosa Chinensis was 

carried out in Hangzhou city. The pruning time and method, watering and fertilizer management and pest control 

measures were utilized to promote rose blooming during the G20 summi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lorescence of 

floribunda roses was successfully controlled. The flowering period of climbing and rambler roses, as ‘Angela’, was 

late. While the flowering period of floribunda roses and miniflora roses was early. The flowering period of different 

varieties of rose also varied greatly. The temperature effect on the flower bud formation and the blooming of the rose 

obviously. The high temperature would delay the flowering of rose.

Key words: Hangzhou；Rose；Florescence Control

同时植株应保持健康、有充足的叶面积，用于制造

养分和花芽分化。不同类型月季的花期调控修剪时

间具体如下：

⑴丰花型月季修剪时间：7月20-25日；

⑵微型月季修剪时间：7月20-25日；

⑶藤本型月季修剪时间：7月12-15日；

⑷大花型月季修剪时间：7月15-20日；

所有种类月季的修剪长度，以当年生长量的

30%为宜，且不得高于当年生长量的30%；修剪时还

要去除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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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长枝应

中等强度短截。每处剪口应在芽上方0.5cm处，且

剪口芽以向外为宜。如果8月份出现少量花苞，应及

时摘除。

1.2.2 施肥管理

修剪后及时进行淡肥追施，采用4000倍的尿素

和4000倍的磷酸二氢钾叶面喷施，当气温高于35℃

时严禁施肥。随着新芽小叶的展开，及时增加施肥

密度，高温过后，每周施一次。

1.2.3 数据收集与处理方法

数据采用常规运算处理，并进行统计汇总。始

花期为植株第一朵开放的时间，达到盛花期是指

50%以上花朵开放的时间。

 

2 结果分析

2.1 杭州城区月季花期调控概况

本次共统计了除富阳区外的杭州主城区 100块

进行过月季花期调控的绿地，总数达442223株，其

中数量占比最大的为丰花月季，共302221株，占总

数的68.35%；其次是藤本月季与微型月季，最少的

是大花月季，仅为0.28%（见图1）。上述统计结果

也反映出，杭城绿地内月季种植以丰花月季应用最

为广泛，而大花月季应用数量较少。

2.2 不同月季类型的花期调控结果

本次花期调控对不同月季类型的修剪时间作了

细分，根据统计分析可知：

大花月季，始花期为8月15日-8月29日，平均

需时34d，达到盛花期时间为8月25日-9月3日，平

均需时40d，从始花期至盛花期平均需时6d。

丰花月季，始花期为8月15日-9月4日，平均需

时27d；达到盛花期时间为8月29日-9月9日，平均

需时36d，从始花期至盛花期平均需时9d。

藤本月季，始花期为8月20日-8月29日；平均

需时33d；达到盛花期时间为9月3日-9月8日，平均

需时42d，从始花期至盛花期平均需时9d。

微型月季，始花期为8月15日-8月30日；平均

需时27d；达到盛花期时间为8月29日-9月3日，平

均需时37d，从始花期至盛花期平均需时10d。

 

综合上述结果可知，丰花月季与微型月季修剪

后达到始花期和盛花期所需时间较短，始花期至盛

花期的时间间隔较长；大花月季与藤本月季达到始

花期和盛花期所需时间较长，始花期至盛花期的时

间间隔较短。

2.3 不同品种月季花期调控结果

不同品种的月季通过修剪来调控花期，促使其

开花所需的时间存在较大差异。选取本次花期调控

中具有一定数量和代表性的月季品种进行花期分

析，可得结果如下（见表1）：红帽子、爱丁堡公

爵、冬梅、红达等4个品种仅需17-19d就能开花且

达到盛花期所需时间也最短，是最早开花的一批品

种；而粉扇、大游行、柯斯特、西方大地4个品种的

始花期最长，达到盛花期所需时间也较长，因此，

也是开花最晚的一批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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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3.1 温度变化对月季花期的影响

月季属于常绿或半常绿植物，温度是调控月季

开花的重要因子，18-30℃是月季生长与发育较为

适宜的温度范围，而超过30℃，月季生长缓慢，超

过33℃，月季进入半休眠状态[3]。因此，高温干旱

会促使月季进入休眠或者莲座化，而低温有利于月

季的花芽分化。

 

表3：2015年和2016年度7月-9月上旬天气气温概况表

日期 平均最高气温 平均最低气温
最高气温大于30℃

的天数
最高气温大于33℃

的天数

2015年7月 30.3℃ 24.0℃ 19 11

2015年8月 31.9℃ 24.0℃ 27 8

2015年9月上旬 30.4℃ 22.3℃ 6 0

2016年7月 35.0℃ 26.6℃ 29 23

2016年8月 34.5℃ 26.0℃ 31 25

2016年9月上旬 30.9℃ 22.5℃ 6 4

表1：不同品种月季开花情况汇总表

月季品种 始花期（天） 盛花期（天）

粉扇 37 43

仙境 31 41

柯斯特 35 46

安吉拉 32 42

大游行 41 48

红从容 29 37

黄从容 29 37

树状月季（绯扇） 27 35

钻石月季 28 34

杏花村 21 36

莫海姆宫殿 27 34

红帽子 18 24

爱丁堡公爵 17 32

冬梅 18 25

红达 19 26

西方大地 46 52

增加植株的通透性，降低病虫害的发生率。

3.3 合理的养护措施对调控花期效果的影响

健康良好的生长势是确保月季呈现良好开花效

果的重要条件。因此，花期调控期间，对月季进

行合理的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措施就显得尤为重

要。月季的病虫害较多，主要有月季黑斑病、白粉

病、蚜虫、叶螨等。在月季生长期尤其是修剪后，

应重点进行黑斑病的防控，一般每7d进行一次喷药

预防，生长季节连续防治，高温梅雨季要利用短暂

的晴天及时喷药。

由于9月份开花对应的生长期是8月高温期，持

续高温会使月季处于休眠或半休眠状态。合理施肥

是月季调控花期和增加花量的必要措施，要注意施

肥的时间和气温的变化，并区别使用营养生长和生

殖生长的肥料种类，多施淡肥、磷钾肥，提高月季

的代谢水平，以帮助其打破高温期的休眠和提高抗

病性。同时，修剪后土壤应保证有充足的含水量，

及时补水，防止土壤过干而导致月季萎焉脱水；并

注意台风期间的排水，植株泡水不宜超过36h。

4 综合效果与展望

杭州地区的月季花期调控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边研究、边实践、边改进、边推广的模式，制

定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调控管理方法，并通过技术培

训和现场会等形式向各区绿化管理部门和养护企业

进行推广应用。就整体情况而言，2016年9月G20

峰会期间的杭州城区月季花期调控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为美化杭州增添了靓丽的

景观。杭城如中河高架、钱江新城城市阳台、滨江

公园、江南大道（图4-7）等一些重要区域的月季

按期盛开，呈现了优美的景观效果。

今后，将在掌握月季生长发育规律的基础上，

继续加强对月季不同品种开花有效积温、修剪方式

图4  中河高架-丰花月季    

2015年和2016年，对复兴立交和中河高架均进

行了花期调控工作，并对‘黄从容’和‘红从容’

的两个品种开花期进行了统计。对比丰花月季‘黄

从容’和‘红从容’调控修剪后开花期（见图3）

的结果并结合2015年与2016年处理期温度（见表

3），可以看出温度对于这两种月季达到始花期和盛

花期具有重要的影响。2016年的7-9月上旬的气温

较2015年的同期温度高，尤其是最高气温高于33℃

的天数共有52d，明显多于2015年的19d。由此可以

看出2016年夏季高温持续时间长，高温天数较多，

可能使月季处于半休眠状态或者休眠状态的时间较

长；复兴立交和中河高架两处的‘黄从容’和‘红

从容’2016年调控后的始花期要长于2015年的始花

期；同样，达到盛花期的天数也是2016年比2015年

更多，这表明气温对于月季花芽形成和开花有明显

的影响，高温会延缓月季的开花。但丰花月季、大

花月季和微型月季达到盛花期均在峰会期间，以丰

花月季调控效果最为显著；而藤本月季达到始花期

和盛花期都相对较晚，虽在峰会期间都有开花，但

开花效果未达到最佳状态。因此，在以后的月季花

期调控的实践中，要根据品种特性并结合分析当年

气温的变化，合理调整修剪时间，确保在设定时间

范围内处于盛花期。

3.2 修剪对月季花期的影响

月季的合理修剪是调控月季开花的重要方法之

一，也是保证月季健康生长的基本措施。通过合理

的修剪，可以消除月季的顶端抑制作用，促进侧芽

的萌发和花芽形成，进而促进开花[4]。因此，修剪

时间的确定以及修剪强度的控制是月季花期调控成

功与否的关键措施之一。

根据2015年初试，对丰花月季采用不同的修剪

量，修剪量为当年生长量50%的月季植株要比修剪

量为当年生长量30%的月季开花延期5d以上，并且

使下次开花量大量减少。因此，月季夏季修剪量不

易过多，在2016年夏季月季的花期调控修剪采用了

以当年生长量的30%为宜，且不得高于当年生长量

的30%的修剪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在前期的过冬

修剪时，要适当采用强修剪和中度修剪的方式，提

高月季的萌蘖能力，在进行调控修剪时，要采用轻

度修剪的方式，并及时剪除老、弱、病及徒长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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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肥精细化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制定更加细致、

完整和全面的调控方案，逐步实现月季 “四季有

花” 的目标，以期为杭州城市的彩化美化工作增光

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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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钱江新城-树状月季          

图7  江南大道-月季安吉拉图6  滨江公园-丰花月季

The Green Emissary Of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Sequoia sempervirens

中美友谊的绿色使者——北美红杉

王恩 / Wang En

【摘 要】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率美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杭州，为中美
友好交流打开了大门。当时，美国政府赠送给杭州植物园的1株北美红杉，在杭州植物园员工的精心养护下
已茁壮成长、“子孙满堂”……成为了中美友好交流的绿色使者。
【关键词】北美红杉；友好使者

Abstract:  In February 1972, when U.S. President Richard Milhous Nixon led the delegation of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visit Hangzhou, China, which opening the gate for bilateral friendly exchanges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At that time, the U.S. government presented one individual of Sequoia sempervirens to Hangzhou botanical 
garden. That tree has grown out to be the grandparent by the care of technicians in Hangzhou botanical garden and 

became the green emissary of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Key words: Sequoia sempervirens ; emissary

1982年9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先生访问杭州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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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植物园植物分类区最北麓，栽种着一株

不寻常的树木，树前的一块石碑上刻着：“北美红

杉，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赠送。”

北美红杉( Sequoia sempervirens )，又称海岸红

杉、常青红杉、常绿落羽杉、美国红杉、加利福尼

亚红杉、世界爷等，杉科、红杉属。原产北美洲密

西西比河及太平洋沿岸。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洲有原

始林分布。该树种为常绿大乔木，在原产地高可达

110余m，是世界上最高的树种之一。

1972年2月26-27日，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米

尔豪斯·尼克松率美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杭州，

在杭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

报》进行最后的磋商，并于2月28日在上海向全世

界正式公告，为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出访中国之

前，尼克松总统曾征求大家意见，到中国访问送什

么礼物？大家众说纷纭，最后采纳了时任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博士

的建议，将美国红松及北美红杉作为随行礼物。这

两种树来自尼克松总统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为高

大常绿乔木，树龄较长。这两种树一旦成活，可在

中国的土地上长久地生存下去，象征着中美两国人

民友谊地久天长。美国红松及北美红杉作为随行礼

物可谓意义深远。

1972年2月24日，美国政府送给杭州市的4株美

国红松及1株北美红杉抵达杭州。4株美国红松种于

杭州花港公园（后有1株移至杭州植物园），1株北

美红杉种于杭州植物园。但遗憾的是4株美国红松，

由于不适应杭州的生态环境未能存活，唯有北美红

杉在杭州植物园科技人员及园林工人的精心养护下

得以存活至今，长势良好。

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这株北美红杉当时由一

个圆形木桶装运，树苗高约2.4m，从美国原封不动

地运达杭州植物园，直到种植时才现场开封，里面

还附带一份关于种植和养护北美红杉的说明书。

北美红杉适应于美国加里福尼亚州冬季温暖湿

润、夏季凉爽潮湿的气候条件，在不同的气候、水

系、土壤条件下，树苗的成长要经过严苛的考验。

为确保该树的正常生长，杭州植物园派专人进行养

护管理。由于它原长于美国加州空气潮湿的海岸

边。而杭州离海较远，气候干燥，园方专门购买了

喷雾器，一到天气热起来，养护管理人员便及时对

这株北美红杉进行喷水、浇灌。夏日阳光灼热，白

天工作人员用芦簾将树遮挡起来，晚上再拿掉。在

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下，这株北美红杉终于慢慢适

应了杭州的水土，并且生长得很快。

1972年5-6月，杭州植物园的科技人员剪取移

栽成活后的北美红杉枝条进行扦插繁殖试验并一举

繁殖成功。为方便管理，还把美国政府赠送的那株

北美红杉移至专门辟建的收集国外交流植物的专类

园——友谊园。经过杭州植物园园林职工的精心养

护，当时尼克松总统赠送的干基径11cm，高2.4m

的三年生北美红杉，现胸径已达30cm，高约20m。

在植物分类区原址上种上了其繁殖的后代。其规格

稍小于父本。

为使北美红杉在中国的大地上茁壮生长，杭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赠送我园红杉树苗一株（左），为

三年生幼苗，干基周径11cm，高2.4m。

州植物园还专门设立了北美红杉的器官发生及繁

殖技术（1978-1980年）及北美红杉引种栽培试验

（1980-1985年）两个科研项目，对北美红杉的引

种、栽培及繁殖技术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成功探

索出组织培养、播种及扦插等多种繁殖方法，培育

了北美红杉小苗4万余株。现已在上海、江苏（南

京）、甘肃、四川、云南（昆明）、安徽、福建及

浙江省的杭州、舟山、建德、永嘉、长兴等20余个

省、市造林种植。如今，北美红杉在中国已不再是

稀罕植物，而遍布国内各地的北美红杉“子孙”，

都可以溯源于尼克松赠送的、种于杭州植物园的这

株北美红杉“始祖”。如：杭州花港公园大草坪西

侧的北美红杉树、南京中山植物园大草坪中的北美

红杉树等都是当年唯一存活的那株北美红杉树苗，

经扦插培育的后代。

1982年9月9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来杭州植物

园参观十年前赠送给杭州植物园的北美红杉。当他

看到杭州植物园员工精心养护北美红杉树并繁育出

数千株北美红杉树后代后感到非常高兴，并对大家

说，北美红杉树可活两千年，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要象红杉树一样永存下去。

1993年4月11日，已届80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尼

克松又一次来到杭州植物园看望中美友谊的绿色使

者——北美红杉。当他看到北美红杉树干粗壮，苍

劲挺拔，长势喜人时，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2013年5月7日，美国前总统的外孙克里斯托

弗·尼克松·考克斯率尼克松基金会代表团42人访

问杭州。在杭州植物园分类区北美红杉树旁种植

了2株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南方红豆杉（Taxus 

wallichianna Zucc. Var. mairei ），象征中美友谊代

代相传，万古长青。

正如当年著名歌唱家朱逢博在《红杉树》的歌

曲中所唱的:“在那美丽的西湖边，有一棵红杉树，

越过重洋，来自彼岸，滋润着友谊雨露。红杉树，

红杉树，红杉树，红杉树，你带来了美国人民的深

情，你扎根在中国的沃土。啊愿你茁壮成长，幸

福的红杉树。在那辽阔的神州，有千百棵红杉树，

沐浴阳光，枝茂叶盛，笑声里巍然高矗。红杉树，

红杉树，红杉树，红杉树，你象征着中美人民的友

谊，你铺架起宽广的通途。啊愿你千古常青，挺拔

的红杉树。愿你千古常青，挺拔的红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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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大利概况及其园林的发展

意大利处于欧洲南部的地中海中央，亚平宁山

脉纵贯南北。北部是波河水系平原，气势磅礴的阿

尔卑斯山是其背景，南部为半岛，像一只靴子深入

地中海，与希腊半岛隔海相望。

公元前20世纪，意大利进入青铜器时代。公元

前753年，罗马城建立，罗马对意大利的扩张也随着

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交错进行。公元前215年至公元

前168年间，罗马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版图跨越

欧、亚、非三大洲，奠定了罗马帝国的框架。

从公元前29年到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政治稳

定，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其中2世纪的哈德良王

朝，是罗马国家制度官僚化的重要阶段。帝国的繁

荣也带来了文化的昌盛。哈德良宫苑就是这个时期

的产物，是至今最为完整的古罗马皇家园林遗址，

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早、最为完整的皇家园林遗

址（图1）。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夺得罗马帝国的统治权。

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大帝去世，罗马帝国分裂为

东、西罗马帝国。公元476年日耳曼雇佣军入侵，帝

国走向灭亡。此后至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被称为欧

洲历史上的黑暗时期——中世纪，意大利处于战争

纷乱中。

至14世纪，由于地中海航运业的发展，意大利

经济日益繁荣，开始产生了重振古代文化雄风的文

艺复兴思想。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是佛罗伦

萨，它的序幕是由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三位巨

星揭开的，而三位巨星都对园林有着特殊的爱好。

薄伽丘的代表作《十日谈》的故事背景就是在佛罗

伦萨丘陵地带的乡间别墅中展开的。他描述的别墅

景观，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园林的基本特

征：庭院中央有绿茵茵的草坪，花繁树茂，橘树、

柠檬树新绿初绽。草坪中央有白色的大理石水盘，

从立于水盘顶的雕像中喷出的水柱直射天空，水盘

中溢出的水流向水沟，在经过人工开凿的壕沟，最

后汇集一起落入山谷中（图2）。

真正系统地对园林加以阐述的是建筑师阿尔伯

The Italian Gardens Growing From The Cliff

从山崖中长出的意大利园林

施奠东 / Shi Diandong

【摘 要】阐述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历史与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园林的兴盛与发展，从布局、造园要素、水
景和植物等方面分析意大利园林的特点。以哈德良宫苑、埃斯特别墅、伊索拉·贝尔庄园、帕多瓦植物园、
庞贝考古遗址、威尼斯及潟湖、五渔村为例，介绍典型的意大利园林。
【关键词】意大利；园林；台地园林；世界文化遗产

Abstract: Geographical location, history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taly as well as the garde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were describ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talian gardens were analyzed from layout, 

elements, waterscape and plants, taking Hadrian's palace, Esther villa, Isola Bell garden, Padua botanical garden, 

Pompeii archaeological sites, Venice, lagoon and fishing village as examples, to introduce the typical Italian gardens.

Key words: Ltaly；Garden；Terraced Garden；World Cultural Heritage

图1  哈德良宫苑是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古罗马皇家园林遗址，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早、最为完整的皇家园林遗址

蒂，他也是一位音乐家、画家、作家和人文主义

者。他在《建筑论》一书中，论述了他的理想庭院

构想：在一个正方形的庭院中，用直线道路将其分

为几块，用修剪成型的黄杨、夹竹桃及月桂等围植

在周围；树木种植成直线，在园路尽端，将月桂

树、南洋杉、杜松编制成古典式凉亭；沿园路建平

顶绿廊；点缀石制或者陶制花瓶装饰；在花坛中用

图2  埃斯特别墅的喷泉水池

图3  爬满常春藤的石窟

图4  波波里花园的柠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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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杨种植拼写出主人名字；每隔一定距离将树篱修

剪成壁龛，其内安置雕塑品，下置大理石凳…….在

流水潺潺的山腰筑造洞窟，并在其对面设置鱼池、

草地、果园、菜园。他的论述，使他成为文艺复兴

时期意大利造园理论的先驱，对以后的园林发展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图3、图4）。

从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随着意大利经济

的发展，造园活动逐渐复苏，在此后100多年间出现

了一批水平很高的别墅庄园。意大利园林的兴盛期

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一种叫“手法主义”的艺术

思想在意大利流行，艺术家要求自由，在创造中让

想象、新异的主观臆造起主导作用，他们追求艺术

思想的新颖独特，追求无拘无束的表现手法，这就

形成了16世纪中叶以后意大利巴洛克园林艺术的特

点。

2 意大利园林的特点

意大利园林主要是指别墅花园，其特点取决于

他们所在的地形和变化。意大利的别墅大都建在山

地上，山地的地形变化复杂，给造园艺术提供了独

特的构图条件。意大利别墅花园都经过地形改造，

一般形成几个台地。“花园覆盖在上面，就像给人

穿上一件合身的衣服。”“花园不是造出来的，而

是长出来的。”

2.1 布局

意大利园林的构图要求严谨完整，一丝不苟，

虽然有几层台地，但布局是统一的，基本部分采取

对称几何形，有中轴线。但由于地形变化复杂，不

一定绝对对称。意大利人把花园看作是别墅四周

的大自然和建筑的过渡环节，自然和建筑在花园里

相渗透，相吸收，它在两者之间有平衡，既有自然

的佳趣，又要有人为的装饰。在意大利设计一座花

园，最重要的就是推敲两者的关系。花园的构图和

各种造园要素，离主建筑物越远，几何形体和规则

布局越弱，变得越柔和，越向自然靠近，花园和建

筑好像是从自然中长出（图5）。

2.2 造园要素

意大利台地式园林中，常常有一股溪泉从山林

中奔突而出，冲下山坡，穿过花园，一路形成渠、

瀑、池、喷泉。平台、栏杆、台阶、雕像和植坛、

树木、喷泉相互渗透，共同组合成整体，使建筑和

自然随机流动。特别是喷泉成为必不可少的造园要

素，造型精美，艺术趣味高雅，令人惊叹。花园常

常以带栏杆的平台和台阶、斜坡等做骨架，借助于

石级、岩洞和喷泉，形成既理性又自然的景观，所

形成的几何线条并不生硬呆滞，和建筑十分协调。

2.3 水景

意大利造园家善于用水。意大利园林里的水主要

是动态的，以精、小取胜，流动的水给花园带来了光

影、声响、生机和活力。在意大利园林里表现出自然

界中的各种水的形态，有出自岩隙的清泉，有潺潺溪

流，有飞珠溅玉的瀑布，有链式跌水，台阶跌水（水

台阶），有的渠道象征河流，注入水池象征湖海。除

此之外，各种类型的喷泉是意大利园林中最为活跃的

元素，它跟建筑、雕像、石盘、树丛等结合，处处喷

涌，随风飘荡，滋润满园清凉（图 6）。

16世纪意大利巴洛克式的园林在水景的处理上

还表现为各种处理水的技巧，如水风琴、水剧场、

秘密喷水、水魔法术等（图7、图8）。

2.4 植物

意大利气候温和，常绿树木较多，特别是伞松和

铅笔柏，成为意大利园林的重要特色。如果说石雕构

件是建筑向花园的延伸和渗透，树木则是自然向花园

的延伸和渗透（图 9）。自古以来，意大利花园里盛

行修剪树木，做“绿色雕刻”，园林中常常对树木进

行整齐修剪，形成几何图案式的植坛，有些还修剪成

各种动物和建筑以及人的各种形态，争奇斗艳，成为

意大利巴洛克式园林的重要特征（图 10）。

图5  柠檬园中冬青树围绕的水池，中部椭圆形小岛上，有盆栽柑橘 图6  法尔奈斯庄园内的跌水喷泉

图7  埃斯特别墅的“百泉台” 图8  埃斯特别墅内的“水风琴泉”

3 意大利园林赏析

3.1 哈德良宫苑

哈德良宫苑是公元2世纪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位

时兴建的，时至今最为完整的古罗马皇家园林的遗

址，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早、最为完整的皇家园

林遗址。（图11）

图9  哈德良宫苑内水池边的树木

图10  朗特庄园内的几何图案式的植坛

图11  哈德良宫苑古皇宫前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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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宫苑的设计者是哈德良本人，于公元134

年建成。哈德良宫苑的核心部分处于山谷之间，作

为皇帝生活起居之所，苑内有大量的生活和娱乐设

施，这些建筑因山就势，没有明显的轴线，但其柱

廊园的布局，则有鲜明的规则式特征。最为著名也

最为精彩的是称为卡诺普斯的水庭院，是哈德良宴

会的场所（图12）。卡诺普斯再现了希腊时代的埃

及景观。由回廊围合着长119m、宽18m的水池，

周围是古希腊式的大理石列柱和精美的雕像，它的

正中有拱门作为入口；终端有半圆形的餐厅，厅内

有凹形浅水槽通至内厅，槽内流水可推动酒杯、菜

盘，形成“曲水流觞”，夏季还有水帘从餐厅上方

珠帘而下，可谓匠心独运（图13）。水池两侧有郁

郁葱葱的伞松和柏木围合，形成天然的绿色屏幕。

哈德良宫苑是意大利人的天才杰作，它既有庞贝遗

址的苍凉沉郁，又有历史园林的精美华贵。

3.2 埃斯特别墅

埃斯特别墅位于罗马以东的蒂伏利，1550年伊

波利多竞选教皇失败后，任蒂伏利地方官，他选中

了这块名为“大欢乐谷”的大陡坡台地，建造了文

艺复兴时期罗马郊区最早的台地式园林。该处为陡

峭山坡地，主建筑物在高地边缘，亦是入口处，

后面是园林，占地4.5万m2，园地是90m×180m的

长方形，在接近主建筑物大约103m内，地势陡降

47.3m，成为“挂在悬崖上”的花园。别墅的设计

者是意大利著名的建筑师、画家和园艺师利戈里

奥。他在陡坡上仍然采用规则式布局，把全园分为8

个台地，一条纵轴贯通全园，左右各有一条副轴，

以及几条横向道路，将园地分为8个大小不等的方

块。除最低处有一正方形花圃植坛外，整个园子都

是丛林，种植着冬青属常绿树和松柏类植物。茂密

的树丛使得整个庭院显得十分自然，没有拘谨、呆

板感（图14）。

埃斯特别墅的特点在于它是在陡坡上辟建的典

型的台地园，以水为造园的主要元素，陡坡加水景

出奇制胜。设计师巧妙利用地形的高差，借园外高

处阿尼安河的水所造成的落差水压，造就园内瀑

布、喷泉等丰富的水景（图15-16）。

3.3 伊索拉·贝尔庄园

伊索拉·贝拉庄园位于米兰市东北90千米的马

焦雷湖。马焦雷湖上有鲍罗麦欧诸岛，其中马德雷

岛、贝拉岛和渔民岛三岛鼎立。贝拉庄园在湖上第

二大岛贝拉岛上，距马焦雷湖西岸600m，是意大利

现存唯一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湖上庄园（图17）。

庄园始建于1632年，由卡罗伯爵兴建，其子维

塔利亚诺继续此工程，1671年基本竣工。贝拉岛东

西宽约175m，南北长约400m，花园占地面积约3

万m2，构筑成九层台地。府邸主要房间大都向北，

东北部布置花园，设有两个台地，上层的带状台地

中，树木葱茏，绿荫下有草坪，点缀着瓶饰、雕

像，从湖上望去，显得绿意盎然（图18）。府邸的

南端为台地花园，花园的中轴线与府邸前面的花园

图12   卡诺普斯柱廊园历经两千年，其廊柱雕塑任清晰可辨，造型优

美，比例匀称，两侧树木葱茏

图13  庭院尽头是哈德良皇帝的宴饮厅

图14  花园的中轴线上种有黄杨绿篱、丝柏等意大利地方性树种 图15   第三层台地上的东部依山就势而建的“水剧场”，借助原有地形

筑有弧形的柱廊式壁龛，正中是大瀑布，上面塑有山林水泽女神

像，此泉称“蛋形泉”

图16   戴安娜女神像。泉水像乳汁一样从胸前乳房中潺潺流出，故此泉

称“百乳泉”

图17   马焦雷湖上的贝拉岛，贝拉庄园如同中国神话中的蓬莱仙岛，或如

巴比伦空中花园那样令人神往，琼楼玉宇兀立在清澈的湖面上。

图18  东部花园第二层台地上的模纹花坛和草坪 图19  赫拉克斯小剧场，具有典型的巴洛克风格的雕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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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帕多瓦植物园

图22-1  观赏草展示区

图22-2  水生植物展示区

图22-3  植物展示区局部，反映了早期的展示方式

轴线从平面上看不在一条直线上，然而由于转折处

理十分巧妙，使人无变化方向之感。在府邸的狄安

娜前厅的两侧，有半圆形台阶，将人引向上一层台

地，使人无意中转变了方向，实现了轴线的连接。

府邸主要庭院的台地，中间是一块矩形的草

坪，尽端是著名的具有巴洛克式风格的赫拉克斯小

剧场（图19）。整个剧场华美绚丽，精彩纷呈。它

由数层壁龛构成，龛内饰以贝壳、浮雕、圆雕，在

蹬道、台阶的石栏杆上也有形式多样的雕像，顶端

为骑士像，两侧为横卧的河神像，在两侧的石金字

塔上点缀着镀金的装饰花顶。顶端南侧为九层狭

长的台地，一直延伸到水边，台地上种有柑橘等植

物。中间的台地面积较大，有圆形荷花水池。台

地东西两侧，各有八角形水城堡，内部安装水工器

械，以提升湖水供全园水景之用。台地的东侧，花

园布置更显得优雅而富装饰性，使眺望马焦雷湖时

增加了美丽的近景。

贝拉庄园展示了文艺复兴后意大利台地园的另

类典型——水上庄园。它以富有装饰性和韵律感

的布局以及雕像和台地精巧结合的布置手法，多视

角、多方位地展现出湖中“梦幻之岛”的景象，反

映了巴洛克式园林艺术的精美和华丽（图20）。

3.4 帕多瓦植物园

帕多瓦植物园始建于1545年，属于帕多瓦大

学，位于帕多瓦老城内，是世界上建立最早的植物

园，因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1997年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图21）。

植物园是由威尼斯贵族丹尼尔·巴巴罗规划，

安德里亚·莫罗尼负责建造。花园的布局来自欧

洲古代封闭式花园的格局。花园四周有高墙，中央

有喷泉，十字形的小路把院子分成四畦种植区（图

22）。1704年，在两条造路的尽端分别建起了四个

大门，以后，随着植物物种收集量的增加，逐渐向

围墙外扩展，建了一座带有蜿蜒山路和小丘的英国

式花园。在东门和南门还建有两个喷水池，南边的

喷水池旁树立所罗门雕像，四季女神相伴两侧。园

中的温室始建于18世纪晚期。500多年来，植物园一

直在原址，完好地保留着历史原貌。1786年，歌德

到访植物园，1790年出版了《植物的隐喻》这本名

著。到1834年，园内已收集16000多种植物，其中包

括来自中国的银杏、黄杨等植物。

植物园至今还保存着当时长方形种植畦的布局

形态。在不大的花园里，现在还保留着6000多种植

物，收集了意大利覆盖面最广泛的植物标本。在图

书馆中还收藏着50000多册具有历史和文献意义的图

书和手写稿。

3.5 庞贝考古遗址

庞贝城是世界著名的古城，其遗址占地面积

4.1km2东西长2.6km，南北宽1.6km，周围有

4800m城墙，纵贯4条大街，成“井”字形。9片街

区，每区有许多小街，有石砌的渡槽，说明古时由

此将城外的山泉引入城中。公元79年8月24日，离

庞贝23km处的维苏威火山大喷发，大量的火山灰瞬

间吞没了这个已经存在800多年、人口已达2.5万的

古城，成为人类史上的巨大惨剧。庞贝毁灭以后的

1700年，偶然的发现使人们开始了对沉寂在6m火山

灰下的城市进行洗劫式的发掘，直到1860年才开始

进行有组织的科学发掘。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

作，庞贝古城终于复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古城风貌

重见天日，为过去特定时刻的社会和日常生活提供

了世界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完整而生动的画面，作

为人类历史典范和人类居住地文化传统的见证，于

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图23-25）。

庞贝城的毁灭及其遗址的发掘和保护，向人们

展示了一幅历史的长卷，残败、荒凉的景象令人悲

怆，但它完整展示瞬间历史惨剧的场景又让人获得

悲剧的美并得到心灵的升华。

图20  庄园东部的沿湖景观，府邸建筑掩映在松柏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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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威尼斯及潟湖

威尼斯是一个美丽而独特的城市位于亚得里亚

海上，背靠意大利半岛。它建在118座小岛上，以

177条水道、401座桥梁连成一体，以船相通。整个

城市如漂浮在潟湖上，是名副其实的“水城”，也

称“百岛城”、“桥城”。威尼斯是世界上唯一没

有汽车的城市，是最大的中世纪中心城市之一，也

是中世纪建筑最为集中的城市，素有“亚得里亚海

明珠”的美誉。

威尼斯是一座文化名城，全城教堂、钟楼、修道

院、博物馆等艺术和历史名胜有 450 多处，在文艺复

兴时期，威尼斯是继佛罗伦萨、罗马后第三个中心，

以提香为首的威尼斯画派在欧洲享有盛名（图 26）。

威尼斯尽管存在城市下陷和水侵的忧扰，但经

历一千多年历史的洗涤，风貌依然，只有那古朴而

饱经沧桑、扑朔迷离的港道、小巷，意味无穷，耐

人寻味。

1987年，威尼斯及潟湖以其人类创造性的天才

杰作和人类历史的典范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3.7 五渔村

在意大利西北部，面向利古里亚海的悬崖峭壁

间，有15km蜿蜒陡峭的海岸线，修建着5个渔村，

总称五渔村。500多年前，在这片没有平原的荒野

之地上，人们费尽心力，依山就势修建房屋，开垦

梯田，种植葡萄、橄榄树，与险恶的大自然共同生
图25  商店和面包作坊遗址 图26  威尼斯大运河边鳞次栉比的建筑群

图27  五渔村坐落在意大利西北部，面向利古里亚海的悬崖峭壁间 图28 五渔村中的第五村——蒙特罗索，是五渔村中最繁华热闹的村子

存。人们在岩石峭壁上修建小住宅区和蜿蜒的街道

来适应这种不适宜居住的地形，形成一种独具特色

的山海人居（图27、图28）。

1997年，五渔村和附近的群岛一起被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

4 结语

从古罗马、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意大利沉淀着深

厚的历史文化，他们在保护历史文化和遗存方面做

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为人类保存了无比珍贵的财

富。在一片火山尘埃中，发掘保护了庞贝历史遗迹；

把哈德良宫苑整理成世界上至今保存最早、最好的园

林遗址；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比萨……一处处

完整的历史名城，向我们展示了令人震撼的历史真实

性和完整性。意大利是一部欧洲艺术史书，它像大多

数欧洲国家一样，没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但它把历

史和当代结合得十分妥贴，在时光隧道中和历史轮轴

中展现出现代意识和现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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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意大利现存最古老的一座角斗场敞廊遗址

图24  广场正中坐北朝南的朱庇特神庙遗址，背景是维苏威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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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xing Taoist Temple

福星观

“Fuxing Taoist Temple” located on the top of Yuhuang 

Mountain between Hangzhou West Lake and Qiantang River is 

common known as “Yuhuang Temple” because it is dedicated to 

“Yuhuang Emperor”. Fuxing Taoist Temple is one of the famous 

Taoist Temples in southern China. As early as Wu and Yue of Five 

Dynasty, there was a temple on the top of Yuhuang Mountain. 

During Yong Zheng years of Qing Dynasty （1723-1735）, The 

governor of Zhejiang, Li Wei, built Fuxing Taoist Temple 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During the last year of Xian Feng years 

(1860-1861), the temple was destroyed by fire, and then was 

reconstructed in 1870. Present buildings of the temple were mainly 

repaired on the basis of original one.

“Fuxing Taoist Temple” was one of the largest Taoist 

architectures in West Lake with a complete architectural complex 

imitating the palace style. There are more than ten buildings, 

including Ling Guan temple, Zhen Wu temple, Da Luobao hall, 

which has become the best place for the view of Hangzhou City. In 

recent years, Deng Yun building and Wang Hu building are newly 

constructed for vis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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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星观”位于杭州市西湖与钱塘江之间的玉皇山顶，因

主殿供奉“玉皇大帝”而俗称“玉皇宫”，是著名的江南道

观之一。早在五代吴越国时，玉皇山顶就建有寺院。清雍正

（1723-1735）年间，浙江总督李卫在山顶辟建“福星观”。

咸丰末年（1860-1861），福星观毁于兵火，后于同治九年

（1870）重建。今日山顶的建筑群，大部分是在原道观的基础上

修缮、改建的。

“福星观”曾是西湖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之一，有完整的仿

宫殿式建筑群；观内主要殿堂建筑有十余处，有灵官殿、真武

殿、大罗宝殿等。近年来，在山上又兴建了登云阁、望湖楼等，

是杭州登高望远的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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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是美的，不单单美，更有诗意。这种美和

诗意的绝佳体现，当属西湖。西湖是杭州的眼睛，

望一望西湖，就了解了杭州。

对于这座城市，这个湖泊，向往已久，倾慕已

久。2015年的初冬，也许不是最好的季节，我依然

义无反顾，踏上列车，奔赴杭州，奔向西湖。

这趟小游很短，只有两天，平凡如我，却自信

从中体会到了常人所没有、所不能的滋味。那是一

种诗意与真情共存共融的感觉。而我正要通过文

字，表达出这种不同。

Poetry And Truth
Travel Note Of Early Winter On Hangzhou West Lake

张立 / Zhang Li

诗意与真情
——初冬杭州西湖小游记

1 宝石山：这里是一个横向的、完整的西湖

来西湖，却要先爬山。不爱运动的我，喜欢爬

山。沿着北山路，首先来到宝石山。眼前一下就是

蛮高的台阶，但是并不会令人感到惧怕。由于在设

计中注意研究山势，在台阶的规格、材料和山路的

走势、形制上做足文章，走起来很舒服。一些野生

的植物，如络石、薜荔一类，攀在路边，配以石缝

中钻出的蕨类，样子很是别致，那是人工无法企及

的境地。

对保俶塔，一直印象深刻。在很多有关西湖的

宝俶塔（孙小明 摄）

照片里，它都是最传神的背景，是杭州西湖风景名

胜区的标志之一，我今天却是第一次近距离观赏。

特别入画，形状颇有异域风情。塔下还专门展示了

1997年4月对保俶塔进行维修时更换下来的明代万历

七年铸铁塔刹残件。

寿星石边，一个人正仔细瞧着。我拍照，他以

为自己遮挡了我的镜头，忙着要走。我对他笑说不

会，“有人才能显示比例嘛。”他回应到：“你的

心态倒蛮好。”那人心态也挺好。

宝石山岩呈赭红色，属于熔结凝灰岩，是一种

形成于侏罗纪一亿两千年前的火山岩。每当阳光映

照其间，满目都会呈现流霞缤纷。这里被誉为新西

湖十景之一“宝石流霞”。

虽然不是休息日，还是看到不少市民、游客。

宝石山不是我们“外地游客”印象中经典的西湖，

却是特别好玩的地方。在山里走来走去，山路不约

束游人，怎么走都可以，也有很悬的地方，满足挑

战的心情，也有豁然开朗的地方，适合坐在大石头

上晒晒太阳发发呆看看湖。从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横

向的、完整的西湖，很新鲜，很满足。

2 郭庄：杭州独有的感觉

没想到，郭庄会是此行杭州最大的收获之一。

郭庄雅称汾阳别墅，被称为西湖园林中最具有

江南古典园林特色的私家宅园。一开始，我便被池

塘中的蓝色热带睡莲吸引，感觉这里的引种应该做

的不少。还有就是别致的建筑和入画的场景。

才进门，就看到一个老伯用三脚架架起相机来

自拍，我走过去指导他的站位。右一点，左一点，

然后再帮他拍下来。不知道他这照片会给谁看，但

是原来出门在外一个人，也可以很好玩。

后来到了“枕湖”，这里也是郭庄最经典的景观

节点。一个圆月拱门，刚好可以看到外面的西湖和湖

上的长堤——苏堤，是郭庄借景西湖之最妙处。而人

从精致封闭的园林中一下解放出来，感觉超好。

这时的郭庄，海棠花还有开，另外就是一些粉

色、黄色的美人蕉之类，池塘里还有王莲。再次明

白印证了这里的引种工作成果。园内的水面上，出

现了一座精致的桥，简单的折线形，右边有围栏，

左边却没有，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和谐。

某一刻，我感觉像回到了苏州园林，但是想想

之前的西湖，又会从这种感觉中抽离出来。郭庄既

有苏州园林的味道，又有杭州自然山水的意境，是

苏州园林和杭州园林的完美结合，真是很有特色。

3 太子湾：

它是我从未见过的中国公园

太子湾公园规划面积1200亩，以植物造景为特

色，钱塘江水经中部河湾注入西湖，蕴含山情野趣

和田园风韵，由于公园所在地与南宋庄文、景献两

郭庄（孙小明 摄）

从郭庄远眺苏堤（杨小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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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水很清很静，雨滴落在水面上，泛起点

点涟漪，似乎在拨动琴弦。游走在太子湾，总让我

联想到音乐的元素，真心佩服设计师创作之高妙。

发现几乎每个水面都有显著的救生圈，又让我从眼

前梦幻般的美景中脱离出来，提醒我，安全问题，

始终是风景区管理的命脉。

看到园林工人正在一片已落叶的樱花林中冒着

细雨种植郁金香和水仙球，为了明年太子湾公园的

春季胜景之约而辛苦劳作，知晓在常人眼中一年一

度梦幻般的美景，并不是凭空而来，需要科学的规

划、详细的计划和脚踏实地的工作。

4 江洋畈生态公园：

六年终得一见，真是久违了

久违的江洋畈，今天终于来到了。

从知晓这个名字、这处地方开始，等待6年时

间，终于水到渠成来到了这里。大雨天，脚下是那

条著名的“晴天不扬尘，雨天不蘸鞋”的砂石路，

“果然不蘸鞋哦。”我抬脚看看，哈，好神奇。

江洋畈生态公园位于玉皇山南麓，这里本是容

纳西湖又一次大规模疏浚的一座淤泥库，但是随着

淤泥的沉淀和干化，这儿逐渐从湖泊变为沼泽。接

下来，大自然开始默默地展现神奇力量：西湖湖

底淤泥中携带的大量植物种子终见天日，渐渐萌

发，生出了芦苇荡、柳树林，形成了一片茂密的

次生湿生林地。丰富的生境条件吸引了鸟类、哺

乳类、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等各种动物在此栖

息繁衍。而公园的设计者也顺势而为，将库区由

淤泥带来的水湿生植物逐渐向周边山林植被演替

的过程，展现在公众眼前，为游客创造了近距离

观察自然、了解生态的各种机会。“生态公园”的

定位本身，就是一种认可，一种创新。而它又从属

于经典的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更彰显出一种新的

生态观、风景观。

来到江洋畈的感觉，和之前的几个景点景区，是

完全不同的。视觉、听觉、嗅觉都不一样，标识系统

也耳目一新：“植物认知”、“蜜蜂的本领”、“陆生植

物”、“芒草的一生”……如果仅以传统的审美来看，

感觉江洋畈缺少“景点”，只是野草野花，一座浮桥

还逐年在缓缓下陷。但是从生态的理念来看，你又

不得不赞叹西湖风景人的观念之超前，构思之精妙。

他们从经典风景中走来，又不断拓展出新的对于自然

风土和文化景观的理解和认识，并一步一步引导人

们走进风景名胜区，认识我们居住其中的自然环境。

一个完美的良性循环！

5 云栖竹径：

古老的七叶树叶子金黄，好像一道光

前往另一处新西湖十景“云栖竹径”。一路

穿过梅灵隧道，路过梅家坞，看到山间茶园层层

叠叠的墨绿，开心。这时的茶园，正有一些花在

开，山丘上间或几株高大的香樟树，像是茶园的

守护者。

云栖竹径里，印象最深的也是大树，还有就是

标识牌。是不是因为杭州人在这样风雅的环境中

浸淫太久，反而不会穷尽其学，或者说大家都已

经很清楚其中的一切？到这里来，发现很多地方

都没有标识牌，但是云栖竹径的标识牌，值得说

一说。

景区入口部分的标牌，主要介绍一些常见的植

被和林下草本，比如野芝麻、翠竹、野荞麦、异叶

天南星、红枫、楸、蓬²、倭竹、中国石蒜等等。

具体手法是，在植物分布的地方立牌，牌子的两边

支架做成竹节的形状和颜色，和背景的竹子真假难

辨；牌子的内容部分，左边是手绘图，名称，包括

科属种、中文名、英文名和拉丁名，右边是中英文

解说和照片。清晰、简明、全面。

大树方面，我看到的第一棵是1030年的枫香。

正好也遇到了一个外国团，大家都对这棵树赞叹有

加，纷纷抱着照相。过洗心亭再往里走，云栖竹径

的经典场面就到来了。两边的竹林，有高度，有广

度，有深度，形成幽远的氛围。我很爱竹子，因为

这种植物在北方很少见，但是它又有那么多的特色

和那么显著的象征意味，所以很喜欢这里。

亚热带的杭州，这个季节还基本都是绿色。绿

的竹子，绿的树和草。眼前突然出现一株古老的

七叶树，叶子金黄，好像一道光。从标识牌获得信

息，这棵树树龄230年，高30米，胸围260厘米，平

均冠幅13米。七叶树是世界著名的观赏树种，其树

枝干耸直，树冠开阔，叶形奇特，初夏白花，极具

美感，常植于寺庙周边，比如灵隐寺边就种有树龄

600年以上的七叶树多株。

另有一棵编号519的槐树，树龄420年。树干树

皮具纵向裂纹，印象中是我从未见过的槐树树皮；

还有树龄于300至600年不等的西湖风景区最古老的

苦槠树群，均生长于云栖。不同于入口的标识牌设

计，云栖古树名木系列的标识牌是设置在树边，将

棕底白字的铜质讲解牌钉在一块石头上。抬头看

书，低头读牌。

古树名木是活历史的见证。有古树的地方，总

是很容易就让人变得安静起来。云栖竹径，因为众

多古树的存在，给我一种别样沉静、幽然的力量。

6 结语

此外，还有抱朴道院、玛瑙寺连横纪念馆、孤

山、西泠、长桥溪、龙井问茶、六和塔……不一而

足。这两天的信息量之大，感觉经历了杭州西湖风

景名胜区的整个变迁。从最经典的传统风景园林，

到中西合璧的太子湾，再到全新的生态公园江洋

畈，这难得的实习游学，让我体会到浙江风景人的

扎实积淀和勇于创新，为我的风景之路补充了太足

的养分。旅行结束了，心里留得满满的感激。

杭州于我，曾经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现

在，我却真实地感到自己被杭州、被西湖的美所

包围。回想这一程，源于西湖，结于西湖。登山清

爽，下雨微凉。而杭州西湖之美，诗情真意，百转

千回，真正的人间天堂。

除风景之外，也非常喜欢杭州的居民，陶醉在

风景中的悠然。他们从风景中感受到舒适和愉快，

正体现出我们工作的价值。所以说，这是一个多么

真实的美梦。

江洋畈的标识牌（张立 摄）

太子有关，故名太子湾。1995年荣获国家建设部优

秀设计一等奖。

去过太子湾公园的朋友都向我推荐，但是我对

它的关注还在于，公园自2009年3月起，免费对公众

开放。一片茂密的水杉林后，很低调的一个入口，

我已来到太子湾。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中国公园，它

太美了。

那河湾的曲线、驳岸的处理，园路的设计和铺

装，犹如音乐一般飞扬飘逸；再加上高大的乔木、

宽阔的草坪、生动的流水和绚丽的秋叶，又如图画

一般赏心悦目，堪称一场酣畅淋漓的视觉盛宴。并

且今天的太子湾，不是周末，不是晴天，不在樱花

季，所以几乎没有游人，拍出来的照片超级干净，

简直人间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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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枣儿盛开出一片紫色的花海

Scilla scilloides，a beautiful scenery in autumn

绵枣儿，秋天一道美丽的风景！

仲秋时节，漫步杭州植物园，满目的苍

翠，不经意间抬头望去，各种果子在重重叠叠

的树叶间若隐若现，空气中间或飘来淡淡的花

香……

沿着蜿蜒的小路，走进植物分类区，林荫

下摇曳着一株株纤细的身影，成片淡紫红色的

花序在绿色的草坪上盛开，这就是绵枣儿。淡

淡的色彩，像风一吹就会消散的青烟，那么轻

盈可爱，那么生动。

绵枣儿(Scilla scilloides)，百合科绵枣儿

属，多年生草本。它的鳞茎卵球形，下部有短

根茎；线状倒披针，基生；花葶直立；花序

总状；淡紫红色小花，近披针形花丝；蒴果倒

卵形；种子有棱，黑色，光泽。花果期8～10

月。野生于丘陵、山坡或田间的绵枣儿，在全

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耐寒、耐旱、耐贫

瘠。绵枣儿还具有活血、消肿，解毒，止痛的

功效，可以治疗跌打损伤，腰腿疼痛，筋骨

痛。将它的鲜鳞茎捣烂外敷可以治痈疽、乳腺

炎等。

绵枣儿属于秋天，在秋风中盛开。它株型

整齐，花型美丽大方，挺直上扬，色泽鲜艳，

适于成片栽植，既可做观花地被植物，也可盆

栽欣赏。

闲暇之余，来到郊外，采一把绵枣儿，将

它插入玻璃瓶中，又是一种别样的风情！

（文/魏 婷  俞亚芬   摄影/魏 婷）

绵枣儿淡紫红色的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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