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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景中村整治建设的环境观、社会观和文化观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Re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s Inscenic Areas

美丽中国建设的重点难点在乡村，景中村又是
重中之重、难中之难。景中村在我国风景名胜区事
业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最早要求从景区里搬
出去，进而改为严重影响景观的外迁，近几年又发
展到把留下的景中村整治为一景。这一工作通过十

胡理琛 / Hu Lichen

多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多喜人的成绩，尤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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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湖景中村整治中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的实例。
【摘 要】美丽中国建设的重点难点在乡村，景中村又是重中之重、难中之难。景中村整治建设应从前人丰
富的环境观、社会观和文化观中吸取精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赋予景中村整治建设正确的环境观、社会
观和文化观，以求扭转当今重外表轻内涵、重物质轻精神、重感性轻理性的不良现象。
【关键词】天人合一；尚和合；文化；发展
Abs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job of "Building Beautiful China" is i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the

近几年从景中村又扩展为美丽乡村、特色小镇的整
治建设，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大抓手，升级了新需
求。但是，问题非常多，主要表现在重外表轻内
涵、重物质轻精神、重感性轻理性，在一些地区，
这些现象严重存在。我们国家由于儒学和耕读人文
背景比较深厚，古村落蕴含着独特的环境观、社会

important that we avoid the mistake of paying attention only to superficial values while ignoring the essence, or

观和文化观，在经济发达地区尤为鲜明。所以我们

emphasizing onlythe material but ignoring the spiritual; and it is extremely necessary that we do research in our
abundant culture heritage to discover how our ancestors deal with those problems from their holistic world view of

景中村的整治建设应该从前人丰富的环境观、社会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culture as an organic system.

观和文化观中吸取精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按

Key words: Holism; Harmony; Culture; development

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
面。”并且，洋为中用，借鉴国外乡村整治的一切
文明成果为我们所用。
现以浙江楠溪江流域古村落为例谈一点感想。

芙蓉村溪门

1 环境观
天人合一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体
系。这是一个广义的思想概念，我们从天人合一
狭义的角度审视楠溪江古村落会发现很多非常精彩
的内涵。楠溪江古村落的选址布局能够巧妙地利用
自然，善于借景透景，整个古村落自然美与人工美
融为一体。 如坦下村，背山面溪，毛石墙、木结
构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具有山歌般的质朴。当时初
见这个村庄，激动之下奋笔记下了这一美景。很可

芙蓉亭

惜，而今坦下村已破坏得面目全非。芙蓉村，村中
间有一个芙蓉池、芙蓉亭，它们形容为芙蓉花的花
蕊，以此为中心展开整个村落的布局。这个村有四
个村门，当地人称村门为溪门，东溪门为主门很气

却无视山水的存在，生搬硬套城市居住小区的规划

派。芙蓉池畔有一个大书院，村背后是芙蓉峰。芙

手法，只注意村内部建设布局，追求规划的规整统

蓉池、芙蓉亭跟芙蓉峰遥相呼应，造就了一个“山

一，甚至讲究建筑群的天际线，做不到把周围的山

岩倒映影，荷花映芙蓉”的艺术境界，达到了人工

水环境和村庄的规划融为一体。

美与环境美的高度统一。此外，溪口村有“合溪十
景”，其它村也有各自的村景等。
楠溪江古村落速写

当今景中村整治建设中不少村庄身处山水之中

有的古镇古街的整治不善于利用山水自然环
境。古时候古镇古街多数伴溪而建，其村镇背后的
溪流功能是航运，而今已失去航运的功能。在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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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s,especially those villages in scenic area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villages in scenic areas, it is extremely

芙蓉村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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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区，又有了真善美的传承，于是村民们魂有定
所，行有依归。

杭州安缦法云改造后风貌

西班牙科尔多瓦百花巷

印尼巴厘岛田园景观

当今，全国正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绩，为他们树碑立传，建各种形式的纪念物，如纪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乡村也肩负着

念亭、纪念石、纪念碑、纪念树、乃至纪念馆。加

上述各项建设的重要使命，我们应该从古村落建设

拿大许多小纪念物传承着大文明。例如，一块自然

的社会观中获得启迪，把乡村建设得更加和合更加

形态的小石头记载着1985年11月26日，加拿大首位

文明。

女警察在此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很简单就一块石

首先，规划建设的内容要有利于传承弘扬中华

头，写上文字，周围种些草花，但很有纪念意义。

优秀传统文化，这也是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所

1967年11月18日，兄弟镇奥克镇种一棵树送给特瓦

希望的。什么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总书记说：

勒镇，作为该镇一百年周年纪念。1992年10月8日，

“有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

星期四，下午三点钟，150个园林机构在和平公园

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

种下了12棵树，代表加拿大12个省区，作为生命象

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美德，这叫优秀

征，并祈祷和平。有一家人领养的一棵树，牌子上

文化。”因此把一些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存，包括

面写了夫人纪念她丈夫，儿子纪念他的父亲，孙子

古井、围墙、石路、驳岸、埠头、古树名木，甚至

纪念他的祖父，最后面写着：“永远的爱、永远的
怀念、永远的纪念，全家人。”上述纪念物虽小，
但承载着传世文明，值得借鉴。
把读书阅览室摆在规划的核心位置，现代文明
的国家都把图书馆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传统的楠溪

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街背后还有利用价值极高的绿水

江古村落就是让书院成为村落的核心。当下，虽然

园，这迎合了高度城市化人们的审美情趣。

青山，只是就古街整古街。捷克克罗姆洛夫镇是世

如果借鉴古村落的环境观，景中村整治建设切

不再建传统书院，但是可以建读书阅览室，倡导全

界文化遗产，古街背后情况类似，也是一条美丽的

实把自然美与人工美高度融合，自然景观得以充分

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还可以设立乡村博物馆、

溪流，后来溪边开发作为休闲观光、水上运动，古

利用，绿水青山将会真正变成为金山银山，而不只

游人中心，开辟足够的人际交往的文化娱乐场所。

街内外一片生机勃勃。淳安芹川村，村中间有一条

是一句口号。

现在的农村不只是一个社区，还是一个开放的
社会。尤其是景中村要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蜿蜒小溪顺势穿行而过，早年这条溪水还串通家家
户户的鱼池，这种自然与人文高度融合的天人合一

2 社会观

要满足他们生理心理等各方面的需求。目前景中村

独具特色布局，难得一见。而今，鱼池留存寥寥几

崇尚和合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和合是中华

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开发的潜力很巨大，很多非文

户。景中村整治规划时竟然只字未提恢复这一天人

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持久的民族凝聚力、向

保单位的民居、大量闲置的祠堂、宅院，都可以整

合一的杰作。

心力、亲和力，是滋养核心价值的重要源头活水。

苍坡村平面图

治用作发展民宿，发展美丽乡村的休闲旅游。

有的旅游主管部门误导景中村要村村建牌楼，

楠溪江古村落，除了宗祠，还有书院、文昌阁之

结果将风景名胜区完整和谐的风景环境分割的破碎

类的文化设施，有许许多多供村民人际交往的台亭

不堪。原本千姿百态的村镇入口退化成枯燥无味的

榭，还有供文化娱乐的戏台，这些设施共同构成了

耕读是古村落核心文化内容，楠溪江流域有不

千村一面，还夺人眼球。楠溪江原本一路是山清水

一个和合的载体。一个古村落，俨如一个和合的社

少村落，有明晰的文化脉络和文化肌理。芙蓉村七

绿、村古、瀑多、滩林美，景色和谐宜人，而今沿

区。苍坡村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村东南角有一

个路口祭台、八个荷池，象征“七星八斗”，寓

路一个个村庄牌楼触目惊心。

个“望兄亭”，邻村有个“送弟阁”，两亭隔溪相

意人才辈出。苍坡村以文房四宝为立意，建有一条

田园的景观价值未被认识，因而未得到有效利

望。古时候兄弟互相探访，夜里有虎豹出没，兄弟

“笔街”，并对着“笔架峰”，村中辟一荷池意为

用。这方面印尼巴厘岛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各建一个亭子，一方安全到家，在亭子里挂灯笼告

“砚池”，池旁搁一大块石条，意为“墨条”，是

那里陆地景观平平，却把田园景观价值利用到极

平安，这是一段流传数百年的兄弟情深佳话。在湖

一处“学而优则仕”的耕读文化的典型写照。楠溪

致，一些高级酒店把层层稻田作为景观，旅游餐厅

州双林镇我还画过一张“还金亭”。这些都是很有

江古村落多数都有书院，古时候村村可以听闻朗朗

多数插入农田之中。自助餐厅、泳池周边也都是田

意义的文明道德的一种传承。一个村落有了和合

3 文化观

苍坡村望兄亭

读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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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克罗姆洛夫镇

临安河桥镇

要多挖掘好人好事、名人名事、各种英业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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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坑等历史文化要素都要保护好。

苍坡村平面图

墙。与皖南无关的好多规划，文本上写着“采用皖

器具，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现在好多都堆摆在农

的困惑。建筑是文化活动，文化是发展的，不是凝

南民居的形式”。皖南民居仅是徽州地区特定的官

村的祠堂里，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建议将这些珍

固的，应该与时俱进。习总书记也讲：“文化既需

贾儒三位一体的产物，而非通用特色。还有的把飞

贵的遗物当作点缀街角广场的公共艺术品，用来装

要薪火相传，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现

檐翘角认作中国园林建筑的唯一形式，其实楠溪江

扮整个村庄，也可以把整个村庄布置成为露天的博

在许许多多用于现代功能，而且应该运用新技术、

古村落的好多亭子没有翘角，平檐也很美。

物馆。

乡土特色是根植于本乡本土的建筑特色，不能

乡 村 博 物 馆 （ M use um ） ， 或 乡 村 的 信 息 中

护协调区，从建筑体量上应给以限制，不要主次颠

把他乡移植过来的也叫乡土特色。乡土特色之所以

心（Information），或乡村的游人中心（Visitor

倒，损害保护区形象。但新建筑可以是21世纪的现

保持至今，说明它有强大的生命力。随着城市化高

Center），应提上议事日程。景中村可以通过博物

代建筑，用现代对比古老，拉开了时空差，使古老

度发展，乡土特色会越显魅力。城市化了的人们向

馆、信息中心、游人中心为游客提供旅游信息服

更显风采，这也是一种保护方式。世界文化遗产米

往大自然，向往乡间田园，这是合乎规律的文化回

务，科普教育，传播历史文化和知识，也记载本村

兰大教堂的屋顶上摆了一个现代雕塑，大教堂的厅

归现象。但这个回归不是回到原点，而是波浪式前

历史。天台山最近利用一个废弃的厂房改建为“和

堂内也摆放了一个非常摩登的雕塑，其目的就是

进、螺旋式上升的回归。现代建筑运用一些草顶、

合文化园”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案例，文化园内充

对比。现在有一个“新乡土建筑”的概念，我很认

石墙、土墙、毛竹，跟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如时尚

分展示了天台山和合文化的精髓。天台山是和合圣

同，把传统和现代有机的结合成一个整体。我们应

女郎“衣不蔽体”，牛仔裤挖几个窟窿；宴席上吃

地，和合是两个和尚，一个叫寒山，一个叫拾得。

该迈开更新的步伐，冲破泥古不化的藩篱，走出保

玉米地瓜；说话一般的通俗唱法；童趣的现代绘画

寒山是陕西咸阳人，唐朝来到国清寺，隐居了70

护与更新相结合的新路，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等都是文化的回归，是文化进步的现象。

年，结识了拾得，两人友谊深厚、情同手足、亲如

笔者十多年前在温州康园小区设计中作了“新乡

值得赞扬的是杭州安缦法云酒店设计。法云古

兄弟。寒山和拾得的处世之道问答很有意思，寒山

土”的探索，2002年获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西

村在灵隐寺旁，原来是4万多 ㎡ 的古村落，全村外

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惹我、笑我、轻

班牙在保护与更新方面有许多成功实例。托莱多古

迁后优化了传统风貌、格局。在保留修复几处尚存

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之？”拾得答“只

城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基督、伊斯兰、犹太三

的、50年代初《浙江民居》书中收录的法云弄传统

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

种文化并存，在古城中央新建的美术馆，完全是一

民居的基础上，拆除上世纪80年代建设的农居，新

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清朝雍正皇帝赐封二圣

个现代的建筑，美术馆用时尚的锈钢板做墙壁，既

建了一个1.3万㎡的村庄，全部采用夯土墙，内部装

为和合二圣，寒山为和圣，拾得为合圣。在民间，

现代又使色调与古城相和谐。古城为了减少车流，

修采用江南风格和现代高标准设施。安缦法云酒店

他们二位被奉为和合二仙。和合文化远播日本、朝

进入21世纪，我们的文化内容无论广度或是深

东西各配备了自山下至山顶的自动扶梯群，建筑造

是乡土特色价值回归的生动体现。

鲜半岛，对东南亚有深远的影响。

度都已大幅度扩展。这些年，景中村整治建设在文

型十分简洁现代，但与古城与山体十分和谐。古城

景中村建设有些现象值得三思。一是土豪思维

综上所述，景中村整治建设，只要赋予正确的

化层面上的问题十分突出，也可以说十分严重。

添建的旅游服务设施钢结构，很现代，但色调并不

盛行。农村建房攀比谁高，攀比谁豪华；式样崇尚

环境观、社会观和文化观，工作定会更加理性，更

首先真古董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不少真正的

出挑。卡塞雷斯古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是犹太人

所谓的“欧陆风格”，装上“罗马柱”，花瓶栏

加科学，更见成效。

遗存被拆被卖、古树名木被毁的破坏行为仍然时有

居住区，文艺复兴形式居多，在古城的中心添建了

杆；以洋为美，以洋为尊；以贴面砖、大理石、琉

发生。村民们失去了很多历史的记忆，也忘却了一

一个很现代的小广场，全部白色大理石，很现代，

璃瓦为荣，房子建得又大又高，不仅丑陋而且很不

【作者介绍】

些乡愁。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但很和谐。科尔多瓦百花巷是世界文化遗产，其数

实用，极其浪费。二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花钱

胡理琛，男，1938年生，教授级高级建筑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

上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讲话，他说“历史文化遗存是

百年前传统民居，室内已经现代化，许多庭院加装

破坏比比皆是。比如原本石护栏很古朴，没有任何

系，原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原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理事长，

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同时还讲：“让收藏在

玻璃顶棚后成室内酒吧或餐馆。日本历史文化保护

雕饰，村民为了美观，换成了精细雕饰的石护栏，

划、历史文化遗产地保护、风景园林等业务。

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

地传统风貌完整保护，但室内也均进行了现代化改

有的生怕不起眼，处处是银光闪闪的不锈钢。三是

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导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造，古街下面设置了完善的现代基础设施。总之，

乡村绿化城市化、公园化在蔓延。乡村绿化是景中

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文化遗存的保护。现实中一方

对于历史文化保护地区、古镇古村，要保护与更新

村特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乡村魅力所在。

面保护不够，而另一方面毫无历史根据的臆造的假

相结合，既古色古香又生机勃勃才是我们追求的目

营造农家绿化氛围，应多种农家花木，如枇杷、柚

古董又大兴土木，仿古一条街、仿古廊桥，层出不

标。

子、石榴、樱桃、蜀葵、木槿、紫茉莉、鸡冠花、

苍坡村望兄亭

穷。名之曰“历史文化保护”，实则模糊了时空，

什么是乡土特色？有的受到误导，误认为皖南

损害了真古董的历史文化价值，还劳民伤财，也不

民居、马头墙放之江南皆宜，各地马头墙泛滥成

适用。

灾，一些山区本来不见马头墙的，也竖起了马头

凤仙花等，保留部分菜园、瓜棚。这种农家风味的
绿化，才是城里人来旅游所向往的。
农耕文明离我们渐行渐远。过时的农具、生活

曾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兼总规划师，分管全省建筑设计、城市规

注：该文章转载自《人文园林》杂志，并经过《人文园林》编辑部的
同意，略有删减。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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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更新乏力、步履蹒跚，如何更新成了最大

国内外美丽乡村规划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徐文辉 / Xu Wenhui

【摘 要】美丽乡村的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新工程。本文以分析国内外美丽乡村建设的理论研究为基本出发点，总结归纳了乡土特色、乡村色彩以
及乡村旅游三种研究方向，并结合研究方向，以欧美国家、日本等为研究典型，国内实践为基础，分别进行
了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实践的案例总结，最终得出有关美丽乡村建设启示，为美丽乡村规划实践提供借鉴。
【关键词】美丽乡村；乡村景观；规划实践

1.1.2 国外乡村景观研究

快。刘滨谊、陈威等针对中国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乡

1）乡土特色

村人类聚居环境规划建设，强调突出当地景观的特殊

西方国家在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便有相关乡土景

性的同时体现当地的文化内涵，提升乡村景观的吸引

观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麦克哈格《设计结合

力。国内其他学者也提出了相关理论，如：王云才提

自然》、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等。部分发达

出乡村景观规划的七大原则；王锐和王仰麟等提出农

国家在乡村景观规划中比较重视娱乐性、美感和观光

业景观生态规划应遵循五项原则等。

价值等方面，根据人们渴望回归本土的要求，将一些

1.2.2 近年国内乡村景观研究

富有地方特色的观光农业景观融入其中，希望创造出
特色的乡土景观 ( 李琼 2010：6)。

由于“美丽乡村”概念的提出以及我国城市化
进程所带来的问题，我国学者对于乡村景观研究也

2）乡村色彩景观

在不断深入，其主要研究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国外有关乡村色彩景观的研究最初是从研究城

乡村景观的分类、评价和乡村聚落、生态、文化三

市色彩起步，大量的实践案例和集成理论支撑着城

大景观。

and also is a new project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new countryside. Based on

市色彩景观的可行性。后来城市色彩景观范畴逐渐

1）乡村景观分类

the analysis of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eories ,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countryside characteristics

涉及到乡村风貌规划领域，提出将视觉、本土色彩

国内有关乡村景观分类的研究最初建立在土地

out beautiful villag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case summary，finally got the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of

文化作为平衡当地发展的力量，使乡村色彩景观成

分类的基础上，但随着对乡村景观认识的深化，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which can offer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planning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为乡村个性特色之一。

不少学者开始借鉴国外景观分类的相关研究成果，

tourism, put western countries and Japan as typical study cases, took domestic practice as basis , and carried

Key words: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untryside landscape; planning practice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乡村景观利用最优化，提高
乡村经济发展水平。

3）乡村庭院景观

将乡村景观类型研究从前期的土地类型和农业类型

欧洲庭院最早起源于罗马的府邸庭院，其室外

方面逐步扩展到整体乡村景观类型方面。其中，李

庭院空间只是作为居住建筑的背景，人们更加注重

振鹏 [1]等采用功能形态分类的思路，提出了“景观

居住建筑细节的修饰和雕琢。而西方现代庭院的营

区—景观类—景观单元—景观要素”四级分类方

造在继承优秀的传统特性基础上，充分吸收当代建

案；余亚芳[2]借用美国学者Amos Rapoport在《建

筑和艺术的精华，创造灵活多变的空间组织，使庭

成环境的意义——非语言表达方法》一书中所使用

院的艺术魅力不断得到新的诠释。

的理念，将我国西南传统乡村景观分为固定性景观

1.1.3 国外乡村旅游研究

因素、半固定特征因素和非固定特征因素3种类型

国外乡村旅游始于19世纪70年代，随着乡村旅

进行讨论研究；此外，还有其他学者依据景观的特

不断提高，井喷式的城市化进程导致中国大地上众

1.1 国外乡村规划设计的研究理论

游业的发展，有关旅游经营、乡村资源开发、旅游

征、功能、形态等因素，将乡村景观分为聚落、农

多村落及村居环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1.1.1 国外乡村规划研究理论

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越来越多的乡

田、山体、道路、水系、广场等。

出现了景观格局混乱、生态平衡失调、精神家园消

国外开展乡村规划实践较早的主要是一些欧美

村旅游研究关注于此，主要倾向于乡村旅游规划、

笔者在总结前人学者的基础上，按照浙江省

失等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提

国家，如德国、荷兰、英国等。德国的乡村建设主

乡村旅游市场、乡村文化资源、乡村可持续发展以

“美丽乡村”景观的形态构成，将乡村景观要素划

出了“美丽乡村”这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

要分为土地整理、景观规划实践和农村更新规划三

及有关乡村旅游的相关案例研究等方面。

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表1），其中人文景观又

历史任务，力图缓解城市化所带来的农村问题，实

个阶段，逐步形成较为系统的乡村景观建设理论。

就乡村旅游市场而言，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主

现城乡协调发展。在此背景下，有关美丽乡村的建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则是荷兰，荷兰的乡村景观规划

要集中于地区比较和游客流向；需求与供给、产品

2）乡村景观评价

设实践不断增加，但各地美丽乡村建设结果褒贬不

与土地整理过程紧密相连，从最初为农业生产等经

开发、区域网络；游客消费与企业策略等方面。通

乡村景观评价是乡村景观建设中的重要一环，

一，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

济因素服务，发展为注重有效的土地利用与景观品

过市场研究，为已建成项目和拟建项目提供帮助，

揭示了乡村景观资源现状的优劣程度和检验规划

质、生态进程的保护和发展相结合。

对市场发展机制提出新的见解。

实施后的乡村景观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为乡村景

1.2 国内乡村规划设计的研究理论

观规划和乡村环境改善提供科学依据。目前，我国

1.2.1 乡村景观规划研究理论

学者对乡村景观评价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综合评

1 国内外“美丽乡村”的理论研究

韩国、日本等亚洲地区国家推出各具特色的乡

包括物质景观和精神景观。

现阶段，有关乡村景观建设的研究在学术界一

村景观改善运动，并取得较大的成绩，如：韩国

直未曾间断过，国内外各大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

政府为改善“三农”问题而推出“新村运动”；日

中国自古以来都有崇尚农耕文明的传统，“乡村

价研究、风景资源评价及景观生态评价理论三个方

不同层面对乡村景观建设提出自己的观点主张，但

本为改变农村环境严重恶化问题，曾兴起“造町运

建设”一词在中国屡见不鲜，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

面。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层面，阐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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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is the foundation and premise of beautiful China construction,

加快，我国的乡村景观研究在乡村规划等方面进展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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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一村一品”运动等。

表1 乡村景观要素分析

2）日本

地，发达的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为法国旅游的发

也曾遭受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然而其对传统文

展奠定了基础。法国乡村旅游起源于19世纪，兴盛

化、风俗、建筑等的保护都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和

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法国乡村旅游被称为“绿色

借鉴。它将乡村看作是传统民俗文化生长的肥沃土

旅游”、“生态旅游”和“可持续性旅游” [8]。法

人文景观

美丽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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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景观

反映的是人类对自然景观的改造程度和方式，包括 梯 田 、 古 井 、 犁 、 水 渠 、 古
建筑、村落空间、设施等多种实体景观。
桥、古建筑、庙宇、祠堂等。

壤，其乡村乡土气息浓郁，特色突出。乡村绿化率

国乡村旅游的特色在于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吸引观光

人类长期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诸如传统技
传统技艺、风俗礼仪、宗教信
艺、风俗礼仪、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非物质的精
仰、名人轶事、生活方式等。
神文化符号，反映了人类的价值取向和内在需求。

极高，环境优美，虽然仍然存在破旧、损坏的景

客，主要开发项目有农场客栈、点心农场、农产品

精神景观

象，但基础设施建设到位，道路硬化通达各村（图

农场、骑马农场、教学农场、探索农场、狩猎农

2），给人井然有序的感觉，这对于我国开拓美丽乡

场、暂住农场和露营农场九个系列，旅游的多样化

村建设新思路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是农庄现代化后法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新趋势。

景观要素分析

景观元素的提取

由气候、地貌、水体、土壤、植被等多种要素组合
村庄肌理、生态环境、植物意
而成，是乡村景观中最为核心的景观要素，反映了
境、地理形态、山水格局等。
特定区域内经济、意识、美学等诸多景观特征。

旅游市场研究、乡村旅游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价角度出发，刘滨谊、王云才 [3]提出了乡村景观可

基于新农村建设的乡村旅游研究等。值得一提的

居度、可达度、相容度、敏感度和美景度5个指标

是，国内学术界对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历程相

[4]

因素；从乡村风景资源评价角度出发，俞孔坚 提

对较短，整个乡村旅游资源理论体系尚不健全。
图2 日本乡村

出调查分析法、民意测验法和直观评判法三种自然
景观评价方法,并综合了两种风景审美评判测量法

2 国内外“美丽乡村”的实践

(SBE法和LCJ法)，提出了BIB－LCJ审美评判测量

2.1 国外乡村景观规划建设实践

法进行风景审美评判测量研究 [5]；从乡村景观生态

2.1.1 乡土特色

[6]

2.1.2 乡村旅游实践
国外乡村旅游开展时期较早，乡村旅游资源经

图4 法国乡村风光（图片来源：http://image.baidu.com）

2.1.3 乡村色彩的景观规划研究
1）日本

过较长时间的培育和发展，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发

日本十分注重城乡风貌塑造的理论和研究，把

评价角度出发，丁维、李正方等 以江苏海门县农

1）西方国家

展经验相对成熟，为我国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带来

都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制定宏观的色彩景

村生态环境为载体，采用层次分析结构模型，建立

19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乡土风格的初步实践

参考和借鉴。

观发展趋势。京都、大阪等城市拥有较为系统的色

阶段，标志性事件是哈佛景观设计系主任James

1）英国

彩规划方案，科学的规划使这些城市呈现出和谐有

3）乡村聚落、生态、文化三大景观

Sturgis Pray提出景观设计师必须做到在最大程度

英国乡村旅游以贵族城堡、乡村庄园为特色，作

机的整体面貌。1981年日本出台了《城市空间色彩

乡村聚落景观是乡村文化的核心，乡村生态则

减少风景破坏的前提下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特有景

为乡村旅游发展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在 18 世纪 50 年

规划》着重对城市色彩进行规划。2004年实施“景

是乡村聚落和乡村文化的载体，三者之间联系紧

观来设计建筑物和其它构筑物，并保护好景观原始

代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时期，服务于贵族的“英国

观法”，随后出台的多个重要文献从理论、社会、

密。同时，乡村聚落和乡村文化又是乡村地理学的

风貌的设计原则。

乡村庭院”就已产生，它追求以自然美为核心的风景

策略等方面，探讨如何正确规范色彩景观的内容，

农村生态环境评价模型。

研究热点，因此，对于这三者的研究不断得到加

19世纪末，以Jen Jenson为首的一批景观设计

庭院，把坡地、草坪、池塘、花卉、山川等自然景观

并通过不同的轴线区域划分，提出色彩基准必须和

强和深化。笔者对于三者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总结归

师开创了“草原式景园”的理念：适当运用当地原

融入庭院中（图 3）。直至目前，乡村旅游已成为英

周边景观相互调和的设想。

纳，主要有：乡村群落分布规律、空间结构、特

有的景观、土壤、气候等条件进行设计。凯文•林

国最大的产业之一，英国本土有近四分之一的农场开

日本实施的乡村色彩方案对我国是最有启示作

征；乡村生态空间理论、景观异质性、景观变化模

奇在《城市意象》中提出一个城市要有特色，需

展乡村旅游或与乡村旅游业相关的服务，为游客提供

用的。日本传统乡村以自然色系为主，对于各种木

型以及景观系统分析与GIS应用以及乡村文化景观

要从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五要素着手

参与乡村生产生活、体验农场景色氛围的机会。

料、石料、主料的色彩有层次的规划应用，彰显素

的组成，理论研究成果颇丰。

（图1），为形成区域特色提供了方向，这个理念有

1.2.3 乡村旅游理论研究

雅、有序的民族特征（图5，6）。

[7]

着普遍的应用 。

我国乡村旅游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
正式关注研究乡村旅游的发展。目前，多数学者是
以某一地区乡村旅游为案例进行相关研究，在内容
上，国内学者除对乡村旅游的定义与内涵有较多研
究外，更多关注与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乡村旅游发
展方面的问题，如：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乡村

图3 英国乡村风光（图片来源：http://image.baidu.com）
1.道路

2.边界

3.区域

4.节点

5标志

图1 城市意象五要素（图片来源：临摹自《城市意象》）

2）法国

图5-6 日本飞弹故里的色彩景观风貌（资料来源：作者自摄、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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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乡村景观评价的看法，如：从乡村景观综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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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非常注重文化的传承和文脉的延续。日本

景观类型
自然景观

作为欧洲农业第一大国及世界第一大旅游入境

2）其他国家

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优先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重要问题。许多西方国家如德国、英国、荷兰等对

品的设计与制造过程。这就要求进行乡村旅游开发

美国各大城市各有特色。波士顿以暗红色承载

培育主导产业，将油菜种植、绿茶种植与乡村旅

乡村中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古树名木、历史遗迹、

时，应以资源为载体，开发形式新颖的个性化旅游

着历史的红砖为主调；纽约光怪陆离的霓虹灯色尤

游相结合，开发田野赏油菜花项目及茶文化旅游项

农宅街巷等景观都采取保护和修缮的处理方法，在

产品及娱乐性强、互动参与性大的休闲娱乐项目以

为突出；华盛顿灰白的花岗岩色与湛蓝的天空色构

目，实现了由单一的旅游观光向休闲度假的转变。

维修过程中，一般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实施

满足游客多层次需求。

成了首都明朗的主色谱；芝加哥又给人沉稳、高雅

失，尽量保留其历史原貌[10]。这对于在美丽乡村规

的灰色调印象 。
西班牙米哈斯小镇，整个小镇一直延续白色为

划实践中如何更好地处理地方传统遗留并保持乡村

主基调，与周围绿色群山和蔚蓝色地中海共同形成

的特色性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4 结语
美丽乡村的建设不仅是贯彻中央关于建设“美
丽中国”的重大举措，也是优化当地居民的生活环

2）坚持“以人为本”

境、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新契机的良好途径。在

落用白色的物产石料粉涂饰建筑墙面，整个乡村至

乡村景观建设充分考虑了村民对社区景观的尺

游客需求日益变化的今天，乡村要保持持久的吸引

度要求和心理需求，将各种健康生活理念与景观要

力就必须着力于在保持乡土特色的同时开发农村新

素相结合[11]。村庄的景观格局规划要考虑村民的

型业态。国内外众多乡村景观建设的实践案例不仅

生活习惯和发展需求，并结合村落中原有的道路、

为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模式参考，也为我

建筑、水体等要素来安排。

们建设美丽乡村提供了新思路。

今依旧保持着传统的白色风貌（图8）。

图9 婺源风光

2.2.2 乡村民居庭院景观研究
乡村景观是在上千年的演化中自然形成的，其
规划包括以农业为主体的生产性景观规划、以聚居

3）加大民众参与力度

环境为核心的乡村聚落景观规划（图10）和以自然

目前国内美丽乡村规划规范性尚有欠缺，民众

生态为目标的乡村生态景观规划。
图7 西 班牙米哈斯小镇的色彩景

图8 希 腊 海 边 乡 村 的 色 彩 景 观

观（资料来源：《城市环境

（资料来源：http://image.

色彩管理与规划设计》）

baidu.com）

参与度不高，较难形成具有特色的乡村景观风貌。

目前国内乡村庭院景观研究偏于庭院经济效益

今后的发展应加强景观法规的建设，同时加强对

方向，包括庭院种植栽培和禽鱼养殖两方面。许多

民众的景观宣传，调动其参与积极性。如学习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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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等为特色。婺源作为皖南古村落的重要组成部

1）处理好自然景观与人造景观的关系

分，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和厚重的徽文化积淀。婺

发展乡村旅游要注意对自然环境资源以及乡土

源县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成功经验在于以下几个方

文化资源的保护，也要注重人造景观与当地环境的

徐文辉，男，浙江省义乌人，2004 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面：

图10 杭州市东江嘴村美丽乡村景观

紧密融合，减少人为干预的痕迹。资源开发不能以

科建设负责人，城乡园林规划研究所所长，目前主要从事城乡园林规

（图片来源：作者设计的实践项目）

破坏村庄生态为代价，更长远的发展应注意生态平

划设计研究以及乡村绿道（rural greenway）发展模式的创建规划研究。

（1）品牌独特
基于徽文化的底蕴，巧打“中国最美乡村”品
牌。
（2）资源保护
古建筑保存完好度高，专设历史文化名村建设
管理机构以提升历史文化保护力度。
（3）转变农业结构

【作者介绍】

获风景园林硕士学位。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风景园林学

衡的维持，保持适度的资源开发，及时整治环境问

3 国内外乡村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3.1 对“美丽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的启示
1）保护传统文化，传承地方特色

题。
2）提高乡村旅游的可参与性
纯粹的乡村景观对于旅游者的吸引力日渐减

保护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秉持地方特色是美

弱，走马观花式的农业观光旅游模式已无法满足

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

消费者互动参与的新需求，消费者乐于主动参与产

注：未注明来源的图片均为作者自摄或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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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或个性鲜明的小镇风貌（图7）。希腊的许多村

015

美丽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美丽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014

可行的保护方案，来减少建筑艺术性和真实性的缺

[9]

美丽乡村、乡村园林
——漫谈浙江省乡村旅游建设
Beautiful Countryside, Rural Garden
Discussion On Rural Tourism In Zhejiang Province
吴伟进 / Wu Weijin

【摘 要】浙江省各地的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许多县市正在实施全域景观化，全域旅游的战略，本文以
乡村园林的概念，来进一步说明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策划的内涵，探究浙江全域旅游之路的战略。
【关键词】美丽乡村；乡村园林

in many counties are implementing. With the concept of rural landscaping, the connota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and rural tourism planning is described for exploring the strategy of the tourism in Zhejiang.
Key words: beautiful countryside; rural garden

“美丽乡村”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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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何谓乡村园林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创新。

村庄、老街、石板路、山丘、树林、湿地、溪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生

流、池塘、河湖……由这些园林景观元素构成的美

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

丽乡村本应该都很美，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部分

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中国,重点和难点

农村环境受到了建设性破坏。今天我们提出美丽乡

在农村，农村地域和农村人口占了中国的大部分，

村建设，用“乡村园林”的理念打造美丽乡村，旨

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就

在修复被破坏的乡村环境，提升乡村的文化内涵，

必须加快“美丽乡村”建设的步伐。

找回渐渐远去的乡愁。诗人荷尔德说：“诗人的天
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每一

《美丽乡村规划建设理论与实践》一书从“美

彩、乡村旅游、乡村庭院、乡村绿道等多个方面建

丽乡村”的基本概念出发，对国内外“美丽乡村”

立了专题研究，每项专题内容都结合了浙江省近几

规划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收录了

年“美丽乡村”规划设计成果，为美丽乡村规划建

多个国内外乡村景观规划和乡村旅游的经典案例，

设的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建立了良好的示范。

并对其乡土特色及发展模式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提

本书对于风景园林、城乡规划、建筑等专业师

出了“美丽乡村”景观资源评价体系及规划设计理

生、城乡规划师、建筑师、风景园林师、城乡规划

论方法，对“美丽乡村”的“四宜”规划设计进行

管理者等人群具有较好的学习参考意义。

了详细的阐述与表达，并针对乡土特色、乡村色

1 几个概念

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家园，这就是乡愁。

1.1 何谓美丽乡村

1.3 何谓全域景区化

2015年5月27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

将整个区域当作一个整体，以景区的理念来规

颁布了《美丽乡村建设指南》, 提出要加快农村地

划建设，以景区的标准来经营管理，呈现景区化的

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环境治理和保护力度，营造

风貌和环境，具备景区化的业态、服务和文化，展

良好生态环境，加大农村地区经济收入，促进农业

现景区化的品牌和形象，处处有景，处处宜居、

增效、农民增收，统筹做好城乡协调发展、同步

宜业、宜游，实施城乡和谐的战略思路。“美丽乡

发展，切实提高广大农村地区群众的幸福感和满

村”建设可以通过近显景观、远借背景、营造节点

意度。要求各地务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要广泛宣

的基本手法，以“乡村园林化”的理念装扮山川田

传、强化实施、总结提升，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支

野，突出生态环境的保护、山水魅力的彰显、乡村

撑。指南还提出了“规划科学、生产发展、生活宽

风情和特色民俗文化的展示，使美丽乡村全域处处

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宜居、宜业

如画、处处皆景,成为乡土观光、山野休闲、民俗体

的可持续发展”的“美丽乡村”建设目标。

验、山居度假的乡村园林。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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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around Zhejiang Province is carried out. Landscaping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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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何以支撑美丽乡村
优美环境是美丽乡村的基础，但产业是宜业与
生活品质的保障。“美丽乡村”建设必须通过资源

乡村”的调研，觉得目前浙江省乡村旅游存在以下
突出问题：

的整合，要素的安排，谋划乡村的发展。要以景区

一是城市化、人工化、同质化，存在“去农”

的概念建设乡村；以产业的观念开发资源；以服务

倾向。画蛇添足的做法时有发生，如石头路变为沥

的理念打造休闲产品。规模化的集聚，合作化的组

青或水泥路，湿地改为城市花园，安置房变欧式别

织，专业化的分工，公司化的管理可以强化“美丽

墅区，这些做法正逐步失去“美丽乡村”的自然人

乡村”休闲产品的产业化。文化是乡愁的载体，也

文特色。

是打造休闲旅游的灵魂，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农

二是由政府投资并主办的乡村旅游在起步阶段

事民俗、地方文化的有机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培育

意义重大，但后续若村民及个体积极性未得到充分

区域产业特色，才能支撑“美丽乡村”建设。

调动的话，将难以做到良性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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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政府机构政策体系不够完善，应在保持农

2 美丽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起步较早，最早始于安吉。

业主体地位不变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措
施促进乡村旅游更快、更好地发展。

安吉县 2008 年率先提出建设“中国美丽乡村”，成为
全国关注的焦点。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的

3 美丽乡村建设思路

领导和专家专程赴安吉调研，他们认为 : 安吉“中国

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是提升、定位、扩容、差

美丽乡村”建设，生动实践了科学发展与生态文明理

异化发展，主题鲜明、文化引领，铸造品牌。也就

念 , 有力推动了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城乡统筹

是要围绕“宜居、宜业、宜游、宜文”的要求，通

推进、产业协调发展、现代文明与自然生态高度融

过产业提升、旅游拓展、文化挖掘、村庄整治、土

合方面堪称典范，对全国具有深刻启迪和深远影响。

地整理、生态保护等综合措施，体现出具有地方特

专家们普遍认为，安吉的美丽乡村建设，在构建新型

色的风情韵味，成为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的基地，休

工农、城乡关系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在消除城乡协

闲旅游胜地。

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形成生

3.1 宜居

1_金华浦江嵩溪镇

4_丽水壶镇岩下村

7_桐庐县芦茨村

2_台州黄岩白石村

5_桐庐县狄铺村

8_磐安舞龙峡寿星之路

3_桐庐县茆坪村

6_浦江县杭坪镇寺坪村

9_安吉鲁家村绿道

3.3 宜游

“美丽乡村”越来越成为城市人休闲旅游的目

产要素、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的制度安排方面积累了

即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生活环境质量提高的要

宝贵经验。新农村建设的安吉实践，丰富了农村改革

求，科学合理的规划布局老村和新村；处理好住宅

即充分利用村镇在文化、产业、生态环境等方

的地。目前“美丽乡村”的旅游模式大家比较公认

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用地、公建用地与一、二产业发展用地之间的关

面的资源优势和发展环境，以旅游业为载体，通过

的可以概括为：生态观光型、特色风貌型、乡村体

桐庐是后来者居上，他们最早提出建设全国最

系；完善镇村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

合理配置旅游资源，完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提升

验型、休闲度假型、时尚运动型、康体疗养型、学

美县的目标，提出把全县域景观化，实施“一套规

套，便利当地居民生活和出行；通过街巷、街景、

“美丽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对国内外游客的吸引

习教育型、传统民俗型8种。

划、两大节点、三大产业、四个一体化”。“一

公园、广场等重要开敞空间及其周边建筑的综合整

力，带动村镇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

套规划”，就是着眼桐庐全域，科学编制一套彰显

治，营造卫生、洁净、优美的镇(村)貌环境，形成

3.4 宜文

地方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体系。“两大节点”

安定和谐、秩序井然的氛围。

是中心村和特色村。“三大产业”是加快发展高效

3.2 宜业

生态观光型：以优美的乡村田园风光、乡村特
色居民群落、传统的农业生产过程、民俗博览园等

即充分挖掘村镇自有的地方环境特色和历史人

作为旅游产品，把生态、民俗风情与休闲旅游结合

文要素，注重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起来，满足游客回归自然、寻找梦想的心理需求，

特色农业、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大力提升生态

即在充分研究并挖掘当地特色产业的基础上，

的传承和利用，与当代居民生活有机融合，使美丽

吸引城市居民前来观光和游览的乡村。如安吉天荒

工业。“四个一体化”，就是全力推进城乡基础设

明确产业发展方向，细化产业类别，通过集中发展

乡村、风情小镇纯朴的民风、悠久的民俗文化得到

坪镇余村、金华浦江的嵩溪镇、临安的龙井村、台

施、公共服务、环境卫生、文化文明一体化建设。

主导产业，确立产业优势并形成“一村一业、一村

展现，使居民的社会风尚健康发展、精神文化生活

州黄岩的白石村等。

当地党委、政府把这项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全力给

一品”的特色经济格局，特别是将特色产业与特色

丰富多彩，居民文化素质不断提升。

予力量、要素和机制保障，立足桐庐全域，将整个

旅游有机结合，为当地居民创业就业拓展渠道，进

县域作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目的地来打造，始终

而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使地方经济得到可持

4 打造乡村旅游品牌

致力于城乡一体化发展。

续发展。

4.1 美丽乡村旅游模式

特色风貌型：建筑风格、地形地貌、山川溪流
等特色的乡村。如磐安的乌石村、桐庐的茆坪村、
丽水壶镇的岩下村、台州温岭的石塘古镇等。
乡村体验型：体验欣赏乡村生活和观光农业景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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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通过对浙江省（重点在杭州地区）“美丽

民族特色品牌：浙江少数民族人口总数达 39.97

动，从中获得知识，修身养性的乡村。如桐庐的狄

万人，世居浙江省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畲族、回族和满

乡村风景园林的传承与发展

铺村、浦江杭坪镇的寺坪村等。

族等。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独特，民族村落、生产生

——以浙江省美丽乡村为例

休闲度假型：以滞留性的休闲度假为主，在水

活、婚丧嫁娶、节庆活动和音乐舞蹈等均是吸引游客

乡、山村中小住，体验和了解乡村的自然风光和风

的资源。少数民族聚居区自然资源多数独特且极为丰

土人情。如桐庐的芦茨村等。

富，有利于发展成为特色的民族风情乡村旅游。

时尚运动型：以乡村村道为基础，与时尚性活

地区特色品牌：浙江省内山区、丘陵、平原、

动相结合，可以组织户外行走、漂流、越野、探险

湖泊、溪流、海岛等地形地貌十分丰富，绍兴的江

等活动。如杭州三江两岸的绿道、磐安的舞龙峡寿

南水乡，浙西山村，杭嘉湖平原等等都有不同风格

星之路、安吉鲁家的绿道等。

的乡村风光，应打造地区美丽乡村旅游特色品牌。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Landscape
A Case Study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Of Zhejiang Province

021
李永红 / Li Yonghong

【摘 要】传统乡村风景园林是村民巧妙利用自然资源，并结合生产、生活活动所创造的具有公共游赏功能
的园林景观，实用且美观。本文以浙江省美丽乡村为例，讨论新型城镇化下乡村园林的建设状况，并浅议如
何继承和发扬传统乡土园林的精髓，创造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乡村园林景观。
【关键词】传承；发展；风景园林；乡村；美丽乡村；浙江

历史遗迹品牌： 乡村旅游可以充分利用尚存

天然氧吧（负氧很高地区）等。满足游客旅游度

的古迹，发展复古怀旧的乡村旅游。如舟山双屿港

假、养老养生等需求。如临安市湍口镇、宁海森林

抗倭遗址，余杭山沟沟的新四军被服厂遗址等。修

温泉、临安市天目山等。

复并利用历史遗迹可极大地吸引具有怀旧情感的游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rural landscape has a public touring function which is created by local peasantry's

客。

skillfully use of local natural resources, combined with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ural lifestyle. This paper takes the

学习教育型：具有团队合作交流、自主探索学
习的条件，让游客在游览中体验探索地质，循环科

农事体验品牌：乡村旅游可采用羊、牛和马等

技，环保知识，艺术创作等活动，使得身心得到放

牲畜拉车的交通方式；可以提供农用工具，引导游

松。如富阳灵桥牛奶盒的故乡、舟山朱家尖的沙雕

客去指定的林地、菜地、田地或鱼塘中种植、养殖

艺术海滩。

或获取食材；可以允许游客向农民租地，农民收取

传统民俗型：保留传统风貌、风土人情、民俗

租金，开展种植或养殖。假日里游客可以携带亲友

文化较好的乡村，突出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和乡土

到乡下“自家地里”翻土耕种、锄草捉虫和施肥浇

文化的旅游开发。如宁波慈溪的鸣鹤古镇、建德的

水，让游客置身于草地、果园，体验到当地真实的

新叶村、临安的河桥镇、淳安枫树岭镇下姜村。

乡村生活。

"beautiful countryside "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status of construction of rural landscape
at 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expound how to inheri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v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o create a new rural landscape.
Key words: Inheritance；Development；Landscape；Countryside；Beautiful Countryside；Zhejiang

4.2 美丽乡村旅游品牌
“美丽乡村”建设宜游目标的打造，树立乡村
旅游品牌显得十分重要。

5 结语

1 传统乡村风景园林

多遵循自然法则，随着村落的布局而形成，规模不

崇尚自然环境的美丽乡村，乃是乡村园林建设

乡村景观是中国广袤大地上最普遍的景观类

大，没有清晰边界，但非常实用，多围绕水口、井

自然生态品牌：这是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无

的蓝本，优美的自然环境对乡村旅游来说不可缺

型，是由山、水、林、田、村、屋以及人类的活动

台、村口、戏台、书院、宗祠等公共交流场所而展

论是何种品牌都要注意保护乡村生态环境，这是

少，开发主题式乡村旅游，是美丽乡村得以发展的

共同构成的景观。这种景观是人类在漫长的生产、

开。水口、井台、村口是紧密的生活空间，因而带

“美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从目前已建的美

新动力。不同地区应根据自身资源特色，开发并创

生活实践中，不断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以满足物质

动社会交往，继而有家长里短、遮雨庇荫的要求，

丽乡村，产生良好效果的经验来看，生态农业的发

新多样化的乡村旅游体验主题，让乡村再生，以文

和精神需求的结果，简洁、实用且美观，集中体现

就需要场地、大树和亭廊，再和山、河、田等要素

展之路是重中之重。农业经济是农民乃以生存的基

化和艺术的心灵，再续乡愁。

了村民在处理与自然环境关系时所展示的大智慧。

巧妙结合，朴素的乡村风景园林已然形成。祠堂、

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不

庙观、书院、戏台等是村民精神层面的文化需求，

同，因此形成了不同的人地关系和历史文化脉络，

其园林景观营造稍费心思，村中如有官宦和士绅，

【参考文献】

也就产生了统一大基调中的千差万别的乡村景观。

园林布置会彰显文人园林的特点，巧于因借，景到

化含量，应充分利用。除自然资源外，乡村旅游最

[1] 规划师杂志 《新土地规划人》2015-01-05作者不详.

优美的风景、自在的生活、悠远的意境，乡村成为

随机，具有优美的诗情画意。

能吸引游客的就是人文旅游资源，乡村旅游产品应

[2]《休闲农业主要问题与误区》2015.01.09作者——泛休闲农业智库.

了无数人心中的桃花源。

础，没有了生态农业和生态环境的和谐，也就失去

乡村园林乃归心之处是吾乡。

了乡村旅游的真正意义。
传统特色品牌：乡村旅游产品蕴含了深厚的文

挖掘乡村文化的丰富内涵，根据自身特色打造特色
的乡村旅游产品，并加强乡村旅游产品上下游产业
链的整合，积极开发旅游产品组合，综合运用各种
媒体，宣传推广。

【作者介绍】
吴伟进，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师办主任、副总规划师、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

浦江嵩溪村选在明溪和暗溪的合流交汇处营造

乡村风景园林是乡村景观的一部分，是村民巧

水口园林，集中了古香樟、小水坝、河埠、拱桥、

妙利用自然资源，并结合生产、生活活动所创造的

徐氏宗祠、晒谷场、村门、桥亭等元素，布局巧

具有公共游赏功能的园林景观。历史上乡村风景园

妙，形式考究，尺度宜人，材料选用当地盛产的

林的规划和建设是缓慢进行的，较少刻意营造，大

石灰石，古朴亲切，是村中最大最美的公共交流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康体疗养型：强调保健功能，如温泉、药膳、

美丽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美丽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020

观，与当地人共同进行蔬菜、水果采摘等农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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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义乌缸窑村龙窑遗址
7_长兴长中村革命史迹陈列馆

3

4
1-2_浦江嵩溪村水
口园林

3_荻港村南苕胜境
4_苍坡村水口园林

由于距离城市远近不同，受到城市的辐射不同，带

园林景观，卵石砌筑的花池、弹石铺地、老石磨、

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再加上自身资源的优劣，乡

枣树、桑树、凤仙花和丝瓜，融合了革命历史的庄

村景观呈现较大的个体差异，乡村风景园林设计和

重和农村环境的朴实，非常和谐美好。这些景观很

建设情况也千姿百态，像乡村建筑一样，处于探索

多是村民自己的创造，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用他

阶段，良莠不齐，尚未找到新型城镇化下具有乡村

们的知识和技能，根据现状和所需来塑造和改造环

特色的风景园林的适宜表达方式，这和时代大背景

境，不矫揉造作，天然质朴（图5，6，7）。

空间。荻港村的南苕胜境兼有道观和书院园林的特

管理体系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乡村建设的失控导致

及群体思想意识形态是紧密相关的。

2.2 有的村落可吸引外部资源，并利用自身优势特

点，历史上规模较大，可观亭池掩映，廊庑回环，

乡村风貌遭到了巨大破坏。乡村一方面因基础设施

2.1 有自身独特资源和特征性景观的乡村，风景

征，融合传统与现代，质朴与时尚，形成有别于传

奇石清流，粉墙花影；登楼可远借升山隐约，苕霅

建设滞后而成为脏、乱、差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又

园林结合村落文化、产业和旅游发展进行建设，

统乡村景观的创意型园林。

弯环。现遗存的长方小抹角的放生池、池中南北向

因为规划管理不到位使得乡村变得拥挤而丑陋，大

大多景色优美，村民富裕，形成良性循环并可持

鱼沼飞梁、四面厅台基、吕纯阳像石碑及两棵古朴

量传统建筑迅速消逝。风景园林建设几乎是空白，

续发展。

树勾勒出南苕胜境昔日的绝妙佳景。苍坡村利用寨

多年的绿化工作主要在植树造林和荒山复绿方面。

长兴方一村房前屋后的银杏是村落的特色资

“洋家乐”的影响，利用自身良好的生态环境，

墙拦蓄穿村而来的渠水形成了防旱灾的水库，结合

在近年来的乡村快速发展阶段，受城镇化和工业化

源，白果是其重要产业，围绕银杏林建设公共园

改造农家房屋和园林景观，使之兼备中方和西方、

造景形成村里的公共园林，园林中布局宗祠、宫

影响，田园被侵占，村落空间被挤压，绿化用地减

林景观，发展乡村旅游，每年定期举办银杏节，

传统与时尚，发展乡村度假，由此形成民宿产业，

庙、斋亭，园外平野田畴，碧色连天，园内粉壁朱

少。

年接待游客可达80万，实现了生态、健康和可持续

一批新乡土景观也随之形成。滨江区柴家坞、西湖

2005年开始全面启动了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

的乡村景观。义乌缸窑村紧密围绕缸窑文化，保护

区画外桐坞利用美院的设计资源，打造生态创意村

设，乡村规划受到重视，规划中出现了风景区、乡

几处龙窑遗址和龙眼泉，形成特色园林环境，利用

落，表达有创意的园林景观，景观设计手法新颖，

村公园、小游园、滨水绿地等绿地类型。浙江省于

缸窑烧制过程中的残次品砌筑挡墙和花钵，用碎缸

形式、材料、色彩融合乡土和现代，反差大，对比

2003年开始至今，美丽乡村建设已经有了10多年的

片铺装地面，乡土材料的有机利用是村落的一大特

强烈，表现力丰富，有较好的效果。莫干山庾村曾

历程，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物质环境总体上

色，也形成了其特征性景观。长兴长中村围绕独有

是中国前外交部长黄郛隐居并尝试乡村改造的故

传统的乡村景观延续千年。进入新时代后，乡

变得干净和有序，文化环境丰富且多彩，出现了最

的红色文化打造红色山村，利用中共长兴县委第一

地，近年由台湾清境公司着手改造为以乡村再造为

村的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乡二元结构

美乡村荻浦、环溪，最美民宿德清的后坞村等。但

次会议旧址修缮改建为革命史迹陈列馆，周边形成

梦想的文化市集，庾村蚕种场的格局和老建筑被完

栏，明丽如画（图片1，2，3，4）。
散落中间或边缘的水口园林、书塾园林是村落
中的眼，优美而精彩。

2 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中的风景园林

乡村景观的秀美和恬适吸引着大批城市人群，
田园归隐是人们永恒不变的理想。德清后坞村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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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长兴方一村银杏园

式、素材和做法多吸收莫干山的民国风，块石、

设计是可以锦上添花的。历史文化名村磐安榉溪为

满诗情画意。

竹、细石混凝土、夯土、竹类植物，铁锈色钢板的

了迎合旅游新建村口园林，没有表情的廊桥、随意

现代乡村园林应吸取传统乡村园林简、拙、

使用毫无违和感，反而添加了时尚的气息，景观整

堆置的树池，机械而冰冷的广场，园林变成了演出

土、美、意的特点，传承乡村文化，做到美丽与实

体上平和、朴实、素雅，恰当地表达了村落应有的

的道具，能感受到建设者和设计者的冷漠，毕竟不

用的统一。

气质和意境。这一类型的园林虽不具普遍性，但其

是为自己的家园。没有情怀的设计师，又如何能表

3.2 现代乡村风景园林既要因地制宜，抓住乡村景

达出乡村的温情和意境（图11，12，13）？

观的特质及村落自身的自然文化特点，营造地域性

表达手法为乡村风景园林的探索和发展提供了良好

面阶段目标重点在于改善居住条件、基础和公共服

美好的传统乡村园林是基于当时的人力、材料

一方面，珍惜每个村落的地域特色，探索其内

务设施、基础绿化，提高乡村品质生活的公共园林

和工艺，适应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现在的乡

在价值，通过生态环境的保护整治、乡村生活文化

尚未得到足够表现机会；另一方面，所建园林大多

村已非彼时乡村，需要的园林形态、内容要与时俱

的提升与延续、生产环境的调整和优化，保护及延

简单模仿和复制城市公园，受限于建设设计管理水

进。新型城镇化下的乡村风景园林应以什么样的面

续地域性景观，使之可持续发展。

平和资金，品质低下且千村一面，缺乏基本的美学

貌出现，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乡村园林的精华，创

意义。

造出具有乡土特色的现代园林景观？

的生活需求增加，生产则在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带动

新建园林景观布局园林化、风貌城市化、材料

3.1 传统乡村风景园林是基于实用的基础上，不会有

下，改变为机械化、产业化和信息化的生产方式，

工业化、工艺标准化。平面布局求洋，求变化、

过多的矫饰，简、拙、土、美、意是其特质：空间简

形成现代化农业园、生态农庄和农场等，乡村风景

求复杂，和场地周边关系不协调，与村落肌理不相

洁，形式钝拙，材料乡土，素颜朴美，田园意境。

园林将综合化和多元化，宏观上需要综合平衡农

025

景观，又要与时俱进，结合现代手法、材料和技

的方向（图8，9）。
2.3 城镇化或受城镇化影响较大的有些乡村，一方

3 传承与发展

术，满足新的功能要求，形成新乡土风景园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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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乡村受城镇化、工业化影响，村民

干。材料规格和施工工艺方面体现了工业化特征，

乡村园林中的水塘是作为防火、抗旱的小水

业、休闲、自然保护、历史保护等多种利益，微观

裁切平直，铺砌整齐，没有质感。本土材料不用，

库，可养鱼虾，多圆形、半圆形、方形，半圆形的

上出现乡村公园、郊野公园、绿道、自然保育地等

外来材料充斥，植物配置模仿房地产常用的即时出

月塘最常见，场地也多长形、方形，少有过多的

多种景观类型。景观的设计手法和呈现的风貌亦会

效果的前低后高密叠种植的方式，好像植物要照全

变化；建设材料多取自近处山水中的块石、卵石，

多元，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所处的大环境与城市不

家福，每张脸都要露出来。富阳文村在村落入口处

料小质糙，植物材料多选樟、竹、果类、作物、蔬

同，体现的应是生态和乡土的新园林景观。

新建的园林一无是处，金光闪闪的牛、无凭无据的

类、花类等乡土经济植物，能够和自然的山川草木

在美丽乡村建设下，乡村景观初见成效，但离

砖墙、飞檐翘角的园林建筑、没有源头的跌水，低

共呼吸；形式材料虽然朴实无华，但乡村设计师对

乡土的全面美丽还有相当的距离，风景园林要施展

劣的设计毁了乡村景观。浦江前吴村濒临风景如画

自己生活的环境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对总体、细部

手脚打扮乡村，从总体到细节展示生态美，应由植

的通济湖，新建的滨湖公园在植物选择和配置、游

形式的比例尺度都经过细致的推敲，和谐中有巧妙

物景观唱主角，树园、花园、果园、菜园，让田园
延伸至村内，步步是绿，处处是景，让乡村生活更
美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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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变化中又有统一，景物秀美，素朴恬淡，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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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线形和色彩方面与之极不协调，颇为可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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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保存下来，植入新功能。外部园林景观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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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村环境综合整治 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
——西湖风景名胜区“景中村”整治的思考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Village Environment In
Scenic Area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027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西湖街道办事处

G20整治前为普通民宅

G20整治后为精品民宿

Abstract: The West Lake model and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renovation of village environment in scenic area are
mainly described from the improvement methods sinc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project in
West Lake in 2003. In addition, effective measures on consolid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esults, the development of

市委市政府和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的具体要求，

化约33万m2。

the village,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re introduced. This paper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正式启动了“景中村”整治工程，以实施西湖综合

近几年来，西湖街道通过“景中村”环境整

valu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 in scenic area.

保护工程为抓手，并陆续推进省、市“千村示范、

治，结合三个“三年计划”（即通过三年时间做好

万村整治”和“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在整治过

景区山林游步道建设、茶园抗旱设施建设和管道

程中始终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从发

煤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大力提升农村基础设

展思路、政策扶持、资金投入等方面积极开展景中

施建设，均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截止目前，辖

村环境整治，明确农居整治的基本内容主要是拆违

区8个村、社区辖区的2465户住户已开通煤气（仍

清障、建筑立面整治、基础设施完善，实施“上改

有九溪、杨梅岭、梅家坞等村的1935户住户尚未

下”、沟通农居点内道路，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居

通气）。景中村游步道续建工程已完成20条共计

住质量、保护挖掘散落的历史文化古迹等。

12000m的游步道建设。景区山林防火及茶园抗旱设

Key words: village in scenic area, improvement,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1 西湖风景名胜区“景中村”概况

2 以整治为抓手，大力改善“景中村”环境面貌

西湖风景名胜区“景中村”是指在西湖风景名

2.1 “景中村”整治前现状

西湖街道先后实施了梅家坞、茅家埠、双峰、

施建设项目工程完成抗旱水池建设60个，3100余m3

胜区范围内托管的48km 2范围内的村庄、农居点、

“景中村”环境整治前，西湖街道各村突出存

龙井、莲花峰、灵隐、四眼井、杨梅岭、九溪、

蓄水量，完成茶园喷灌工程的泵房主体建设及主管

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等，由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

在“四多”问题，即破房多、违建多、污水多、矛

满觉陇、翁家山、梵村等一系列村庄整治。10多

沟500余m，支管沟3000余m。

管理委员会所属的西湖街道负责管理“景中村”和

盾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环境卫生脏乱差，环境

年来，紧紧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2016年以来，西湖街道严格按照杭州国际化城

社区的社会事务。街道辖区面积48km ，共有9个

污染现象比较严重，同时因缺乏系统、完整的规划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市相关要求，坚持以“凸显江南民居风格特色、实

村、6个社区以及3个股份经济合作社，总人口3万余

设计，导致农居点无序发展，旅游资源遭到破坏和

设要求，在景中村整治中克服了众多难题，整治

现建筑及景观风貌与周边环境相统一”为原则，对

人，农业人口近3800余户、5500余人，农村面积约

浪费，无证经营和沿街拉客问题较为突出；各类管

工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10余年间

道路沿线及视野可及范围内的农居房屋再次开展立

占景区面积的70%以上；拥有西湖龙井茶一级保护

线杂乱架空，污水随处排放，农民住宅的建筑风格

共完成15大整治工程。其中，整治拆除违章建筑

面整治和环境提升改造，扎实推进“G20峰会”筹

2

2

2

2

3

区茶园面积461hm 、山林2010hm 。区内有大小景

杂乱，西湖山地民居的文化特质面临湮灭危机。同

84828m ，清除垃圾近15万m ；完成各种管线“上

备工作。投入财政资金2000万元，整治农居房屋412

点50多处，是一个集观光旅游、休闲度假、餐饮娱

时，盲目建设也造成了对原有自然生态景观的破

改下”11.6万m；整治民居2046户、单位公建95

栋，拆除违建309处、9420.3m 2 ，拆除彩钢棚204

乐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坏，不利于西湖风景区的资源保护，影响了农村自

处，在村庄内部和周边恢复、整治景区（点）100

处、5174.3m 2；清运垃圾923车、1700余吨；清理

身和名胜区事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多个；新建及整修各类桥梁79座、停车场25个；新

广告牌161处，统一安装店招店牌86处，安装空调罩

2.2 “景中村”综合整治

建及改建各类道路130条，铺装12.9万m 2，截污纳

1196个；绿化美化环境近万m2。同时，辖区各村、

自2003年始，西湖街道根据中央、省、市对风

管11000余m，砌筑污水井、化粪池、隔油池、雨水

社区组织各类环境整治活动50余次，清除卫生死

景区保护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部署，按照杭州

井、垃圾房等2353座；植树近6万株，新增及改善绿

角、房前屋后堆积物等420余处，景中村环境面貌大

近年来，西湖街道围绕西湖“保护、管理、利
用、民生、保障”五篇文章，以景中村管理为重
点，以为民服务为宗旨，以维护社会稳定为根本，
全面推进美丽西湖和幸福家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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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西湖街道自2003年实施西湖综合保护工程以来“景中村”农居整治主要做法入手，着重
介绍了“景中村”环境综合整治的西湖模式和成效，整治成果巩固和管理的有效举措，景中村整治后惠民
发展及产业转型升级等情况，同时提出了存在问题的思考。对于美丽乡村建设中“景中村”的整治有一定
参考意义。
【关键词】景中村；整治；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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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提升。

极主动拆除违章建筑，采取自愿报名、自筹资金、

园和传统村落风貌，展现了较为完整的茶文化习俗

自寻施工单位，并按照要求签订整治协议，严格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西湖街道切实做

和自然淳朴的茶乡特色；在龙井村整治中，针对该

照规划设计方案和施工协议、施工图纸，一户一方

好服务大局与用好机遇两篇文章，努力打造农民、

村是西湖龙井茶的原产地、村内古迹遗存及古民

案，并按规定时间内完成立面整治。验收评分小组

环境、产业发展的多赢局面。目前，以惠民为落脚

居众多的特点，拆除违章建筑、整治山涧溪流、保

评分，以得分多少实行奖励，奖励额度按确权合法

点的峰会农居环境整治初显成效，部分区块凭借好

护传统民居、突出文化内涵，体现了西湖山地茶村

建筑面积给予奖励。同时限定奖励资格如下：凡在

的人文和自然风貌。始终坚持“最小干预、原汁原

规定时间内未拆除应拆旧房、违法建筑的，不予奖

发展绿色产业，助推经济转型升级。省、市多家媒

味、生态优先”的原则，整治后的各“景中村”虽

励；未在规定时间内开工建设的，不愿参加组团统

处于城市和风景区核心区域之中，却仍保留了各自

建的，未按照协议、未按照设计方案图纸施工的，

现双赢”为题，先后20余次报道了街道农居环境整

较完整的传统文化习俗和乡村自然风光，各具独特

都没有奖励资格。对于各户验收评分结果及奖励结

治和业态调整情况。预计在后续发展中，景中村村

性和差异性，成为杭州休闲旅游的新亮点，促进了

果均在农居点进行公示。对列入整治范围，应整治

（居）民将持续创富增收，从而打造农民、环境、

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给村民带来了实惠。

但不愿整治的住户，今后不得审批维修，同时拆除

产业发展多赢的局面。

3.3 民办公助，创新机制

违章建筑，不予保留暂保的20m2炒茶用房。

2.3 整治的同时做好惠民文章

环境“筑巢引凤”，引精品民宿、投资公司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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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已完成了全部9个“景中村”的

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就

综合保护和整治，做到了西湖风景名胜区范围内

是如何提高政府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发挥政府投

4 以管理为抓手，全面推进“景中村”协调发展

“景中村”整治全覆盖。整治后的村庄，不仅村容

入的导向作用。对此，在市委积极倡导和支持下，

一直以来，景中村的管理在各地都是个难题，

整洁，体现了西湖农居特色，而且有效地保护了风

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景中村”整治逐步走出了一条

这些村既属“景中村”，又属“城中村”，既是景

景资源和文化遗存。更重要的是通过景中村整治这

“民办公助”的新路子。自2004年开始，农居整治

区环境“敏感区”，又是规划管理“困难区”。西

一抓手，西湖街道水更清、山更绿、民更富、心更

已由全额拨款改为政府、集体和个人三者共同出资

湖申遗成功后，西湖街道紧紧围绕管委会提出的

齐、设施更完备、社会更和谐。有力地推进了“生

的办法。这其中，需要公助的主要有三方面。

将西湖景区打造成世界文化遗产区“最文明、最安

体以“新村落催生新业态，保障峰会与发展惠民实

景中村一角

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

一是制定规划。近几年实施的“景中村”整

全、最卫生、最有序、最美丽”的“五最”目标和

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了经济社会各项

治，所有规划方案都由政府出资，通过深入调研，

“三分建设，七分管理”的要求，扎实推进西湖后

事业全面发展。

经专家论证和征求市民意见后，再予以实施。

申遗时代的村容村貌、绿化养护、改水改厕、截

二是完善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城乡一体化

污纳管、道路保洁、秩序管理等“景中村”管理工

3 景中村环境整治的“西湖模式”

的原则由政府投入资金。村民整治房子则采用以奖

作。

3.1 科学规划，统一部署

代拨方式，以村集体和村民出资为主，政府适当奖

4.1 确定目标，提高标准

“景中村”整治以规划方案为龙头，尊重景区

励。
精品农家乐

农民对规划的参与权、知情权和选择权。从规划方

在西湖后申遗时代对“景中村”管理标准提

三是发挥政府组织协调作用。民办则是农村和

高、任务加重的形势下，以“五最”目标为要求，

案理念形成，规划方案的初稿、修改稿到规划的正

村民做到“四个自我”：自我筹资，发挥村级集

落实西湖后申遗时代的“景中村”管理工作，确保

式定稿，均广泛听取景区农村居民的意见，多次将

体经济和农户自身的作用来解决资金问题；自我实

达到村庄规范化、村域景观化、民居特色化、环境

农村整治规划以展板的形式，到景区农村展示，征

施，由村民按规划实施，不搞包办代替；自我经

洁净化、村庄绿化、主街亮化的“六化”标准。

营，建成以后农民自己经营；自我管理，由村民自

4.2 机制保障，经费落实

求意见。规划方案按照正常审批程序进行报批，在

3.2 因地制宜，形成特色

方案编制过程中多次邀请风景园林、规划建设、文

“景中村”大多地处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核心位

物保护及生态环境等方面专家对方案进行审查和把

置，是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杭州其他

关，在通过市级职能部门审查及市政府核准后实施

城区的“城中村”，各村之间又具有明显的共性和个

除了采取民办公助的创新手段之外，在整治政

科，负责协调、指导、监督、检查景中村管理各项

整治工程。反复论证的过程，不仅使整治方案日臻

性。要真正建设好景区的新农村，必须突出保护和整

策方面，还突出依法整治、自愿整治的原则，实施

工作；组建西湖街道行政执法中队，专职负责街道

完善，也使整治方案更贴近实际，更具可操作性。

治，必须与自身个性和特点相结合，与景区环境和主

奖励制度，鼓励农户积极配合整治。村庄要实行整

范围内的各类管理执法工作；成立“景中村”茶楼

通过村民自始至终的参与，使景区农民了解整治的

题相融合，与景区整体发展相接轨。为此，在整治

治，首先需要向街道申请报名，根据村民申报的积

协会，引导经营者自治，创造优美、洁净、安全、

内容和目的，进而也使村民从心里支持和拥护村庄

中因地制宜、彰显特色、合理布局，尽可能采用就

极性，由街道择优选取首先整治的单位。凡列入整

有序的旅游休闲环境。

整治，并在规划指导下顺利完成村庄整治。

地整治、保留原貌等方式，不搞大拆大建。

治工程规划范围内应进行立面整治的农户，要求积

己管理，实现村民自治，真正体现民办。
3.4 以民为本，共建共整

在组织机构上，街道成立了“景中村”管理委
员会，由党政主要领导挂帅；专门设置了景区管理

在管理机制上，制定了《西湖街道景中村长效管

029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美丽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028

美丽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对梅家坞村的整治中，依山就势布局，保护茶

理考核办法》、《西湖执法中队管理目标考核细则》、
《关于进一步加强景中村管理巡查整改工作的意见》、

住民志愿者。在素质培训上，在“景中村”经营与

5.2 产业有效调整，社会不断发展

村民自治管理，是做好“景中村”管理的最终

服务、环境维护、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对村民进行

越来越美的环境，给景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

《关于进一步完善“西湖杯”洁美村庄评比活动的通

出路。在思想建设上，加强村民的道德、文化、

持续的教育培训，尤其是在培训中要把“景中村”

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注入了新的动力。根据西湖风

知》、
《关于完善景中村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措施

思想教育，培养村民的地域自豪感，激发村民对居

规划建设、环境治理等有机结合起来。只有提高村

景区的特点，围绕休闲旅游这一主题，重点做好西

和制度，将“景中村”的管理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

住地的深厚感情，促使村民自觉地对居住地进行保

民素质，才能达到“景中村”长远性和可持续发展

湖龙井茶的文章。一是加强西湖龙井茶品牌保护和

内容，并落实专项经费予以保障。

护，不任意破坏环境，甚至发展成为保护景区的原

要求。

茶科技推广应用。二是创新思路，转变经济增长方

4.3 多举并措，巩固成果

式。三是挖掘内部潜力，紧扣主题做好招商引资工

5 景中村整治后的惠民发展

按照省、市、区“三改一拆”、“无违建”

作。依托优越的人文环境和景区资源优势，吸引一

由于环境的提升，不但使原住民的居住条件得

批品牌好、税收高的优质企业进驻，同时着力推进

化”等重要决策部署，立足自身实际，着眼长远发

到了改善，也使村民发展茶产业以及茶楼、农家餐

部分集体企业存量资产盘活，增加了效益，实现农

展，将各项专项整治与景中村“美丽家园”建设

饮、民宿等休闲旅游的愿望成为了现实，并呈现出

村经济逐步壮大。

相结合，与拓展区域发展空间、改善村（居）民

增产增值、农民增收的好势头。据统计，2015年景

通过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生态产

生活品质相结合，狠抓管理落实，确保违法建设

区农民龙井茶销售收入达1.3亿元，比2002年增长

业、品牌农业，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联动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据统计，2013

311.8%，街道景中村茶叶产值显著增加；景中村农

的跃升，形成了产业发展“新格局”，实现了农民

年10月至今，共拆除各类违法建筑2739处，面积

家茶楼、农家餐饮等休闲产业蓬勃发展，至2015年

生活水平“新提高”。西湖街道被评为浙江省农家

67389.91m ；其中新违建260处，面积7471.67m ，

底，景区已开办出茶楼、农家乐、青年旅舍、精品

乐重点示范乡镇，梅家坞村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全

新违建拆除率达100%,；共腾退土地52447.63m 2，

民宿等经营户500余家，年接待游客量517.13万人

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并被浙江省农办和浙江省旅游

有效地巩固了多年来“景中村”的整治成果。

次，年经营总收入3.2847亿元，比景中村整治初期

局联合命名为“浙江省农家乐特色示范村”；龙井

的2007年增长456.7%。与此同时，环境改善也刺激

村被省、市命名为“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浙江

了旅游等服务行业的发展，如今的西湖新景区，已

省农家乐休闲旅游“十佳特色村”；双峰村先后被

成为旅客争相游览的首选目标；2015年，风景区游

评为省市两级“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省市两级

客量达3000余万人次，比2002年增长87.7%，由此

农家乐特色村、浙江省卫生村、杭州市社会主义新

带动了全市宾馆、饭店、购物、交通等其他服务行

农村建设标兵村。

业的发展。

5.3 文化有效延承，特色不断显现

2

2

翁家山村整治前

翁家山村整治后

5.1 环境有效改善，管理不断加强

经过连续10年的“景中村”整治，西湖风景名

按照景区总体规划，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突出

胜区内的农居点呈现独具特色的西湖山地“景中

文化、造福于民的原则，自2003年以来先后对景区

村”风貌，并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经济发展点，各村

内双峰、三台山、茅家埠、金沙港、梵村、梅家

在“龙井茶”文化带动下，结合西湖风景区旅游

坞、龙井、满觉陇等农村进行综合保护和整治，

产业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营模式，如龙井、

风景区农村的面貌及人居环境有了较大改善，生活

满觉陇村主要为茶叶经济，梅家坞、茅家埠、双峰

质量明显提高。在对村庄实行整治的同时，注重改

村则为以农家菜为特色的茶楼经济，四眼井、白乐

善农村周边的景区环境，实行截污纳管，对电力、

桥、玉皇山等区块因临近城区主干道，形成了以民

电信等杆线实施“上改下”，较大地改变了农村

宿为主的经营业态。西湖“景中村”已成为西湖文

“脏、乱、差”现象，基本做到了“村庄整洁”。

化景观的亮点，但景中村的可持续性发展道路，仍

注意结合景区特色，注重挖掘文化内涵，在村

需要进一步探索。

庄内部和周边恢复、整治100多个景区（点），在
免费西湖举措的推动下，取消了景区和农村之间的

6“景中村”整治后的思考

分界线，使景区农村和西湖风景区真正融为一体，

6.1 违章建筑的防控问题

密不可分，“景中村”成为了一道名副其实的风景
线。

整治后的西湖“景中村”不仅给当地居民提升
了居住生活的环境品质，更带来了可观的租房等收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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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

美丽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美丽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030

4.4 教育入手，提升素养

街道辖区部分景中村文化景观整治情况表
景中村名称

整治前
状况

白乐桥

法云弄

山地村落格
局；民居建
筑和生活环
境杂乱

历史悠久的
古村落；建
筑破旧，景
观杂乱

文化景观类型

原始茶文化

为基层香客
服务的佛教
衍生文化

山地村
落文化

佛教文化、
山地古村
落文化

状况

备注

文化景观类型

完善基础设施；
整饬建筑形象；
整理室外环境；
强化茶文化的深
层次挖掘

形成以自然山水环
境为依托，以茶文化 茶 文 化 为 杭州整治
为底蕴，城郊最大的 主 ， 村 落 文 的第一个
茶乡农家村落群及 化为辅
景中村
茶文化休闲景区

完善村庄基础设
施；新农居建设
与老农居整治；
环境整治与建
设；挖掘历史文
化内涵进行景点
建设

景观整治提升了品
位； 承担旅游配
套功能提升了人
气；景点建设发挥
了旅游吸引力；客
栈、农家乐等服务
功能发展非常好

保护整修古村落
格局；恢复溪流
自然风貌；修复
陈布雷墓等文物
古迹；改善居民
生活环境

形成依山而建的古
村落民居群；层叠 山 地 村 落 文
的茶田，新植的杨 化 为 主 ； 茶
梅林，彰显出山地 文化为辅
古村落别样的景观

居民整体迁居；
保留及恢复历史
建筑原貌；营造
山地古村格局；
延续传统人文元
素，营造独特文
化氛围

形成纯正的古村落
形象；安曼酒店
介入运营； 形成
山、水、茶、人、
佛相融的意境

公用房。在外来人口及农户收入增加的同时，我们

别是房屋租金带来的创收，相当一部分农民把自身

也看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

的宅基地出租换取真金白银，但是这些农民的茶园

一是同质化现象严重。目前西湖景区仅农家茶

等生产资料还在当地，关系也是集体组织的成员，

楼就有345家，这还不包括未申领和正在申领营业执

去留成了处境两难的问题，甚至还造成了违章建筑

照的商家，如此众多的农家茶楼数量，一方面要承

的泛滥，影响了景中村的可持续性发展。

临激烈的行业竞争，经过优胜劣汰后淘汰部分产生
安置、整
佛教衍生 文
治、新建
化为主；名
均 有 ，
人、 村落文
整治类型
化为辅
较全面

钱江景区
中 九 溪
十八涧的
源头

契合佛教
佛 教 文 化 、 文化氛围
山 地 古 村 落 的高端酒
文 化 、 酒 店 店经营成
文化
就了其声
誉

033

受不断上涨的租金和人员工资压力，另一方面还面
的后续影响以及可持续发展值得关切。

7 结语
西湖风景名胜区“景中村”整治取得了一定的成

二是审批限制问题。农民建房需求和农村业态发

效，形成了“景中村”整治的西湖模式，吸引了众多

展与审批限制的矛盾依然突出。西湖街道成立 13 年

同行来杭学习交流。但是，“景中村”作为西湖世界

来，由于受《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人条例》的

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与管理工作依然任重

限制，辖区内几个村、社区近十年来未批新建住宅，

道远，存在的制约可持续发展的诸多问题依然需要我

而经过近十年时间，部分老旧房屋已成危房，建房需

们进一步拓展和创新管理思路，时刻关注“景中村”

求与审批限制的矛盾依然突出。按照十二五业态发展

的依法管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惠民利民等诸多

规划，已初步形成了以农家茶楼、青年旅舍、购物店

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乡村美、产业兴，百姓

铺、文创园区四大产业为支撑的休闲文化产业，但因

富”这一美丽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

景区企业在消防、规划等方面审批难的现实，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业态发展和街道经济建设。

注：文中图片均由杭州西湖街道办事处提供

山顶茶村

入。2016年，钱江晚报专门报道灵隐白乐桥等西湖
2

务行业也会大受影响，最终将损害当地农户的根本

边农居房吸引投资客的涌入，300m 一套农居房年

利益，因此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一是要加强宣传教

租金从11万元涨到30万元。与此同时，因综合因素

育。街道、村社等基层组织应加强村民的宣传教

驱动，景中村的违章建筑层出不穷，究其原因，

育，充分认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算清经

一是利益驱动，搭建的违章建筑可以出租转化为

济账，从源头上减少违章建筑的搭建。二是要加

租金，从而直接增加农户的收入。二是居住习惯，

强执法管理。早发现早制止，发现一处查处一处，

一部分农户把农居房出租掉，但由于生活习惯和仍

从而震慑违法行为，也能减少攀比心理。三是要借

在当地的茶地等生产资料原因，不愿离开世代居住

助“三改一拆”东风。杜绝新违建，梳理老违建，

的村落，于是在主房外部的角角落落违章搭建供自

通过内外因素相互作用，力争打赢防违控违这场硬

身居住的临时建筑。三是相互攀比，因存在利益驱

仗，使景中村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动，你搭我也搭，最后越搭越多。

6.2 可持续性发展的制约问题

违章建筑的不断搭建势必蚕食来之不易的“景

近年来，随着村庄整治工作的深入进行，西湖

中村”整治成果，如不加制止，将会回到整治前的

景区景中村出现了大量的茶楼、农家乐、青年旅

脏乱差面貌，而吸引过来的居住、创业、投资、服

舍、精品民宿、特色餐馆等个人经营为主的第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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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岭

距灵隐禅寺
近；农居建
筑及环境较
破旧

整治后

三是“失宅”农民问题。为了享受整治成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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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家坞

环境幽静，
污染严重；
住房密，风
格乱

整治措施

业，也有部分农家宅院被中小企业“相中”作为办

潇洒桐庐 秀美乡村

特色村。精品村的建设期限为一年，要求当年建
成。

——桐庐美丽乡村建设经验漫谈

培育村：按照“全域景区化”和“全覆盖、可持
续、出精品、出形象”的要求，围绕村庄整治规划设

Elegant Tonglu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

计、村庄环境整治、村容村貌改善等方面，开展美

Discussion On The Experience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Tonglu

丽乡培育建设，实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美丽庭院、
大树进村、安全饮用水、文体活动场所全覆盖。

华昌宁 辛红梅 杨小茹 / Hua Changning Xin Hongmei Yang Xiaoru

经过几年的努力，至今桐庐县已建成精品村19
个、在建10个，除2个拆迁村外尚有120个培育村。

2 成功经验
2.1 牢固树立“全域景区化”的美丽乡村建设新理念
一是以景区的理念规划，以景点的要求建设镇
村。在浙江省率先提出了全域景区化的美丽乡村建
设新理念。
二是推进农村生态人居体系、农村生态环境体

Abstract: Tonglu with beautiful landscape is rich in history and culture having villages scattered just like pearls. In

系、农村生态经济体系和农村生态文化体系等四大

recent years,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Tonglu based on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5525 project" and

体系建设。

"Five Beauties", firmly established the new concept in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scenic", correctly
followed a new direction in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elegant, sweet", actively explored a

三是注重把握四个结合。即与乡村旅游发展相

new way in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with "Tonglu characteristics", formed a new mechanism in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of "multi-input” and promoted a new measure of increase

结合；与文化特色相结合；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与

income of “beautiful villages

and wealthy residents”. After several years, having the full coverag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

茆坪村庄环境（辛红梅 供图）

a lot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 has been accumulated and Tonglu has become a model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农民增收相结合。
2.2 正确把握“优美、秀美、甜美”的美丽乡村建

construction of Zhejiang even in the whole country.

设新方向

Key words: Tonglu;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一是深入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按照“五化

桐庐县地处浙江省西北部，钱塘江中游，位
于“三江两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黄金旅游线的

“五美”是指村貌悦目协调美、村容整洁环境

一拆”（洁化、亮化、美化、绿化、净化、拆违章

美、村强民富生活美、村风文明身心美、村稳民安

建筑）的要求，全面提升农民人居环境品质，实现

和谐美。把农村打造成生态环境优美、基础设施配

人居环境优美。

套、文化传承深厚、产业特色鲜明、乡村旅游活

二是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分类建设、全面推

1 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定位

跃、农民增收致富的“潇洒桐庐•秀美乡村”，实

进，将5条乡村风情带建设成为交通便捷、主题突

1.1 实施“5525工程”

现美丽乡村全覆盖。

出、特色明显的5条精品线路 ，实现乡村风景秀

中 心 地 段 ， 距 杭 州 市 区 6 0 km 。 桐 庐 县 域 总 面 积

打造5条美丽乡村风情带，开展5大乡村风情

“美丽乡村全覆盖”就是把全县183个行政村分

1825km 2，辖4个街道、6个镇、4个乡、183个行政

节，重点培育25个风情特色村，努力在推进美丽乡

为32个中心村、精品村、培育村三大类，并且按照

村，总人口40余万，素有“八山半水半分田”的地

村建设中弘扬乡村文化、繁荣农村经济、富裕当地

各自的建设目标和要求进行分类建设。

貌特征。《方舆胜览》载：“有人采药结庐桐木

农民。按照村庄建设与乡村旅游、节庆活动相互促

中心村：围绕“人口集中、产业集聚、要素集

下，人问其姓，指桐木示之，因山名桐君，郡曰桐

动、联动发展的思路，通过加强规划指导、优化功

约、功能集成”的培育建设目标，按照集聚、辐射

庐。”1700多年前，“潇洒桐庐郡”、“流水带花

能布局、加大资源整合、有序组织实施，使桐庐县

和带动的要求，因地制宜，合理规划，扎实推进开

香”成为了文人墨客对桐庐的吟咏，“钱塘江尽到

乡村节庆活动实现主题内涵多元化、节庆活动常态

展中心村培育建设。

桐庐，水碧山青画不如”，桐庐以其钟灵毓秀的秉

化、宣传推广品牌化、节庆运作市场化和辐射带动

性和大气磅礴的气质，演绎出一个厚重而又轻灵的
特质——潇洒，成为“美丽乡村”生动的灵魂。

美。
三是按照“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游则游”
原则，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成为农民增收和农村经
济发展的新源泉，实现农民生活甜美。
2.3 积极探索“桐庐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新路子
行普惠，阳光雨露覆盖全县。抓示范，打造精
品亮点，推行美丽乡村建设“1+1+N”模式。即一

精品村：按照“五美”要求，围绕“秀美、宜

批理念体制机制创新的示范村，一批能体现桐庐山

有效化目标。

居、宜业”，做靓村庄、发展产业，提升服务，建

水人文特色的精品村和N个有特色的培育村。重创

1.2 行政村基本达到“五美”

设特色鲜明、村貌精致、产业文化亮点纷呈的精品

新，破解土地、资金等瓶颈。求突破，积极开发乡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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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桐庐人杰地灵，秀丽的山水与丰富的历史文化交相辉映，美丽乡村犹如一颗颗珍珠散落其间。近
几年，桐庐美丽乡村建设围绕着实施“5525工程”和“五美”基本要求，牢固树立“全域景区化”的美丽
乡村建设新理念，正确把握“优美、秀美、甜美”的美丽乡村建设新方向，积极探索 “桐庐特色”美丽乡
村建设新路子，合力形成“多元投入”的美丽乡村建设新机制，扎实推进 “村美民富”的美丽乡村增收新
举措。经过几年努力，实现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全覆盖，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美丽乡
村建设的典范。
【关键词】桐庐；美丽乡村；建设；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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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旅游。春日赏花季、夏日亲水季、秋日养身季、

3.3.1 村庄美丽有亮点（农村象农村）

冬日美食季，展示休闲乡村桐庐版的组合式图景。

核。县清洁办每一季度进行明察暗访，对各乡镇

（1）确定村庄总体格调。根据村庄所处的地理

2.4 合力形成“多元投入”的美丽乡村建设新机制

（村）的得（扣）分情况进行公示，各乡镇四次得

位置、村落布局、历史文化、产业特色等因素来确

分之和折算进入综合考核。

定村庄的整体格调。

一是稳定财政资金投入。对中心村和精品村，
县财政按照杭州市级补助资金额度，给予1：1配套
补助。对培育村，县财政每村三年不少于100万元补
助资金。

3.2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2009年桐庐县委、县政府作出对全县农村生活
污水进行生态化处理的重大决策。计划用三年时间

4 美丽乡村建设案例
4.1 环溪村
爱莲芬芳曲径幽，书画雅致堂厅秀；绿意盈目
入佳境，生态文明映新景。环溪村地处美丽富饶的

（2）拆除“三房”。加大力度拆除危房、旧

江南大地，座落在天子源与青源溪双溪交汇处。全

房、附房，特别是废弃的猪圈、茅房和乱搭乱建的

村共有农户606户，2098人，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临时建筑。

12400元。环溪村以村庄整治建设为抓手，着力于改

二是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倡导“自己的家园自

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全覆盖，县域污水处理的

（3）墙体美化。建筑立面与村庄周边山水等自

善人居环境，完善服务设施，提升文明程度，先后

己建、自己的家园自己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美

全覆盖是指：县城、中心镇（污水处理厂)—集镇

然因素协调。“传统民居色调以白色或灰白色为主

获得了浙江省“千镇万村种文化”先进村、杭州市

丽乡村建设的“君山模式”，全县共吸纳社会资金

（污水处理站）—农村、景区、农家乐（污水处理

色调，加以黑色勾线”，“原有或新建集中安置小

“国内最清洁城市”示范点和新农村建设标兵村等

4643万元，直接投入美丽乡村建设。

池）。

区以暗黄等深色高雅色调为主”。

荣誉称号。自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开展以来，环溪村

三是倡导农民自身投入。
2.5 扎实推进 “村美民富”的美丽乡村增收新举措
精品”的要求，按照景点的标准来建设每一个村庄。
二是强化产业发展，推行一乡一业现代农业园区建
设。三是强化创新举措，结合中国休闲乡村旅游季，
县领导重点联系推进“4+1”美丽乡村游项目。

春江出境水质好于入境水质。
处理模式：分散式厌氧加人工湿地处理模式，
部分处理池加装了太阳能电控微动力装置。
经费保障：县财政按照各村实际纳管人口给予
700元/人左右的补助，窨井单补。
日常管理：建立数字化管理平台，对全县2004
只污水处理池装上了GPS定位装置。

3 创新举措
桐庐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做法可以概括为十个
字，“清洁、治污、整治、挖掘、培育”。清洁就

日常管护：聘请管护人员，由县治污办发工

（4）庭院美化。考虑整体协调，不强求一致。

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突出“村容整洁环境美”，

通透式围墙院内绿化能透绿；封闭式围墙要戴帽能

着重实施了“生活污水处理”、“生态河道改

墙画；材质合理选择，院子内外、窗台能摆盆栽。

造”、“生态人居提升”、“生态文化传承”四大

（5）绿化选择。尽量选择本地树种，考虑“四

工程，倾力打造“生态环溪”，使之成为生态环境

季常绿、三季有花”，多乔少灌，尽量少种草坪。

优美、村容村貌整洁、宜居生活幸福的美丽村庄。

干道绿化和公共场地绿化四季常绿；房前屋后绿化

4.2 荻浦村

见缝插针，庭院、栅栏透绿选择月季、凌霄、金银
花等。

古村荻浦，是桐庐的东大门，与富阳接邻。行
政区域面积1.74km 2，农户645户，人口2378人，

（6）杆线有序。主干道的各类杆线尽量入地，

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0885元。荻浦建村有一千

资；长效维护；建立维修基金，滚动使用。

不能入地的整理有序，弱电线路尽量并杆，入户电

多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资源丰富。村内尚

3.3 村庄整治

线和电话、电视线等弱电线尽量朝屋后或相对隐蔽

存明清古建筑堂屋约有20余幢（最早的咸和堂，建

的地方走。新建安置区管线必须入地。

于1489年），其中申屠宗祠（家正堂）和古戏厅

是“清洁桐庐”；治污就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整

美丽乡村建设是2003年开始的“千村示范、万

治就是农村村庄环境的综合整治；挖掘就是对村庄

村整治”工程的升级版。“千万工程”的主要内容

特色亮点、文化内涵的挖掘；培育就是对产业发展

是“一村五项目”即污水治理、垃圾处理、卫生改

的培育。

厕、村道硬化、村庄绿化，目的是要达到村庄的

（8）标志明晰。设计独特醒目的标志标牌，

区，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深澳古村落的重要组成部

3.1 清洁桐庐

“绿化、美化、净化、洁化、亮化”。美丽乡村建

对道路、公共设施、古树、古桥、古建筑等进行标

分。近年来，荻浦村以古建筑保护为抓手，实施空

设要求是“村庄美丽多亮点、串点成线美一片”。

示。入村口景观营造。营造第一视觉亮点，明晰村

心村整治和“清洁乡村”三年行动计划，先后荣获

庐”的重大战略部署，制定了三年活动计划，计划

口界线。

了“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示范村”、“省档

用三年的时间使全县的农村环境卫生面貌得到彻底

3.3.2 串点成线美一片

案示范村”、“市小康体育特色村”、“市级卫生

2008年桐庐县委、县政府就作出了“清洁桐

的改变。成立了县清洁办（设在县文明办）具体负
责指导、检查、考核工作。
垃圾：采用“户集——村收——乡镇中转——
县处理”的模式，垃圾统一由县垃圾焚烧厂焚烧处
理。
保洁：要求各村按照250-300人左右配备一名
保洁员，进行日常保洁。
经费：按照各村人口数量，财政给予60元/人的
保洁经费补助，其中县财政补助30元，乡镇配套30
元。

环溪村一角（辛红梅 供图）

（7）堆放整齐。房前屋后各类杂物堆放有序，
杂物尽量堆放在家里，不堆放在屋外。

（保庆堂），属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很有欣赏和
研究价值。荻浦村2006年被列入省级历史文化保护

（1）道路沿线整治。规范有序道路行道树，消

村”、“县最清洁村”等荣誉称号。在美丽乡村建

除沿线视线范围内的视觉污染，特别是赤膊墙，破

设过程中，荻浦村突出“乡风文明身心美”，重点

败凉亭、露天茅坑、简易田间棚舍等。

挖掘古孝义、古戏曲、古树林、古造纸等特色古文

（2）营造农田景观（农业像农业）。倡导连片
种植水稻、油菜、向日葵色彩农作物等。
（3）建设生态绿道。在重点村、特色村和旅游
景点间建设生态绿道，把亮点串成线，行成环岛或
圈形游览线路。
（4）建设绿道驿站。在绿道的重要节点建设服
务游人的驿站，提供休闲、娱乐服务。

化，全力培育“古风荻浦”，可谓“古风民俗第一
村”。
4.3 阳山畈村
“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尺高。枝柯蔫
绵花烂漫，美锦千两敷亭皋”，这是阳山畈村的真
实写照。该村现有农户285户，人口855人，2010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13092元。因盛产水蜜桃和连续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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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村貌悦目特色美。一是按照“精致、精细、

工作成效：据省环保厅在线监测，连续六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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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清洁桐庐”工作纳入县对乡镇综合考

外，同时提供咖啡、茶、休闲茶，烧烤，住宿点以

毕生心血。而剪纸、越剧、故事、小品，具有浓郁

该村获得了浙江省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浙江省卫

及供创意青年聚集在此创作之用。偶尔闲时，坐在

地方特色的本土文化，在当下正在掀起的美丽乡村

生村、浙江省首批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浙江省农家

亚当树屋透过落地玻璃墙面，眺望河对面那棵树龄

建设中焕发出了更加夺目的光彩，在人文气息的浸

乐特色村、杭州市文明村、杭州市生态村、杭州

有一千多年、树名为“艾娃”的香樟树。石舍被香

润下，桐庐的美丽乡村建设成为了浙江省乃至全国

市绿色家庭创建示范点、杭州市“十大生活品质之

樟树拥抱着，犹如喜多郎所说的“他是真正的自然

的典范。

村”等殊荣。这一切，都得益于近年来开展的美丽

之子”，充满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位于桐庐县西南部，距桐庐县城15公里，毗邻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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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宜游、宜文”要求开展了杭州市首批“风情小

5 几点体会

镇”的创建，围绕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美丽乡村建设

5.1 重视科学规划

《桐庐县志》桐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桐庐县志[M]. 杭州；浙江人
民出版社，2012

处理好规划、计划与设计的关系。规划是比较

“五美”目标，全力打造精品风情村。

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是对未来整体性、长期

【作者介绍】

“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清

性、基本性问题的思考和设计未来整套行动方案。

华昌宁，男 1978年出生，桐庐县市政园林建设管理处副主任，高级

代诗人刘嗣绾描绘的就是芦茨村的美景。芦茨村

计划一般指办事前所拟定的具体内容、步骤和方

工程师

法；从时间尺度来说侧重于短期，从内容角度来说

辛红梅，女 1985年出生，桐庐县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处 ，工程师

千高速公路和320国道，20省道纵贯全境,交通极

侧重战术层面，重执行性和操作性。设计是把一种

杨小茹，女 1965年出生，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中心主

为便利。该村村域面积54.5km 2 ，其中山林面积

计划、规划、设想通过视觉的形式传达出来的活动

4900.59hm 2 ，耕地面积26.53hm 2 ，农户448户，

过程。规划是目标，是宏观的；计划是实现目标

4.4 芦茨村

石舍村（辛红梅 供图）

任，高级工程师

的时序划分；设计是目标形象的具体形态，是微观

人口1275人。近年来，芦茨村先后获得“浙江省

石舍传统村落位于桐庐县富春江镇东南部，坐

农家乐特色示范村”、首批“杭州市乡村旅游示

落在白云源深处，其村域北靠茆坪村，西临建德

范点”、“杭州市全面建设小康示范村”、“杭

市，南界金华市浦江县，东为凤川镇大源村。石舍

战略上重视规划、战术上重视设计。重视村庄

州市级农家乐休闲旅游特色村”、“桐庐县社会

古村集聚地坐西北，面东南，四周高山危崖群立，

建设（整治）总体规划的编制，体现特色。根据村

主义新农村建设标兵村”、芦茨为首批“杭州市

傍山依水，四面环山，层峦叠嶂，茂林修竹，流水

庄地理风貌和人文景观的不同类型和风格，编制村

风情小镇”创建示范点之一。现在的芦茨已是

潺潺，精致佳极。整村占地虽不大，但布局紧凑，

庄建设（整治）总体规划。对村庄建设（整治）

湖、峡、屿、瀑等自然景观与楼、台、街、巷等

小桥、流水、人家，错落有致，就像一叶小舟，虽

规划确定的重要节点，进行总体景观设计，特别是

特色建筑相互融合，集生态、旅游、休闲于一体

然经历了数百年的洗礼，而小舟却没有被颠簸，精

对各分类项目要做详细设计，设计深度为提供施工

的特色风情人居佳境。“风情芦茨”已经成为名

美的古民居还一直保存着，仍在叙说着石舍悠久的

图纸。节点设计一定要能体现特色，要细，要出精

副其实的《富春山居图》实景地。

历史。

品，避免粗制滥造。

4.5 茆坪村

4.7 芦茨土屋

5.2 强化科学管理

的。

茆坪村始建于宋元之际，至今已有900余年历

这是一幢三层楼的土屋，依山而建，原木的房

根据规划和分年度建设计划，编制每年的建设

史，生态环境得天独厚、人文底蕴历史悠久。这里

子与山连成一体，无论原本的外表，还是屋内的

项目实施方案；强化建前、建中、建后的监督；明

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多粉墙黛瓦，颜色淡雅，古树名

树木，土屋的每一处都保持了自然原有的风格。说

确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是美丽乡村培育建设的责

木苍劲挺拔，风韵超凡，村内泉水小池，纵横交

不上土屋占地面积有多大，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自

任主体，负责对各类项目建设的监督管理。各行政

错、形如小网的弄堂小巷，折射出智慧村民的闲暇

然中的每一处都属于土屋，感受到一种淡定的心绪

村是项目的实施主体，负责组织项目的招投标和建

生活。其境其景，为叶浅予、谢晋等名人大家所钟

和情怀。 土屋共有6间客房，被主人设计成不同风

设管理。严格验收环节的各项工作。

情，更为当下文人墨客、摄影拍客、大众游客所青

格，带着芦茨乡村的纯朴真诚接纳四方宾朋。

睐。该村现有居民430户，1275人，2012年人均收

4.8 石舍香樟

茆坪村口（辛红梅 供图）

6 结语

入已达12100元。近年来，先后被县委评为部先进

石舍香樟是一处承载了自然梦想的营地木屋，

桐庐地灵人杰，人才辈出，各领风骚，唐状元

基层党支部、县级文明村、县级生态村、县体育特

它有一串美丽的前缀名“杭州•桐庐•富春江•

施肩吾，诗人徐凝、方干，还有现代中国画坛一代

色村等。

芦茨湾•石舍”。石舍香樟的橙黄色树屋兼接待处

宗师叶浅予，他们置身于浩瀚的历史长卷前，挥洒

4.6 石舍村

被称为“亚当树屋”，这里除了常规的接待功能之

着富春江的灵性，为华夏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倾注了

石舍古屋（辛红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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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节”，故有“世外桃源”的美誉。近年来，

多样的复制 自主的生长
——关于浙江省美丽宜居村居建设的思考
Copy With Diversity, Growth With Independence

无法或缺。出于防卫，囿于技术，民居大多外观严

是我们的终点；而透过表象合宜得体地还原真实的

实，因此合院布局成为首选，并一传千年。和城市

生活，才是我们转型后乡村重建出发的起点。

住宅不同，农家院落更为必需，常常是兰竹与鱼鹿
共处一园，具有生活娱兴和劳作养植的两重性。

2 村居和基本单元

2.2 楼梯和廊

研究村居是研究村落的最好方法之一，反之亦
姚欣 王燕/ Yao Xin Wang Yan

【摘 要】在乡愁亟待被重新唤起的当代中国，让建筑师更多关注村居建设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通过对浙江
民居特征的学习研究，结合村居方案设计竞赛实例，从基本单元分析开始，对其单元变异和复制生长机制进
行研究，以期在个体趋同、统一建造的村居建设中探索一条具有多样性选择和适度自主建造的可能途径。
【关键词】基本单元；复制生长；差异性；自主营造

在多院落的住宅中，廊是院落间的交通联线。

然。“只要物体的形式与其初始的功能还有联系，

利用南北通廊，将平面分为居室（卧室、起

历史就会存在下去。但是，当形式与功能相分离而

居）和辅助（厨房卫生间楼梯间储存等）两个功能

且只有形式保有活力时，历史便转入到记忆的王国

区块。

之中。历史的结束就是记忆的开始”

[3]

。

试图寻找一种普适通用又能植入现代生活的村
居基本单元是我们工作的第一步。（图1）

平面设计中，特意将楼梯与院落并置。将楼梯
从弄的尽端幽暗角落处移到院落旁，盘旋而上的楼
梯间如同一个立体的敞厅，强化院落的空间体验。
2.3 屋顶和天台

Abstract: At present, homesickness needs to recall in China and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village construction is

南北居室上方均设置坡顶，作阁楼和储存之

in competition of village design, starting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unit, the variation of the unit and mechanism

用；其余屋面均作上人平屋面处理。

of reproduction growth were studied to explore a possible way with multiple choices and relatively independent

由于宅基地限制，旧时的门前道场和宅旁菜圃

construction.
Key words: basic unite; clone of growth, variation; Self construction

都被道路所替代。作为弥补，叠落的天台和平屋顶
提供了洗刷、晾晒、劳作、种植、唠嗑、会友的场
所。
为此设计了室外上天台的专门路径，和上阁楼
的室内爬梯，以方便屋顶及阁楼使用，丰富空间体

2002年9月，京城的房产大佬一脸兴奋地把威尼
斯双年展奖杯拥入怀中，与此同时，台湾宜兰厝七
户业主在建筑师的协助下开始请照作业，意味着宜
兰厝二期的落地起屋已为时不远

[1]

。

跨越海峡的两个建筑事件，并置以后耐人寻
味：表象似乎一致：同样的小住宅，同样的择址于

验。

传统村落，贵在自主自发，难在无矩可循。答案也

除此之外，7.8×14.7m的平面尺寸符合普通宅

许该转向村居本身去寻找。
图1 峙岭古村

浙江民居，多为依山傍水而建，既适应了复杂的

基地面积要求，二层加阁楼后至少布置三厅四室二

地形，节约耕地，又创造了良好的居住环境。因地因

竞赛的用地选址于余姚市柿林村旁的安置地块

卫，居室尺寸和数量也基本能满足一般农家需要。

时、适形实用的建筑传统成就了浙江大地上农耕时代

内。现场调研以后，选取了古村内呈带有院落的条

平面既保证了较好的居住条件，又节地并利于拼

淡泊优雅的生活境域，诗意栖居的文明实体。

状平面作为我们的原型，这也是浙江民居中较为常

接，为高密度集合式建造提供可能。

见的平面形制。（图2）

除了满足日常起居功能要求之外，基本单元包

山野田间，同样是优秀建筑师的营造实践。指向却

由于人多地少，浙江民居多为二三层。并通过

完全不同，前者在居住者缺席下，独白似地建构

悬挑、设置阁楼夹层、出挑檐箱等等方式向天向

含了院落、坡顶、天台和楼梯等基本空间要素，如

新时代生活与空间的乌托邦；后者却在和原住民一

地，争取更多地利用空间。根据当地湿热的气候特

果说院落和坡顶来自于传统智慧传承，天台和楼梯

起，为宜兰这块土地寻找现时与未来的可能 。

点以及季节性生产的需要，建筑又普遍采用敞厅、

则更多地将现代乡村生活植入以后，对户外开放空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建设席卷全国，

天井、通廊及可以灵活拆装的间壁，使内外空间既

间及室内空间体验的关注。（图3）

有识之士感慨着乡关何处故园难寻。乡愁，亟待被

有分隔又有联系，构成开敞通透的布局。同时，在

重新唤起。

合理地节约建造费用、充分利用地方材料上，尤有
独到之处。

1 民居与传统
在城市众多豪华高档住区尘埃落定之后，村居
建设却是方兴未艾。
如何从传统汲取营养，恢复乡村活力，是我们
日前参加浙江省村居方案设计竞赛时的基本思考。

图2 基本单元平面

无怪乎，梁思成在偶遇浙江樊岭脚古村后作此
感慨：“建筑总是渗透着民族精神，即使是在如此
偏远地区偶然建造的简陋小屋，也表现出这种情
况”

[2]

。

传统文化的继承是活动能力的拓展和习惯方式

优化后得到一个基本单元，和原型相比，它们
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2.1 院落
在浙江民居中，承担通风采光任务的院落一直

图3 基本单元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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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续，建筑也不例外。岁月风蚀的粉墙黛瓦，不

3 复制和生长
“中国建筑时至今日都保持它自己的一种民族

要的构成单位。院落位置的变化，为单元生长过程

避免了千屋一面的单调，也防止一屋一样式的过度

俗、趣味和习惯；住房的秩序就像组织一样，只

带来律动和生机。（图5）

设计出现。（图7）

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会发生变化”[5] 。但无奈的

的风格；……寺庙、陵墓、公共建筑以至私人住
宅，无论大小，都是依随着相同的平面的。”“一

营造主体的变化，使得专业设计变成单向给予

种基于中国性格的，以增加重复单位(repeating

式输出，所以在设计过程中增加村民互动、注重实

unit)来解决人所要求的尺度和规模，以及庭园的

践验证和反馈修正显得更为重要。在营造过程中，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房屋主人社会地位、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经济能

在这个基础上，再将坡屋顶作方位上的变化，

力的不同和工匠技艺、建造年代的不同。在个体趋

由东西坡向调整为南北坡向，自然就可以衍生出变

同、统一建造的今天，村居建设似乎也将进入了一

体A’和B’。

用。……灵活地适用于不同目的变化的‘单位重复
[4]

使用’现在已被移植于西方” 。
以上两段来自《华夏意匠》的文字，分别阐述
了中国传统建筑对于单体和群体特征，“相同平
面”的基本单元和“灵活变化”的生长方式。
传统村居的丰富面貌来自于其差异性：来自于

个高速复制的时代，那么，差异性何在？
3.1 基本单元的变异
采用普适通用的“制成品”(ready made)，多
少蕴含着“凡事留有余地”的东方式智慧，比量身

建立互动机制，让使用者有更细致的表达机会，尽

3.3 变化的屋顶

可能给业主留有自主选择和建造的余地、容许更丰

屋顶在传统民居视觉形象中位置举足轻重。如

富的想象，鼓励更积极的参与，可以使设计更真实

果说院落的变化是内向、平面的，屋顶则直接是外

地“落地”，更容易为村民接受和认同。

在的形象特征。

5.1 弹性和活力

基本单元A和变体B，由于功能区块的互换，与

为方便耕作、饲养家禽或从事副业生产，传统

居室相对应的坡屋顶也自然南北互换。

村居往往突破内向的限制而将部分功能延伸到户
图7 单体变异及群体生长

外，道路红线和建筑边线之间成为了一个弹性空
间，催生着很多生活场景的发生。院墙篱笆、猪圈

4 经营与布局

牛栏、草垛菜圃、台阶坡道等等，犹如一个富有弹

至此，基于基本单元体A的演化，我们获得了

从实地试点入手，而不是虚拟地块整体规划后

力的“软组织” [6]，作为附属设施，它们游离在主

B、A’、B’三个变体，如果需要还可以更多。它

的全面实施，是这次村居竞赛有别于往的要求，这

体建筑之外，随功能或地形而灵活布置。极大地丰

们都来自于同一母体A，具有相似的平面轮廓、功

很可能就是村居营造和城市建设的重要区别，也更

富景观变化。

能布局和空间结构。（图6）

符合乡村渐进发展完善的生成方式。

定做的“订制品”（made to order)具有更多的调

敏锐的基地反应，被作为首条建议列入宜兰厝

整可能。

设计准则，要求建造者“对于宜兰地区的景观、台

保持外形尺寸不变，保持南北通廊不变，保持

可见，保留附属设施的自主建造，利于景观整
体的改善和激发乡村活力。很多时候人们“喜欢乱
哄哄的生气超过显而易见的统一”

风、季风、多雨等地理及自然因子，于配置阶段即

楼梯和院落并置关系不变，居室部分和辅助部分的

适切反应。”

功能空间南北互换，得到一个基本单元变体B，其

柿林古村，即是一个具有“敏锐的基地反应”

房间布局和生活流线依然保持良好关系。（图4）

的样本：随地赋形，依山而筑，在有限用地上，以
较少投资最大限度地满足生活生产需要，呈现出活
泼灵动的面目。
利用古村落肌理的启示，叠加实地的山地结
图6 屋顶的变异

图4 基本单元变异

从一个普适通用的基本单元出发，通过适度变

脊蜿蜒，时宽时窄，建筑敏感地随山水扭转偏斜，

异，可以出现了院落位置、坡顶大小高低、坡顶方

建筑之间的小巷善意地向自然开放：清风入怀，苍

位到材质交替、层数变化等多种变化，为日后村民

山满目。（图8）

对于同一种户型的多样性自主选择创造了条件。
3.2 变化的院落

构，我们尝试经营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所：主街沿山

抛开对昔日斗拱飞檐符号化的具象描摹，敏感

传统村落，利用相对单一的单体作为基本元

地适应地形地势的微小变化，细微地探寻聚落生成

虽然通廊、楼梯、庭院三者的关系未变，但由

素，却组合出了极富变化的建筑群。这是我们先人

的隐性结构，才能在目前中国乡村建设所代表的最

于住宅的南北功能区域的尺寸大小进行了互换，变

的智慧所在：个体的同一简单一直和群体组合的灵

集体化的社会变迁潮流中享受差异与自主。

体B中的院落发生了南北向位移。

活丰富交织在一起。

“无院不成群”。从单体的“几间几架”到群

正是基本单元及其变异，使得在复制生长过程

体的“几院几间”，院落一直被视为群体组合中重

中差异性的出现成为可能。同质的差异性复制，既

5 自主自为的建造
“在建筑艺术中，住房无疑最能体现人们的风

图8 组团意向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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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院落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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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城乡化的进程加速了这个变化过程。

浅谈“乡建”中的旅游项目规划与设计

5.2 技术和工艺
传统建筑讲究五材并举，各尽所能。浙江民居多为楼

Discussion On The Tourism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房，屋身下部多以块石或砖土作厚重实墙，上部则利用木构
架之便，直接展示梁架结构，以白墙或木板围合。上下之间
可以对齐，亦可上层挑出或退进，形成下重上轻的多种立面

陈文杰 / Chen Wenjie

形式。

045

然而，17世纪之后发展的砖石结构。因砖墙承重的局
限；木结构传统优势反而失却；有保护建筑以双层墙或厚

【摘 要】中国的“乡建”说大，大到国家战略；说小，小到村民厨房。它是一个集策划、设计、管理、维
护，还有社会责任等多方面因素为一体的复杂系统农村工作。本文从旅游规划专业角度，从大的宏观规划理
念，到具体的项目产品设计观点，再到未来发展趋势的初步把脉等层面对“乡建”中的旅游规划设计进行了
逐一解析。笔者认为，通过旅游而形成的“美丽乡建”应该是一种不同于繁华都市的品质生活方式，应该融
合“文明式”乡愁与“时尚式”乡居，成为“田园生活”的家园和度假圣地。
【关键词】乡建；旅游规划；乡愁；旅游项目设计

薄墙做法为之，终与真实建造逻辑相悖。与其说乡村建筑技
术和材料匮乏，不如说是整体建造技术和施工工艺的捉襟见
肘。
在这方面，台湾建筑师在宜兰等地的建筑实践可以给我
们启示，譬如宜兰厝中下部砖石承重墙，二楼采用轻钢结

Abstract: China's "rural construction" is a huge project hav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tional strategy. Meanwhile

复兴水洗石、水磨石、干粘石工法，便于促进地方石材的使

it is small that only focus on residents and kitchens. It is a difficult and systematic work for countryside with planning,
design, management, maintenance,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other factors.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rofessional point of

用，也弥补饰面材料几乎清一色面砖带来的材质和色彩上的

tourism planning and the macro planning concept to the specific product design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单调乏味。有针对性地提供参考建议、户型、立面、材料等

tourism planning and design in "rural construction" were discussed. It holds that tour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提供菜单式的多种选择而非一个标准设计一通到底，这些都

"beautiful village" should be different from the bustling city of quality life style which is a pastoral life homes and
resorts with harmony between "civilization" homesickness and "fashion" living.

有助于设计师和居住者一起，在不断实践中共同探寻村居建
设未来之道。

Key words: Rural construction; rural tourism; rural tourism planning; nostalgia; beautiful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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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我们的路还很长。“多样的复制，自主的未来。”仅仅
只是设计师对村居建设中“差异性何求”和“建筑师何为”
自问自答式的个人思考，方案也只是基于竞赛层面的可能性
尝试。
村落的复兴和乡愁的唤起，需要社会共同长期持续的关
注和努力。暂时放下“乡村该是什么样？”那样庞大的社会
学议题，未来的乡村至少不应该仅仅只是满足社会精英对田
园的审美想象，在地、本土、乡土等高频词汇和无助、贫
困、匮乏的现实语境交织在一起，才能还原它们的本意。建

[M].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
[2]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三联书店，2011.
[3] [ 意]阿尔多·罗西著，黄士钧译，城市建
筑学[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4] 李 允禾，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
理分析[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5] [ 意]阿尔多·罗西著，黄士钧译 城市建筑
学[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6] 彭 一刚，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M].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7] [美]罗伯特·文丘里著，建筑的复杂性与矛
盾性[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筑师也应该更多地从绘图桌走向广袤的田野，走近生长于斯
的村民，才有可能避免以优越的俯视心态，一厢情愿地给予
“虽百般精巧而终不相宜”的作品。
毕竟，自在自为、千年流转的中国建筑文化和传统乡村
生活，是值得我们驻足仰望的。

【作者介绍】
姚欣，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王燕，浙江绿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建筑师

【致谢】
插图均根据王燕、姚立成、邵漪珺提供的，浙
江省美丽宜居优秀村居参赛方案绘制，在此一
并致谢。

1 引言——我国“乡建”及其旅游发展大背景

次，占国内全部游客人数的1/3。乡村旅游收入达

“乡建”的意义好理解，新中国成立前有晏阳

到3200亿，占国内旅游总收入10%。预计到2020

初、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进入新世纪以来

年，乡村旅游达20亿人次，将占据国内旅游的半壁

有国家推行的“新农村建设”，重在改变农村面

江山 。

貌，给予农民更好的生活 。

乡村旅游发展的如火如荼，“三农”问题、新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三农”成为了我国

农村建设、富民惠农、美丽乡村……等都在各地取

亘古不变的热点话题。连续十三年，中央年年一

得了或多或少的成绩。以浙江为例，近几年尤为突

号文件落脚于“三农”，足可见我国“乡建”问

出，连续涌现出“安吉模式”、“莫干山模式”、

题有多重要，更可见“乡建”有多难。中央一呼，

“桐庐模式”等诸多经典，2015年底又推出了约半

各地纷纷振臂响应。乡村旅游的发展几乎成为各地

数位于乡村区域的特色小镇的战略部署，在全国

解决“乡建”问题的首选。各式“乡村旅游”项目

“乡建”的旅游发展浪潮中取得巨大反响。

应势兴起：乡村民众自发兴起、政府呼吁、企业投

但也有一些地方在乡村旅游项目建设中明显脱

资……乡村旅游项目遍地开花，乡村旅游市场也蓬

离乡村生活精髓，规划理念和乡村旅游服务不到

勃兴起：

位，主动创新型业态不足。过分强调乡村大项目带

中国乡村旅游协会《2015乡村旅游市场报告》

动，而对细节设计、乡土人才、重置产业、经营管

统计显示：2014年，国内乡村游客数量达12亿人

理、服务提升等方面重视不够，投入少，对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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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但笔者实际调研中发现，90和00后对传统模式

并建设美丽乡村的核心目标，依托本土DNA有序，

因此，在“乡建”旅游规划中，最难处理就是

式一哄而起，民宿项目建设就是典型例子。

下的乡村文明是难以提起兴趣的。我们需要在现代

科学，并创意规划设计旅游产品项目至关重要。笔

农户关系，但最重要的也是农户关系。一方面，要

可见，如何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建设充满农耕

社会坐标下，在互联网经济模式下，以年轻一代喜

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应遵循以下两大基本

响应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号召，乡村旅游规划中要

文明气息的现代新农村是困扰当前中国政治、社会

欢的方式，来激活传统乡村文明，而旅游正是沟通

原则：

通过“产业融合”支撑农户增收；另一方面，围绕

和专业的问题，考验着人们的智慧和耐心。本文将

传统乡村文明与年轻一代的“最佳桥梁”。

3.1 旅游项目的业态功能规划要有机混搭

着农户的乡村生产与生活方式依然是“乡村文明”

根据笔者多年的“乡建”旅游规划设计实践，总结

2.2 建设美丽乡村

在“乡建”旅游项目规划过程中，笔者非常反

复兴的核心。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泛滥或不科学的乡村旅

要改变这种“丑陋”的乡村现状，需要有可持

该要有机混搭，单一功能应该分散到不同的节点来

游发展模式也会对“乡建”造成负面影响。这里，

续的资金来源。这种“可持续”就需要旅游的介

做。乡村本就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我们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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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暂时先抛开负面因素，谈谈科学的乡村旅游模

入，因为政府投资或其他一些资本的介入只能解决

用一个功能、一个地点的方式把它隔离开，而应该

这样的整体规划考虑，主要是在为农户创收的

式对于正在如火如荼的中国“乡建”运动的核心正

短期问题。传统农业生产投入与产出不能“可持

在维持它原来的方式，有机混搭不同功能与业态，

同时，通过“乡建”，整体提高中国农民的文化素

能量意义何在。

续”循环，造就如今各方面的“空巢化”。现代乡

让其自然生长。

质，毕竟建设“美丽农户”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

2.1 激活乡村文明

村要学会通过旅游来“自身造血”，通过旅游实现

例如，笔者在对浦江嵩溪古村进行乡村旅游规

笔者在大量实践调研中发现：现代乡村“空巢

农业与二产、三产的融合，通过旅游带来的“可持

划设计过程中，通过提炼场地内不同节点的农耕文

化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乡村大量的青壮年离开本乡

续的资金”，创意出带有乡愁意味的，或充满农耕

明DNA，创意性地构筑了不同乡村风情的文化生活

本土外出工作或经商所致，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

历史文化碎片的“21世纪的新农村”，并随时针对

圈，同时让不同功能、业态混搭于其中，形成一个

在上述基本原则与总体规划理念指导下，笔者

看到，乡村文化的日益贫瘠也加剧了情感上的“空

旅游市场的新诉求进行有机更新。

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及相互生长的乡村旅游有机系

接下来将与大家探讨一下具体旅游项目产品落地设

统，一个“美丽乡村”愿景规划蓝图。

计的关键元素，主要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乡村空间被挤压的越

对用城市规划中传统的功能分区来考虑乡村旅游中

笔者的观点是：“乡建”中的乡村旅游规划系

验。希望能涉足“乡建”这个世纪难题中的旅游规

来越少，中国特有的“农耕文化美丽景观”被蚕

旅游项目业态功能的植入问题，因为这样的功能分

统要将农户关系纳入整体考虑。农户在这个规划系

划专业一二，供同道中人进行学术互动与交流。

食，比较美丽的乡村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尤其是

区把所有的项目分割到在不同的空间，反而形成了

统中主要承担两个方面的功能：

靠近大中城市的“乡村”，已被“野蛮生长的丑陋

空间隔离，不是激活乡村文明的一种真实反映。

2 当代乡村旅游于中国“乡建”的核心意义

巢感”。因此，当代乡村旅游于“乡建”的首要意
义当是激活乡村文明。
为什么要强调旅游于其中的重要作用？因为激

建筑”覆盖，没有一点乡愁的美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变异乡村＋有钱＋旅游

因此，笔者建议：乡村旅游功能与业态形式应

为我们的乡村文明需要90和00后等年轻一代传承下

愁服务”；
其二，找到与当地农户从业特征相适应的一、
二、三产业皆可，如提供绿色有机农产品供应。

要组成部分。

4 “乡建”中旅游项目产品设计关键

4.1 “乡愁”软性元素的“随”性生长

项目产品创意＝美丽乡建。事实上，建设美丽乡村
也是中国“乡建”运动的终极目标。

乡愁，是项目规划设计的软性元素。笔者认

活、复兴乡村的文化，挖掘、保护本地传统的乡
村文明固然重要，但年轻一代的参与更为重要，因

其一，提供具有本土“乡村文明”特征的“乡

为：“乡愁”的原真性与本土性不是静态的、固化

3 “乡建”中旅游总体规划的基本原则

的，而是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客观真实的

由此可见，要实现“乡建”中激活乡村文明

存在。 但在旅游规划中，对“乡愁”应该吸收具有
“乡村文明”特征的元素，而弃其糟粕元素。如，
封建时期女人缠脚，就不适合活化为旅游产品来体
验与传承。

图1 浦江某村落“野蛮生长”的乡村丑陋建筑

图2 创意出充满农耕历史文化碎片的“21世纪新农村”

基于这种判断与认识，笔者认为：在做“乡
建”中的旅游项目产品设计时，要做好“乡愁”
图3 嵩溪古村项目乡村旅游发展理念有机规划图

的 “随”性生长，即要“随”市场而动，要做游客
喜欢的产品。我们要用专业的智慧及执行能力，在

3.2

旅游总体规划要将农户关系纳入整体考虑

“乡愁”的丰富生长上给予更多引导性设计，即通

我国历来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两极分化极

过创意让原有的“乡愁”更加丰富，“随”年轻市

其严重。正是基于这个历史，我国农民长期处于社

场而动，适当引入时尚化、现代化、观赏化元素，

会底层，总体素质不高，从事旅游休闲等服务行

从而在原“乡愁”的根上长出一系列随年轻主流市

业，从理念到意识再到水平，良莠不齐，总体与实

场而动的新型乡村旅游项目产品。

际要求差距仍非常大。

例如，去年笔者所在公司完成的开化永兴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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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的贡献有限。另外，一有好项目各地行政

和浦江虞宅等“乡建”旅游产品设计案例中，不仅

笔者对“乡居”物理系统的产品设计观点是

植根于当地“乡愁”元素体验，又融入了“随”年

“活”性更新。“活”是指活着的乡村文化的植入

轻市场而动的时尚元素，形成了一系列“乡愁”与

与时尚更新。因为乡村的宗祠、文化礼堂、茶馆等

“时尚”相融合的旅游项目体验产品。

传统物理空间基本都是当地中老年的活动空间，对

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
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

5 “乡建”中旅游项目产品设计新趋势

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这进一步诠释

旅游而言只剩标本意义。而互联网时代下游客需要

上述观点，都是笔者过去实践的一些基本观点

了：每一个美丽“乡建”都是不可复制的。笔者认

的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流的乡村物理空间，需要时尚

总结。对于未来，当乡村旅游产品的各种概念与创

为：我们理想中的美丽“乡建”是一种不同于繁华

的乡村消费。试想下：如果一个千年古村没有物理

意被激烈市场竞争所瓜分殆尽之时，“乡建”中旅

都市的品质生活方式，它应该是融合“文明式”乡

空间内对其文化的解读介绍，没有体验产品，没有

游项目产品设计又该何去何从？笔者在建德三都、

愁与“时尚式”乡居，成为“田园生活”的家园和

时尚业态植入，那么只是遗址或博物馆，而不是旅

乾潭等地的“乡建”旅游规划设计项目，就遇到这

度假圣地，而不是城市和城市人的附庸，更不是节

游。

方面问题。鉴于项目尚未完成，这里笔者先提出两

假日拥有多大停车场、多气派游客中心等的旅游热

个不成熟的观点，权当抛砖引玉。

点景区或精品旅游线路。

马山老师开办的“第一家咖啡吧”和浦江“境
舍咖啡吧”，都是富有当地DNA的“乡居”物

5.1 主题细分
【参考文献】

理体验空间，既做到“活”性更新，又有时尚消

细分大致分以下两种：一种是以乡村旅游某个

费，它们都成为当地富有活力的乡村文化展示与

细分方向的深耕。例如，基于有机种植和风格特色

[1] 罗
 容海. “乡建”与乡愁.《光明日报》（ 2015年03月24日 07版）

交流的窗口。

而延伸出的主题农场，如农场、牧场和酒庄等；另

[2] 中国乡村旅游协会.《2015年乡村旅游市场调研报告》

一种是基于某类特定人群而营造的专项诉求功能的
休闲聚集，如亲子、婚庆之类。
5.2 产品跨界
跨界，则是以乡村环境为依托，与“乡建”场
地自身优势背景资源进行整合，实现1+1>2的升
级。通常一个具备优势资源的乡村往往是一件百搭
的外套，可以与各种形式的旅游休闲度假产品跨界

图5 浦江虞宅入口旅游景观设计效果图

搭配，如体育运动、主题娱乐、特色演绎、艺术创
4.2 “乡居”物理空间的“活”性更新

客等。
总之，怎样把一个乡村原来的地景、水景和文

乡居，是乡村旅游项目产品设计的硬件方面。
笔者这里说的“乡居”不仅仅是“民宿”等住宿设

图7 “第一家咖啡吧”（陈文杰摄）

景等变得更有魅力，更适合去观赏，更适合去旅游

施条件，还包括乡村休闲吧、乡村民俗活动场所等

休闲体验，这才是未来细分与跨界要努力耕耘的方

围绕着“住宿”而延伸的一系列乡村居住与品质生

向，这才能为“乡建”中的每个乡村找到自身的

活的物理系统。目前制约很多“乡建”中旅游更进

IP，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一步的重要因素便是缺少一套“感动游客内心”的

6 结论

“乡居”物理空间。

综上所述，笔者从大的宏观理念，到具体的项
目产品设计观点，再到未来趋势的初步把脉等角度
对“乡建”中的旅游规划设计进行了层层解析。
然而，中国“乡建”不是一个纯粹的设计项目，难
图8 “境舍咖啡吧”（陈文杰摄）

以套用有关规划设计的标准和规范。它是一个集策
划、设计、管理、维护，还有社会责任等多方面因

图6 永兴坞村“乡居”旅游项目设计效果图

对于“乡居”中的项目产品建设，笔者还有一

素为一体的复杂系统农村工作……因此，我们规划

个重要观点：不必拘泥于传统民居，经过改造的现

设计不应该采用程式化的方法全覆盖所有的“乡

代风格居所，甚至新型材质的时尚集装箱房、汽车

建”中的中国乡村。

【作者介绍】
陈文杰，男，江西人，硕士研究生，经济师，现任中国美院风景建筑
设计研究院旅游规划所（杭州大山艺景旅游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旅游
策划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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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永兴坞村乡村果园产品设计效果图

筑”运营。

习近平主席也曾强调：“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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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等，只要搭配的随性而自然皆可，即“轻建

临安美丽乡村精品线建设初探
The Exploration Of Linan Quality Line Constructions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徐斌 / Xu Bin

051

【摘 要】美丽乡村精品线是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上，通过“串点成线、以点带面”的设计思路，形成
彰显地域特色的景观廊道。本文从设计角度进行研究分析，以临安太湖源精品线、天目山精品线为例，从主
题表达，乡土材料，工艺工法，过程优化四个方面阐述美丽乡村精品线，构建点线面有机结合的美丽乡村。
【关键词】美丽乡村；精品线；临安；串点成线

1

2

3
1_临安“一廊十线”分布图
2_太湖源精品线平面图

Abstract: The quality line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is based on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with the

3_天目山精品线平面图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studied and analyzed the case of the quality line of Taihuyuan Ling'an and
the Tianmu Mountain from the angle of planning and design, taking the expression of subject, native material,t
echnological method, process optimization the four aspects into consideration to introduce the quality lin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mbining point line and surface organically.

阳镇、昌化镇、清凉峰镇等，以杭徽古道为“一

“园”，因此以“园”命名各节点，以点带面。设

Key words: Beautiful Countryside; Quality line; Linan; String point into a line

廊”，加上十条精品线，构成“一廊十线”（图

计结合产业特色和乡土材料，形成以葡萄、桃子、

1）。太湖源山水田园精品线在“一廊十线”中率先

茶叶、红枫为主题的葡萄园、桃园、茶园、红叶

建设，也是杭州地区美丽乡村精品示范线，设计结

园，加上传统元素结合工法创新形成的百草园、水

合乡土材料、产业特色，“串点成线，以点带面”

园，形成精品线六大节点。

形成具有田园风光的景观廊道。

天目山灵山福地精品线以乡土与时尚的融合为

天目山灵山福地精品线，以天目山佛教文化为

设计手法，提取天目山佛教文化表达天目山福山灵

接黄山，南连富阳、桐庐和淳安，北靠安吉，是

脉络，以“禅”为主题，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形成

地主题，展示一种神山、圣山、仙山崇拜及登山问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美丽乡村”建

距离上海、杭州等大都市最近的山区市、拥有“国

展示天目山休闲度假生活风尚，洋溢佛教、道教文

道之山水生态文化。天目山灵山福地精品线，从杭

设行动计划，围绕乡村建设、城乡一体化、改善民

家级生态市”、“国家级森林城市”、和“中国竹

化的精品线路。

徽高速藻溪南出入口，经藻天线至天目山南大门，

生等问题展开，以“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民

子之乡”的美誉，积淀着丰富的吴越文化、天目文

生活品质”为核心，大力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活动。

[6]

引言

化、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 。

全长33km。沿线串联天目山镇闽坞村、交口村、白

2 设计思路

鹤村、月亮桥村、天目村等，天目笋干、山核桃等特

美丽乡村精品线是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上，

2014年，临安市委、市政府提出加快推进科技

太湖源山水田园精品线，串点成线，以其合理

产丰富。线路设计结合天目山特质、物产（天目笋

“串点成线、以点带面”，串联沿线主要精品村、

产业集聚区、生态文明先行区、园林城市特色区、

的空间布局和独特的乡土田园特色，成为美丽乡村

干）、文化（天目盏、月亮桥），以“笔墨乡愁，灵

特色村、风景区等景观资源，结合区域地脉、文

美丽乡村示范区建设，着力打造“百里画廊、千里

精品示范线。太湖源精品线全长36 km，从南苕溪

山福地，一路山水，一路禅意”为主题，打造一个彰

脉，为人们创造 “宜居、宜业、宜游、宜文”的可

画卷”的总体思路，努力把杭徽高速沿线打造成风

河谷平原延伸至东天目中山深谷，该线路贯穿锦北

显天目灵山福地内涵，引导游客进行深度休闲度假

持续发展的乡村环境[1-3]。

景秀丽的“百里画廊”，打造华东地区最美生态廊

街道横街村、太湖源镇浪口村、里畈村、临目村、

体验的精品线路。提取“识”、“觅”、“守”、

[7]

临安市自2010 年启动“绿色家园、富丽山村”

道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遵循“画好图、稳步

白沙村、指南街道等并与205省道相接，自然资源优

“恋”、“隐”五个字作为节点主题，以“高山绕弥

建设以来，已成功创建精品村、特色村28个，本着

走、蒸小笼、串珍珠”的思路推进，把一个个美丽

厚，文化底蕴丰富。同时临西路至里畈段是临安的

音，香林觅知己”；表达“识、觅”主题；“抱琴看

“以点带面，串点成线，整镇推进”的原则，着实

城镇、美丽乡村如同珍珠般串联起来，逐步编织成

传统农业区，种植着丰富的桃、葡萄、茶等，农业

鹤去，枕面待之归；黄竹隐桃花，水月座中忘；山

推进临安美丽乡村精品线建设，打造山川秀美、城

兼有城市属性和乡村野趣的 “千里画卷”。

发达。太湖源精品线设计结合地区产业和文化特色

村夜雨后，身心尘外远”表达“守”“恋”主题；

“千里画卷”包括科技大道、钱锦大道、太湖

以山水为环境本色，田园为农业特色，钱王文化为

“空山听梵音，飞度山门外”表达“隐”主题，以

源、天目山、天目溪、太阳公社、浙西、大明山、

区域文化，生活化、场景化、野趣化为表达原则，

点串线，串联天目山沿线景观资源，通过一种非

18省道（淘宝线）、杭徽古道十条精品线，分布

形成以“太湖源头系山水、钱王故里忆田园”为

经典地域文化的呈现来寻找身份的认同和文化的自

在杭徽高速的两侧，连接天目山镇、於潜镇、太

主题的田园观光廊道（图2）。太湖源的“源”同

信，演绎一个归隐的故事（图3）。

靓村美、生活和美的“三美”临安

[4-5]

。

1 规划背景和目标
临安是浙西北一个典型的山区，东临杭州、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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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效表达有利于景观结构的形成和景观要素的最

态驳坎，以疏林草地结合背景色叶林形成开阔大气

优化组合，运用园林艺术和技术的各种方法，因地

的大地景观，景石题刻，形成标识性景观。一株老

制宜地使主题中的艺术形象得以生动的实现，融情

树伫立在溪旁，如年迈的老人一般，注视着潺潺溪

入境

[8-9]

。

如桃园结合产业特色，打造兼顾鸟笼产业和水

4

果采摘主题的田园风光；红叶园借助“红叶、梯

月亮桥，就在天目山镇月亮桥村，以“守”为

田”特色，打造指南村入口“红色景观”；天目

主题，意为“守望、驻足”，“黄竹隐桃花，水月

山高速出口通过大地景观和标识景观的营造表达

座中忘”。节点由月亮谷、月亮潭、月亮桥、月亮

“识”的主题；月亮桥头，以“守”的主题，演绎

坊四部分组成，串联一起，演绎一个关于月亮的故

一个关于月亮的故事。

事。月亮桥遗址上那些有着历史气息的石头，成为

桃园位于以鸟笼为特色产业的青柯村，设计结

新月亮桥的桥基。两座桥联接精品线和附近村道，

合产业特色，以两道古旧青石板砌成的院墙式景墙

利用小桥流水、碧竹风清，营造出能让游客驻足、

为主景，二维到三维变化的鸟笼刻于或嵌入景墙，

流连的精致节点，桥、水、竹共同构筑一个有灵气

景墙虚实变化，鸟笼大小不一。场地上栽植的桃树

的特色景观（图9、10）。

和孔雀绿的“桃园”题刻，点明主题。“在村口，

3.2 乡土材料运用

桃园内，几株老桃，些许鸟笼，桃花灼灼，鸟儿啾

竹、木、砖、瓦在中国建筑传统中是最为普遍

啁，桃花源里的生活境况，诗意般在简约的田园造

的四种乡土材料，不但充满着时间的积淀而且还是

型里释放”，既意寓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同时展

传承中国文化的艺术载体，现代景观设计中恰当运

示了青柯村的产业特色，突出田园形象，为都市人

用乡土材料不仅能唤起时代的记忆，同时增强地区

的农业观光增添斑斓的风景（图4）。

归属感

红叶园位于指南村入口处，村庄左右两侧有
2

6

[10-12]

8

百草园设计时结合区域丰富的植物素材，利用

30hm 梯田，蔚为壮观。村庄内古树参天，保留着

各种各样的乡土材料，遵循人性化空间尺度，整体

300多株由枫树、天目铁木和银杏等珍稀古树构成的

营造出一种具有柔和风情的百草园景观。以农村

古树林，每逢秋季，枫林如染，枫红飘舞，千年银

特有夯土墙、结合青瓦门楼、卵石墙裙以及鱼鳞瓦

杏，金黄满地，引来各地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前来观

堆叠的漏窗、草棚等乡土材料组织入口景墙景观，

赏。因此设计结合指南村这一特征，种植色叶树，

形成立面上主景突出，材质协调变化的效果。鱼鳞

形成背景林。卵石堆叠的退台式挡土墙，打开原本

瓦漏窗既可以作为墙面装饰，又可以产生漏景的效

狭窄的空间，使指南村入口牌坊显现出来并成为主

果，通过视线连接，做到园内外景观融合[13]。草

8_高速出口实景

5_红叶园效果图

9_月亮桥头效果图

6_红叶园实景

10_月亮桥头实景

景。退台式挡墙暗示了指南村的梯田特色，台地间

棚作为视线制高点同时结合木质匾额加强其作为入

7_高速出口效果图

11_百草园实景图

种植草坪或地被，弱化挡墙边角的生硬，同时形成

口景观的标识性，屋面利用临安特有的毛竹丝外

梯田意向。挡墙结合背景色叶林形成入口牌坊的陪

附，增加乡野性。乡村草花等自然材料弱化人工堆

衬，烘托主景，形成大气、开阔的入口标识景观

叠的墙体，使铺装和景墙之间自然过渡。通过运用

（图5、6）。

乡土材料及其不同组合，打造乡土景观（图11）。

设计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结合区域

天目山精品线高速出口位于高速路“丁”字路

桃园就地取材，以青砖和条石堆叠形成主景墙

风土人情、地方文化、历史典故和人文风情，打造

口，设计时充分考虑视距三角，确保安全性和通

骨架，为减弱老石板体量大的过硬衔接，石板空隙

具有一定地域文化特色的景观。通过特色主题的表

达性，营造开阔大气的景观。“高山绕弥音，香林

处以碎砖填充，丰富立面效果和纹理。景墙前草

达，乡土材料的应用，工艺工法的推敲、施工过程

觅知己”，以“识”为主题，“识”取“相识、

坪、水缸、卵石、条凳、草花组合打造适宜近距离

的优化四个方面打造独特的乡土景观。

标识”之意，既标识该区域位于高速出口同时表明

静观的小场景，卵石结合草坪弱化景墙与铺装的过

3.1 特色主题表达

地处天目山区内。充分考虑生态性设计，在保留

硬衔接，景墙不符合要求的石板置于地面，形成老

河道、石板桥的基础上，通过自然堆石形成亲水生

石板嵌草的生态透水铺装。通过青砖、老石板、老

主题是设计的灵魂，统领并贯穿设计的始终，

7

。

4_桃园实景

3 景观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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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子归来的意境，表达浓浓的乡愁（图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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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过往行人。老树苍劲，顾盼翘首，体现一种盼

12

13

方案初期并未考虑，后来由于施工过程中施工方

墙上时为增加稳固性，内部做钢筋混凝土基础及结

面的错误理解把原设计好的鸟笼无意做大，如果舍

构，石板边缘手凿处理，或老砖灵活组合收边、收

弃，这势必造成浪费，设计师本着节约资源的原

口，避免太过人工且生硬。利用石墙掺砖工艺，在

则，将产生的废料尽量在本场地消化，经过反复斟

青石板堆叠的景墙缝隙处，以小块头的碎砖填充，

酌和现场摆放比较，置于景墙前的空地，与景墙中

在增加景墙立面纹理的同时增加其稳固性。地面老

的鸟笼形成一种体量和空间上的对比，产生了二维

石板嵌草生态铺装，石板间留缝3-5cm，为植物生

到三维的变化。处惊不变，处事灵活，从不同的角

长提供空间，所选块石大小耦合，且表面相对平整

度思考问题，往往会达到不一样的效果，创造新的

（图16）。

景观（图21）。

3.4 实施过程优化
设计不只是停留在方案阶段，更多的是根据现

15_百草园夯土景墙实景

场情况进行斟酌和完善，设计师不再只是纸上谈

16_桃园景墙实景
17_茶园初期实景

兵，而是甘做“泥腿子”，通过多次现场指导，与
效果。
如茶园在拥有“中国有机茶第一村”美誉的东
坑村口，设计结合场地特征，打造以“茶”为主题
的景观墙。节点提取茶具、茶叶等茶元素，保留
茶壶、茶碗的外部轮廓，内部镂空，槽钢竖向有序

14
12_天目村口效果图

嵌入，茶叶以不同的形态散落在茶壶、茶碗周围，

13_天目村口实景

结合青砖底色，给人以茶飘香四溢，清新淡雅的感

14_百月亮桥头月亮工坊实景

觉。一堵墙，一壶水，一盏茶，有朋自远方来，能
饮一杯乎？

15

茶园的前期方案以木色槽钢包边，与青砖结
缸、卵石等乡土材料的组合运用，整体打造生态、

3.3 工艺工法处理

合，但整体效果太过花俏同时掩盖了“茶园”淡雅

工法释为工艺方法和工程方法，是施工时为达

清新的主题，经过多次实地考察、现场对比，将木

天目山精品线天目村口提取青瓦、酒缸、石

到某一要求或某一目的所采用的施工方法。依据所

色涂成白色。施工过程中由于工人师傅操作不慎，

块、卵石等乡土材料，结合现状环境，打造村口乡

用材料，进行形式组合，通过工法推敲，营造良好

将绿色的茶色散落混在白色涂料中，白色边带有少

土生态景观。利用卵石新建生态滚水坝，青瓦堆叠

的景观

乡土的休闲田园景观。

[14]

。

许茶色，最终效果不但没有因此减弱反而使白色不

形成护坡，石笼结合木栈道组织滨水廊道，卵石水

夯土墙作为传统工艺已逐渐被遗弃或被取代，

至于太过苍白、单调，显得整体匀称、协调。因此

埠头搭建亲水平台，老石板形成嵌草生态铺装，酒

但是在低碳环保建设背景下，结合新材料、新技

“茶园”两个字为协调一致由原来的绿色改为黄

缸、石块等散落其间作为装饰（图12、13）。

术、新工艺、新手法，重新认识、表达及塑造。如

色，整体效果淡雅、清新，符合整体立意（图17、

月亮桥头提取区域丰富的竹景观元素，结合现

百草园在利用传统夯土墙形式的基础上，内掺10%

18）。

代工艺形成新竹景，在保留原竹制品加工用房的基

稻草和竹片及胶水，表面环氧树脂喷涂，顶部做防

“桃园”两个字初稿为黑色花岗岩题刻黄色字

础上，盖上红瓦、刷上黄泥，增加竹格栅木饰形成

水及压顶，增强其稳固性及耐久性[15]，黄泥墙，茅

题，建成后，整体色调与环境不协调，本着精益求

“月亮工坊”，以农家小院的风格展示在精品线

草屋，青瓦檐顶，卵石墙裙打造乡土景观。草花种

精的原则，提出一系列修改方案，经过对字体颜色

旁。竹材料修建而成的竹建筑，称为“竹方”，

植区采用卵石收边，石块大小前后错落搭配，部分

和底板石块的反复斟酌和电脑模拟，最后选择出最

竹方架空，隐约显露于丛林之中，既可作为景观

埋入地下，形成植物与铺装的分界线（图15）。

符合场地环境的老石板结合孔雀绿题刻方案，形成

同时可以提供休憩，竹田、竹方、竹径形成新竹
园（图14）。

青石板作为乡土材料，传达着一种老旧感。砌
成景墙时，要求尽量矩形且表面有老旧痕迹、纹理

16

节点标识（图19、20、21）。
“桃园”节点中景墙空地前放置的大鸟笼，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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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人员沟通交流，不断对比优化，力图达到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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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增加质感。如桃园在利用青石板砌成院墙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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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丽乡村的发展历程

2 当前的村庄整治建设的主要模式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绿

当前，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大好时机下，推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

动村庄整治的，不外乎外力与内力，区分源头，主

“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重点与难点在

要有以下几种。

线各精品点打造过程，剖析精品线在建设中对主题表达、乡

农村。2014年，浙江省推进 “两美”浙江建设；共

2.1 政府牵头、部门联动的整治模式

土材料、工艺工法、过程优化各方面的运用，展示了美丽乡

建设有402个美丽乡村精品村（特色村）、108条美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村建设的匠心独运。美丽乡村精品线建设在“以民为本、绿

丽乡村风景线、46个美丽乡村先进县，浙江省美丽

标”。从国家层面而言，希望村庄的建设能够让人

色先行”的基础上，通过挖掘本土元素，保存、继承、再现

乡村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民生活得更美好。政府拨款部门补贴、村两委积极

4 小结
通过分析太湖源山水田园精品线、天目山灵山福地精品

与实践。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历史文化，“串点成线、以点带面”，打造 “点上出彩、

如果说，近些年浙江的“美丽乡村”建设已全

参与，是目前村庄整治进行的主要模式。尤其是有

沿线美丽、面上洁净”的美丽乡村发展新格局，进一步推进

面铺开的话，十多年前在杭州等地进行的 “景中

特殊优势的人文或自然资源存在的村庄整治，如很

“百里画廊、千里画卷”建设，实现“绿色家园、富丽山

村”整治工作，可视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雏形与

多列入历史文化名村的中国传统村落都属于这种性

村”的生活愿景。

探索，值得回顾与总结。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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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 炜 民 . 中 国 园 林 的 本 质 [ J ] . 风 景 园

【摘 要】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成为一种更需认真对待的资源。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开展，如何
正确处理地方意图与住户需求、基础设施改善与景观风貌建设、村庄发展与产业转型等成为乡村建设中必须
面对的核心问题。本文以杭州灵隐景区白乐桥农居点为例，探讨了基于住户需求，建设现代化乡村生活为目
的的综合整治模式，展现了还利于民，上下一心、新旧协调、建设与发展双赢的村庄建设理念与方法。
【关键词】美丽乡村；住户需求；村庄整治；白乐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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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朱 永军.临安:绘一幅景观林业新蓝图[J].浙

基于住户需求的村庄整治实践

2.2 项目带动、投资注入引发的整治模式

3.3 整治结果

这类村庄整治的引发，往往是投资商对村庄特

通过整治，原住民居住条件都得到了妥善的解

入驻是政府与村民所未曾想到的，新产业与外来资

殊自然资源的青睐，有适合发展的项目在村庄及其

决。无论是外迁、改造还是翻建，每家每户都通过

本的直接注入，使得村民不再只是从单纯的土地劳

附近建设。社会资本独立或者主导运行。

政府主导的整治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作中获得收益。这种源于市场自发式的产业转型有

2.3 因旅游发展而引发的整治模式

整治前、后的白乐桥平面图

枕着灵隐，依托新的村庄环境，敏锐的经营者
嗅出了白乐桥的“客栈”商机，经过几年的发展，

村庄自身的资源特色不明显，但村庄周边存在大

别于现在一些村庄发展规划中的预先设定，更有客
观现实基础也更令人激动。

型或有影响力的旅游资源，基于旅游发展的需要，作

配套了村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幼儿园、公厕等服

“民宿”、“客栈”的经营成为白乐桥的主要产业

为相应的辅助配套服务基地，而带动村庄的整治。一

务设施，保留了原有的商业用房。给排水、供配电

模式，村民或整幢小楼、或一半楼房出租给外来者

些位于风景区周边的村庄整治，则属于这种。

的管线下埋、入户，停车结合场地布置。景观方面

经营，以收取租金方式得到相对之利。白乐桥的发

在现实的村庄整治之中，以上三种因素会单一

则改造了桥梁，设计了白乐桥头、天曹桥头等重要

展，开始了新方向，并实现了良性循环。

而存在，也会有重叠存在的情况出现。不论哪一种

节点，增加了“亭桥枕涧”、“乐水廊”、健身场

治把住户对住房条件改善的需求、对基础设施改善

因素所引发，村庄整治都能为村民带来一些现实的

地等休闲健身设施，景观形象大大提升。

的需求、对环境改善的需求等作为整治的重点，进

利益。

共有 121 户搬进了新家。新建的户型设计考虑到茶

加，因周边景区建设的辐射而引发，由政府牵头进

农的生活需求，每户都有一个大的晒台，方便摊青、

行整治。

晾青等茶叶制作与休闲品茗。每户都有明厨、明厕，

3.1 白乐桥简况

和好的房间朝向，保证了良好的采光与通风条件。

2009年《青年时报》刊登白乐桥的民宿潮

美丽乡村建设，具有参考与借鉴意义。
注：白乐桥农居点整治设计，荣获2010年度浙

4 白乐桥整治工作总结
总体而言，白乐桥的整治工作始终围绕了如下

江省“钱江杯”优秀勘察设计二等奖。
白乐桥农居点整治设计项目负责人：袁子瑶；项

几个方面的结合：

目组成员：赵鹏、程红波、孙霖、陈清、宁远军、张

4.1 政府意图与村民意愿的实现

强、崔佑民、方毅立、赵兴刚、严中芳。赵鹏、袁子

白乐桥位于北高峰索道站旁边，距灵隐禅寺不

一些要求原址翻建的农户尽量在原址就近地块

过400m，原有农户247家。在整治之前，白乐桥村

安排，但建筑的朝向、房屋间距、建筑层数、面积

政府还利于民，成立临时机构灵隐景区保护整

内棚屋遍布、垃圾遍地、鸡飞狗跳、外来人员杂

等按规划实施。对于因实施规划道路及基础设施而

治工程筹建处，负责协调整治的全部工作，包括摸

居；村民收入则以茶叶为主，年轻人外出就业居

需拆迁的农户，以及分户新建、无房新建、困难户

清各户的房产、人口等基本民情；给村民一个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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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7lSw4DsIRelNLkZEXL7LaaDrmAoD23HX0IZLz0NniK
[6] 风
 尚领秀C2、C3版，杭州青年时报，2009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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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能够拥有青山绿水的滋润，晨钟暮鼓的熏
整治后的效果

陶，“身价”立增。

注：文中照片由袁子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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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的整治属于上文的第三种情况与第一种情况的叠

代生活的追求与住房条件的改善。白乐桥综合整

村民、住户需求的村庄整治实践，对我们今天进行

新建农居对应于不同的面积要求，设计大进深及
小进深的九种不同户型。包括原址翻建与移址新建，

乡村建设的基本问题与核心问题在于农民对现

源，同步带动了村庄产业的转型与发展，这种基于

整治农居方案一户出一图。
白乐桥是灵隐景区内保留的一个农居点，白乐

等社会问题也因村庄身价的倍增而破解。

行彻底整治，符合民意；同时又结合村庄的内外资

农居部分，区分整治与新建进行，穿插并存。

3 白乐桥的实践

整治前的大量外来务工租客与空心村、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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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的副产品——“民宿”、“客栈”产业的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杨梅岭村整治设计
Renovation Design Of Yangmeiling Village In The West Lake
Scenic Area
毛翊天 宋雁 / Mao Yitian Song Yan

061

美丽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美丽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060

【摘 要】杨梅岭村的综合整治是杭州西湖综合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杨梅岭村的整治工作进行
了全面的总结，深入介绍了山地民居风格的确定依据和不同类型民居的具体整治措施、村口道路的建设及村
道的整治、植物景观的营造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工程建设使村落风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提升了九溪景区的
环境质量，为杨梅岭村民宿产业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关键词】杨梅岭村；整治设计；山地民居；民宿

scenic area. This paper is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this renovation design, including renovation measures for

《浙江民居》中的殷宅

杨梅岭村平面图

the different region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country road, plant landscape and infrastructure. The traditional style of
the village returned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 of Jiuxi scenic area was upgraded.
This creat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B& B hotel industry of the village.
Key words: Yangmeiling village; renovation design;mountainous traditional residence; B& B hotel

杨梅岭村周边茶园密布，两边青山对峙，蓝天
一线。绿荫葱葱，流水潺潺，山鸟嘤嘤，明净清
雅，遍布优美的景点和丰富的人文古迹。西面是清
代著名学者俞樾题咏为：“重重叠叠山、曲曲弯弯

建设的民居，缺乏规划引导，呈现出杂乱的风貌，
少量住宅建筑风格西化，与景区的整体风格不符。
（3）污水、电力等基础设施不完善，电线电缆
架空敷设，违章搭建现象较多。

杭州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在环湖景区取得巨大成

凌乱不堪，给排水、煤气管线、电信等基础设施不

路、叮叮咚咚泉、高高下下树”的著名的九溪十八

功后，稳步向西面推进。2007 年下半年，杭州西湖风

合理或不完善，村民生活非常不便，与周边西湖风

涧，南面是西湖新十景之一的九溪烟树景点、新修

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决定对杨梅岭村实施综合整治。

景名胜区优美的风光极不相称。村内民居主要建于

复的古刹理安寺，村内有许引之先生墓。

杨梅岭村位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九溪景区的

1980-2007年，民居形式和色彩差异较大，违章建

1.2 现状分析

住民，对民居进行修缮提升，完善基础设施，提高

北端，周边为茂密的山林和茶园。改变这里凌乱不

筑较多，风貌杂乱。排水沟从村道下穿村而过，村

1.2.1 有利条件

居民生活水平，彰显山地村落特色。

堪的状况，提升环境质量，对于改善村民生活、完

内的生活污水排入其间，造成了下游九溪景区水体

善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整体风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污染。各项基础设施急需整治和建设。

意义。

1 项目概况和现状分析
1.1 项目概况

根据杨梅岭村的实际，保留村落原有民居和原

（1）杨梅岭村地形高差大，建筑依山就势，山

杨梅岭村整治以农居建筑风貌整治、基础设施

地民居格局鲜明，错落有致，古朴的毛石墙、传统

配套完善以及村落道路铺装和绿化环境整治为三大

的木结构建筑依稀留下了山地村落的旧影，两侧青

重点，全面提升村落居住环境质量，构建村落景观

山环抱，民居层层叠落，周边环境山清水秀，十分

和产业特色，体现朴素自然、青山环抱的山地人家

优美。

风貌。

（2）杨梅岭村的山地民居依山傍水，其中精品

杨梅岭村有一百四十户人家依山而居，空间比

殷氏住宅在著名的建筑专业书籍《浙江民居》中有

较狭窄。整治以前环境质量差，村内民居风貌和色

详细记载，为整治工程的设计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

彩十分杂乱，村内唯一的车道乾龙路宽约3m左右，

料。

道路坡度大，曲曲折折，两侧居住建筑紧邻道路，

1.2.2 不足之处

行车困难，容不下相向而行的车辆，经常堵车，

（1）建筑过于密集。由于人口增加，建筑拥

交通拥挤成为村里的痼疾。停车位非常缺乏，被迫
乱停车现象加重了交通拥挤的状况。村内空中电线

2 整治目标

挤，村落空间局促，不利于合理安排公共设施。
杨梅岭村

（2）建筑风格杂乱。不同时期、不同业主各自

3 整治措施
通过实施拆违清障、整治民居风貌、完善基础
设施、美化村落及庭院环境，进一步强化景区功能
和村落特色。
3.1 拆除违章建筑
保护合法的民居建筑，对违章建筑或违章院落
围墙坚决进行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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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novation of Yangmeiling villag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tection program of the West Lake

3.2 确定民居风格
参照《浙江民居》图例中殷宅白墙黑瓦的民居

条件是本次整治的重要任务。

风格，及50年前杨梅岭村老照片中呈现的干砌毛石

杨梅岭村只有一条狭窄的南北向的村道—乾龙

墙和弹石路面等历史风貌，确定杨梅岭村民居风格

路，与满觉陇路交叉口又十分局促，两边是高度

为建在干砌毛石墙台基上的白墙黑瓦的江南民居。

10m左右的陡坎，视线差；村口到村内长约300m的

结合山势，体现出层层叠落的山地村落特色。

道路坡度大、弯度大，不但造成杨梅岭村对外交通

3.3 对不同风格的民居分别提出整改措施

不便，也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设计逐一解决交通瓶

3.3.1 平顶白色现代住宅

颈问题，改善村民出行条件。

（1）平屋面改为坡屋面，屋面统一使用灰黑色瓦，
质地、型号可作选择；
（2）窗下墙采用干砌毛石贴面，结合白墙外贴装
饰木构架，种植攀援植物进行点缀；
（3）屋顶、窗户上酌情增加木质披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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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拓宽村口道路
将村北口道路拓宽至9m，并在满觉陇路口预留

山地民居风貌

乾龙路

安全视廊，便于转弯车辆驾驶员瞭望。重新分两层
砌筑10m高的石质山体挡土墙，确保安全。
3.4.2 改善危险路段交通条件

3.6 体现文化内涵，沟通周边景点

杨梅岭地处西湖龙井茶产区的核心区，兼有优

杨梅岭村内有清末民初杭州著名的清官、学

美的山地村落环境，具有龙井茶的经营优势，可采

（5）采用与台地结合的石材栏杆，临路民居院子

大转弯车道，转弯半径小，路面窄，是少见的危险

者、实业家许引之墓，设计整修墓园，建设小巧精

用炒茶表演、茶道展示等方法吸引游客。游客可在

与外地面高差不大的，可采用座凳式栏杆。院内摆设

路段。设计尽量通过均匀布置道路坡度以解决局部

致的墓园石牌坊，供后人瞻仰。修缮连接周边优美

青山环绕的农居庭院中品尝龙井茶的清香，欣赏古

花槽，种植花卉、攀援植物等，丰富庭院景观。

坡度过大的问题，重新砌筑道路侧面的挡土墙以便

景点九溪十八涧、九溪烟树、理安寺的道路。

朴自然的山地村落，远离城市的喧嚣，借得浮生半

大幅拓宽转弯处道路，加固道路并增加安全系数。

3.7 完善基础设施

日闲，享受优质慢生活。

（6）空调位统一、整齐，加防腐木质装饰罩。
3.3.2 传统风貌住宅

3.4.3 加宽路面

把生活水源依靠地下水改为市政自来水，增大

5 后记

少量建筑年代超过50年，材料为砖木结构或土

通过调整沿路民居院落尺寸并重砌石坎，将亁

供水系统容量、增加排污、地埋电缆系统，梳理电

木结构，具有一定保存价值。规划将此类建筑以

龙路最窄处拓宽到4m，一般区段宽度为5m，尽最

信系统、互联网系统、监控系统等基础设施，设置

杨梅岭村的综合整治于2008年国庆节完成。建

“修旧如旧”的原则加以修缮，体现原有风貌。

大可能保障道路畅通。道路采用石板和弹石拼纹路

与居民点风貌融为一体的的路灯、指路牌、垃圾箱

成后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点的环境面貌和基础配套设

面，村主干道保证4m的消防车道和回车场地。在场

等设施，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形成整洁优美的村落

施，消除了下游九溪景区水体的主要污染源，成为

地允许处尽量增加避车场地。

风貌。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中最具山地民居特色的村落。

（1）依据原有结构和建筑样式，对破损的砖木结
构部分进行修缮；
（2）屋面统一使用灰黑色瓦，但质地、型号可根
据居民爱好另作选择；

规划布置两类停车场：公共集中停车场及路边

（3）依照原有样式粉刷墙面、处理勒脚；

零散停车位，满足居民和游客的停车需求。

（4）修复木门窗。

3.5 提升植物景观

（5）空调位要统一、整齐，加防腐木质装饰罩。
3.3.3 色彩鲜艳的坡顶住宅
（1）原墙面色彩各异，统一使用白色涂料粉刷或
青砖贴面；
（2）拆除原来色彩浓烈的瓦片，统一使用灰黑色
瓦，质地、型号可作选择；

近年来民宿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居民生活环境得到

3.4.4 根据地形尽量增加停车位

保持自然野趣的植物景观特色，补充特色树

4 发展旅游经济
杨梅岭村坐落在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的山谷之

期的目的。该工程设计获得了2010年度杭州市建设

中，综合整治后交通条件大为改善，村落相对独

工程西湖杯优秀勘察设计一等奖和2010年度浙江省

立，环境清幽，宛如世外桃源，为人们享受慢生活

建设工程钱江杯优秀勘察设计三等奖。

种，进一步美化村落，丰富植物季相景观，塑造村

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条件。

落植物景观特色。

4.1 民宿产业

在杨梅岭村周边山林和房前屋后规划种植杨梅、

依托独特清静的环境和风貌整洁、设施完善的

与现有的茶园共同形成植物景观特色。杨梅作基调树

山地民居，杨梅岭村的民宿产业声名鹊起。借助互

种，主要选择白杨梅、炭梅，增加种植数量。

联网加旅游业的发展，有了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在

栽植樱花、合欢、香泡、柿树、枫香、桂花、

先期参与民宿产业的村民获得较高收益的带动下，

香樟等植物。春天花开茶香，夏天合欢吐蕊，秋天

村民参与热情日益高涨，纷纷将住宅装修成各具特

（4）窗户、建筑主入口适当加木质披檐；

桂香果满枝，枫香红叶透亮，冬天山谷苍翠，四季

色的民宿旅社，形成了民宿产业集群，取得了良好

（5）采用石栏板或石坐凳围合住宅前庭院；

有景。

效果，大幅增加了村民收入，杨梅岭村整治工程为

（3）门窗尽量使用木制材料，如为大面积玻璃窗，
窗框色彩宜采用仿木色，采用透明玻璃。

（6）空调位要统一、整齐，加防腐木质装饰罩。
3.4 整治道路交通

对挡墙进行立体绿化，种植攀援或垂挂植物，
主要有爬山虎、藤本月季等。

很大改善，经济收入大幅提高，整治工程达到了预

【参考文献】
[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建筑历史研究所.浙江民居. [m]北京；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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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民宿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2 茶叶产业

注：文中照片由毛翊天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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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村口到村委会办公房之间陡坡道路有一处

（4）门窗加木格装饰，色彩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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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 亁 龙路（兼消防车道），改善交通和停车

064·园林赏析

065·园林赏析

LANDSCAPE APPRECIATION

LANDSCAPE APPRECIATION

龙井村
Longjing Village

这里出产的龙井茶位居“狮、龙、云、虎”之首。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到
龙井村狮峰山下的胡公庙品尝西湖龙井茶。饮后赞不绝口，并将庙前十八棵茶树封为
“御茶”。
村内旅游资源丰富，御茶园、胡公庙、九溪十八涧、十里琅珰、老龙井等景点点
缀其中，为茶乡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外驰名的龙井茶原产地——杭州西湖龙井
村2005年“十一”国庆节整治工程完工后重塑了龙井村山涧溪流景观，再现了茶乡农
居溯溪而上、择水而居的山地景观风貌，基本恢复了富有西湖龙井茶乡特色的自然村
落风貌。

There is not only the love story of Xu Xian and Madame White Snake but also
memorable Longjing tea in West Lake. The well-known Longjing tea hometown is called
Longjing village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 of Hangzhou West Lake scenic area, east to
Longjing temple, west to Longjing imperial tea garden, south to northern Eighteen
Gullies. The whole village shaped as character Y, with a total area of 18.09 hectares,
is the core area of culture and leisure scenic spot of West Lake Longjing tea. Longjing
village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with population of about 800 and tea plantation of
nearly 800 mu. The Northern Peak, Lion Peak and Tianzhu Peak on the northwest of
the village form a natural barrier which blocks the wind from northwest. The Jiuxi on
the south of the village directly connected to Qiantang River provides a unique advantage
for tea growth because of the ventilation and perfect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The village
surrounded by cloud and mountains is just like a jade inlaid in West Lake.
Longjing tea from this village ranks the first among “lion, dragon, cloud and tiger”.
It is said that on Qianlong emperor’s trip to Jiangnan he visited Hugong temple at the
foot of Lion Peak in Longjing village and had a cup of Longjing tea which received high
praise after drinking. Meanwhile the title of “Imperial Tea” was bestowed on eighteen

杭州西湖不仅有许仙、白娘子的缠绵爱情故事，也有回味无穷的龙井名茶。闻名遐迩的
龙井茶故里，地处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西南部腹地的龙井村，东起龙井寺，西至老龙井御茶
园，南抵十八涧北端，整个村落呈“Y”字形分布，总面积18.09hm2，为西湖龙井茶文化休

tea trees in front of the temple.
The village is rich in tourism resources, including Imperial Tea Garden, Hugong
Temple, Jiuxi 18 Streams, Ten Kilometers’ Hiking, Ancient Longjing and other
attractions, which add to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As the origin of the famous Longjing

闲景区的核心区块。龙井村四面群山环抱，村内常住人口约800多人，拥有近53.6hm 的高山

tea – Longjing village of West Lake in Hangzhou recreated the landscape of mountain

茶园，村的西北面北高峰，狮子峰，天竺峰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挡住西北寒风的侵袭。南面

mountain landscape of farmers living along upstream and basically restored the natural

2

为九溪，溪谷深广，直通钱塘江，春夏季的东南风易入山谷，通风通气的地理条件为龙井茶

streams after the Rehabilitation Project of National Day in 2005, which reproduced
village rich in characteristics of Longjing tea village.

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四周群山叠翠，云雾环绕，尤如一颗镶嵌在西子湖畔的翡翠
宝石。

钢笔画：张建庭 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 Zhang Ji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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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青芝坞

青芝坞地下有从钱塘江向西湖引水的管线通
过，于是就近将流向西湖的水也引一部分到青芝

Beautiful Countyside：qing Zhi Wu

湛湛玉泉色，悠悠浮云身。

星者，以常产青芝而名”。当时，青芝坞内居民稠

闲心对定水，清净两无尘。

密，集市热闹。坞内有二宫、三院、四寺。坞南有

手把青筇杖，头戴白纶巾。

玉泉寺，坞后有灵峰寺，皆为晋代时建。

闲度假的又一好去处，更在吸引越来越多从全国各
地慕名而来的游人。

坞，从最西端靠近植物园灵峰探梅景区处出水。全

除了保留原有的“老地方”、“东北菜”等一

长1000多米的水流，沿山势顺流而下，绵延不断，

系列特色饭店外，青芝坞吸引了很多各具特色的民

穿村而过，形成山涧溪流般潺潺的景观水道，遇大

宿、餐饮、咖啡馆、茶馆、酒吧的相继入驻。漫步

雨时还能起到防涝作用。

在青芝坞干净整洁的街道上，看白墙黑瓦的村中民

青芝坞里有将近200幢农居，每一座房屋都进

居鳞次栉比；一个个开放式的小庭院里，绿树掩

行了富有特色的改建，大部分村民仍继续在这里生

映，繁花似锦；道路溪流边，各种灌木藤蔓生长繁

上世纪90年代后，青芝坞内餐饮业规模不断扩

活。整治完成后，早年的脏乱差面貌再也难觅踪

茂。

这首《题玉泉寺》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作。

大，随之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至改造之前，村中

迹，整个村落取而代之焕发出来的，是这里久违了

白居易生平喜好登临揽胜，其诗中描绘的玉泉寺所

流动人口过多，民居建筑杂乱密集，生活垃圾和污

的古朴淡雅、和谐统一的传统江南秀丽风貌。

在的地方，就是杭州西湖边的青芝坞。

水大量产生，面貌不容乐观。

兴尽下山去，知我是谁人。

徜徉在这里，可以入住一家别具风味的民宿，
听风拂竹林，听鸟鸣虫吟；徜徉在这里，可以寻一

经过这次华丽的转身，青芝坞迅速成为了杭州

家特色餐厅，聚会亲友，举杯畅谈；徜徉在这里，

青芝坞东起玉古路，西至石虎山山脚，长约

2007年起，青芝坞迎来了一次彻底的整治改

西湖边又一处休闲旅游慢生活特色街区。许多特色

可以在路边咖啡馆的长椅上，伴着咖啡的浓香，慵

600米，是一处位于石虎山与玉泉山之间狭长的山

造。经过初步的截污纳管后，水系的污染得到了控

餐饮和小众型的民宿聚集起来，提升了这里的旅游

懒地享受午后的阳光；徜徉在这里，也许会明白为

坳，其间林木茂密，幽谷森林，是一处充满诗意，

制。入口处，作为青芝坞标志性景观的青柳塘进行

消费档次，给村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什么有的时候，“时间是用来浪费的”。

山林味十足的幽雅胜境。这里从晋代起，便有了

了淤泥清理，重新砌筑了驳岸。塘边新建了亭廊，

改造后的青芝坞，重新完美融入了西湖风景名

村落。南宋时，就已经很有名气。《西湖游览志》

并用石板步道连结两岸。游人漫步曲桥，微风拂水

胜区的大格局中。经过几年的积累，青芝坞作为西

卷九记：“仙姑山之西，为青芝坞。有五色土杂银

而过，塘中荷叶青青，岸边垂柳依依。

湖边景中村的一张响亮名片，不仅成为杭城市民休

青芝坞建筑及池塘

青芝坞一隅

所以，何不找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来到青芝
坞一游，体验一番都市中的慢生活呢？
（文·图/周骅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青芝坞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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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龙井茶的“守望者”
——记西湖龙井茶炒制大师戚国伟
The Watchman Of West Lake Longjing Tea
The Master Qi Guowei Of West Lake Longjing Tea Fried Skill
张娟 章丹峰 / Zhang Juan Zhang Danfeng

茶孰优孰劣，他都要亲临现场把好质量关，一抓一

产，共同打造贡牌西湖龙井文化茗茶。目前“文人

看之间，就能分辨出龙井茶叶的等级好坏，此等功

雅士、名器尊享、雅致人生和金石典藏”四款文化

夫不是平常人能做得到的。从龙井茶的收购、加工、

茶品正在研发中，预计很快就会上市。

检测、贮藏、运输等各个环节，戚国伟不知道操了多
少的心，付出了常人难以体会的艰辛劳动。

在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戚国伟非
常清醒地认识到，西湖龙井容不得出现半点纰漏，

凭借过硬的技能，他参与制定了西湖龙井茶的

一旦出现茶叶安全问题，倒下的不仅仅是他所创办

多项标准。为了西湖龙井茶原产地的保护，提高西

的一家企业，极有可能是整个西湖龙井的产业和

湖龙井茶品牌影响力，他奔走呼吁，实地考察，为

“西湖龙井”的品牌，所以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为

龙井茶的宣传推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提起往

了确保茶叶质量，以前采用200斤为单位进行检测，

初夏的西湖，到处洋溢着生机和活力。在翁家山

开放以后，戚国伟是龙井村生产队最年轻的队长，

事，即使过去了那么多年，戚国伟对亲历过的人和

而现在，公司开始以20斤为单位进行检测，虽然成

西北麓，龙井村一带，有大片大片的茶园吸引着我们

牵头筹建了乡镇企业“杭州西湖龙井茶叶公司”，

事依然那样清晰，充满自豪，充满炙热的情感。

本上涨不少，质量却更有保障了。同时，工作室为

的目光，这里是龙井茶的原产地，是人们品茗问茶的

帮助茶农推销茶叶。2013年、2014年，浙江省、杭

绝佳处。在这里，我们有幸采访了西湖龙井茶炒制技

州市政府非常支持龙井茶原产地的保护工作，先后

能大师戚国伟，听他讲述龙井茶香背后的故事。

成立省市两级“戚国伟技能大师工作室”，这是浙

确保产区茶叶质量安全水平符合规定要求，采取派

2 大师匠心显真功

员进村的培训方法，分别在2，4月份为各村茶农开

成立戚国伟技能大师工作室，旨在传承龙井茶

展无公害茶园栽培技术指导，提升了茶区无公害技

传统手工炒制技艺，通过以师带徒方式，推广手

术标准化水平。还协助茶叶管理部门做好基地投入

提起龙井茶，眼前的大师立马神采飞扬，打开了

工炒制工艺，保护西湖龙井茶特有的历史品质和

品管控工作。集中负责茶肥采购，并按要求发放到

日本小川完二曾说，传统是需要很长时间慢慢

话匣子。他思维敏捷，记忆惊人，对西湖龙井茶史

文化。戚国伟积极发挥领头羊的作用，通过技能攻

各村、各户，提高西湖龙井茶质量安全水平。

建造起来的，就算是很小的一步，也会在历史上留

变迁了然于心。“过去所称的龙井茶，一直产于杭州

关、技术交流等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传授龙井

下确实的痕迹。若用在戚国伟传统手工炒茶技艺

狮峰、龙井、云栖、虎跑一带，已有 1200 年的历史。

茶传统手工炒制技艺，不断培养龙井茶炒制技能人

上，亦很恰当。

解放后新增梅家坞“梅”字号 ，90 年代扩大了龙井

才，充分发挥工作室在龙井茶炒制技艺培训推广方

戚国伟是一位真正的茶叶匠人，但他能在这一

戚国伟是土生土长的杭州龙井村人，家族世世

茶的范围，但也暴露出不少弊端，主要是品牌认识比

面的引领作用。戚国伟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共同学

行业中脱颖而出，成为楚翘者，其决定性的能力来

代代在此种茶、炒茶， 是戚氏茶业传人之一。改革

较混乱，市场上龙井茶质量良莠不齐；2001 年借鉴

习、研究，解决茶叶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吸

自于他的思考力和敢为人先的精神。

欧盟协定，成立了国家原产地保护委员会，这对龙井

收、锻炼、培养一批批新炒茶能手。

江省唯一一个以炒茶技能入选的大师工作室。

1 茶人话茶露真情

茶原产地的保护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戚国伟一生的追求是和西湖龙井茶紧紧维系在
一起的，躬身事茶50多年，是真正懂龙井茶之人。

戚国伟父子俩在探讨手工炒茶技艺

3 筹谋发展孕新篇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西湖龙井茶传承与发展一直

为进一步传承传统手工炒制技艺，使手工炒茶

是戚国伟在思考的问题，“目前我们已经把龙井茶传

后继有人，西湖龙井品质得以保持，西湖龙井品牌

统的营销模式扩展到电子商务领域，顺应互联网时代

得以保护。

的需求。但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他强调，作为西湖龙井茶原产地一定有独特的气候

戚国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工作室平台优势，

品牌建设已刻不容缓。目前整个龙井茶市场品牌混

环境和土壤，茶树龄需达到50年以上，它必须有着

以茶为媒，在各领域、各层次积极开展技艺比武、

杂，鱼目混珠，使西湖龙井核心产区品牌竞争力呈下

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有长盛不衰的品牌知名度和

文化交流和品牌展示活动，极大地提高了茶区茶

降趋势，为了保持正宗西湖龙井茶品牌形象，增强市

优良的品质，有成熟完备的手工炒制技术，有严格

农的炒制水平、质量安全水平和西湖龙井茶品牌

场竞争力，我们已在贡牌西湖龙井茶的基础上，推

的检测检验制度保证。

美誉度。如参与协助2016年炒茶比赛，邀请历史上

出西湖龙井的精品‘狮峰龙井’品名，它出自于西

1996 年开始，西湖龙井茶被指定为国宾礼仪之

“狮、龙、云、虎、梅”不同产地的炒茶能手一起

湖核心产区，品质上乘，经得起市场的检验”。

茶，赠送过许多国家领导人，至今已 30 年，留下许

切磋炒制技艺，通过比武的形式进行传统手工技艺

西湖龙井，是西湖文化景观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多佳话美誉。戚国伟是西湖龙井茶品质的主要把关

的交流与学习，大大提高了炒制人员的炒制水平。

分，在戚国伟大师心目中，它承载着一种使命感和责

者，他既感受到无尚的荣耀，也担负着沉甸甸的责

为了保护传承西湖龙井茶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西

任感，一定要为西湖自己的家乡多做一些事情，守护

任。每年开春，正是收茶时节，在狮、龙、云、虎、

湖龙井茶品的文化性，戚国伟技能大师工作室同

好西湖龙井这块品牌，传承下去，并为之不懈的追求。

梅 5 个村子里都可以看见他忙碌的的身影，对于龙井

西泠印社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寓艺于茶，限量生

（图片由戚国伟提供）

杭州市夏季主要园林植物病虫害发生特点及防治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Main Diseases And Pests On
Landscape Plants In Summer Of Hangzho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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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于 炜 刘 锦 / Yu Wei Liu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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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diseases and pests is the main reason of restricting its normal growth and landscaping.
Generally occurrence of diseases and pests in Hangzhou is more severe in early summer and less severe in midsummer. This article expounded the varieties, symptoms, occurring patterns of the main diseases and pests on
landscape plants in summer of Hangzhou, thereafter, put forward releva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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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Hangzhou、Landscape Plants、Summer、Diseases and Pests、Prevention and Control

表1 夏季危害较重的蝽

杭州的夏季一般指6-8月，通常初夏时众多害

nashi、杜鹃冠网蝽Stephanitis pyriodes、樟颈曼盲

虫经过一个春季的生长繁殖，已积累了一定的数

蝽Mansoniella cinnamomi等（见表1）。上述3种网

量，加上气温合适，往往发展较快，易形成发生

蝽均以成虫、若虫在叶背面刺吸为害，发生严重时

高峰期造成大爆发。而梅雨期高温高湿的条件非

造成整片叶片正面全部失绿，叶背面布满黑褐色排

常有利于各类病害的发生和蔓延。进入盛夏后，

泄物及脱下的皮，使植物长势衰弱，提早落叶。樟

受到持续高温的影响，病虫害的发生逐步回落，施

种类

寄主

发生世代

开始活动
（孵化）时间

为害高峰期

越冬虫态

越冬时间

悬铃木方
翅网蝽

悬铃木

5

4月中旬

6月中下旬至7月中旬；
8月中下旬

成虫

11月中旬

梨冠网蝽

梨、桃、海
棠、樱花等

3-5

4月上中旬

7月至8月

成虫

10月下旬

杜鹃冠网蝽

杜鹃花

4-6

4月

6月至8月

成虫

10月下旬

樟颈曼盲蝽

香樟

6-7

3月下旬

7月至9月

卵

12月上中旬

表2 夏季危害较重的蚜虫
种类

寄主

发生世代

开始活动
（孵化）时间

为害高峰期

越冬虫态

越冬时间

颈曼盲蝽以成虫、若虫在叶背面刺吸为害，在叶片

绣线菊蚜

绣线菊、桃、
樱花、海棠等

10余

3月至4月

6月至7月

卵

11月

药时应适当降低药剂浓度，避免药害，同时还要注

两面形成褐色斑及黑色小点，其卵大多产于叶柄背

紫藤蚜

紫藤

7-8

5月

6月

卵

11月

意抗旱、防灼伤，以提高植物自身抗性。近年来，

面，少数产于叶脉及嫩梢上，极易造成受害植株大

月季长管蚜

月季、蔷薇等

10余

3月

5月至6月

成、若蚜

11月

笔者对杭州夏季园林植物病虫害的发生情况进行了

量落叶，导致植株生长衰弱。

紫薇长斑蚜

紫薇

10余

5月

6月至7月

卵

11月

调查，现将主要病虫害的种类及防治方法归纳整理

1.1.2 蚜虫类

如下。

蚜虫主要以成、若蚜群集于新梢、新叶以及花
蕾上刺吸为害，造成嫩梢、嫩叶畸形，花蕾无法

Macrosiphum rosirvorum 、紫薇长斑蚜 Tinocallis

质介壳，因此若虫孵化期是防治介壳虫最关键的时

1 主要害虫及防治

正常开放，同时分泌大量的蜜露，诱发煤污病。总

kahawaluokalani 等（见表2）。

期。大部分介壳虫都在春末夏初孵化，所以初夏必须

1.1 刺吸式害虫

体而言夏季蚜虫的发生较春季轻，尤其是7月后的

1.1.3 介壳虫类

对介壳虫的孵化情况进行检查，尤其要注意扶桑绵

1.1.1 蝽类

高温天气对其发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在初夏仍

介壳虫以若虫和雌成虫群集固定于枝干、叶片上

粉蚧 Phenacoccus solenopsis、紫薇绒蚧 Eriococcus

杭州夏季发生较重的蝽类主要有：悬铃木方

需注意以下几种蚜虫：绣线菊蚜 Aphis citricola 、

刺吸为害，严重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并诱发煤污

lagerostroemiae、红蜡蚧 Ceroplastes rubens、日本

翅网蝽 Corythucha ciliata 、梨冠网蝽 Stephanitis

紫藤蚜 Aulacophoroides hoffmanni 、月季长管蚜

病。由于介壳虫在生长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一个蜡

龟蜡蚧 Ceroplastes japonica 等（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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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病虫害是影响植物正常生长和景观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杭州夏季病虫害的发生总体而言初夏较
重，盛夏较轻。本文主要介绍了杭州夏季园林植物主要病虫害的种类、特征、发生规律及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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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3 夏季危害较重的介壳虫

9

10

11

12

14

15

发生世代

开始活动
（孵化）时间

孵化
高峰期

越冬虫态

越冬时间

扶桑绵粉蚧

大花马齿苋、扶桑等

10余

5月

7月至9月

卵、若虫、成虫

11月

紫薇绒蚧

紫薇、石榴

2-4

4月中下旬

6月

若虫、雌成虫

11月

红蜡蚧

害樟、雪松、枸骨、
桔、山茶、大叶黄杨等

1

4月中下旬

6月

受精雌成虫

10月至11月

1

3月

6月

受精雌成虫

10月至11月

悬铃木、紫薇、兰、梅、
月季、海棠、黄杨、
日本龟蜡蚧
桂花、珊瑚树、夹竹桃、
广玉兰、海桐等

16

表4 夏季危害较重的木虱

17

18

19

20

9_扶桑绵粉蚧

13_黑刺粉虱

17_桃一点斑叶蝉

10_红蜡蚧

14_ 合欢羞木虱

18_ 小绿叶蝉

11_日本龟蜡蚧

15_青桐木虱

19_ 茶黄蓟马

12_紫薇绒蚧

16_黑尾大叶蝉

20_红带网纹蓟马

种类

寄主

发生世代

开始活动
（孵化）时间

为害高峰期

越冬虫态

越冬时间

合欢羞木虱

合欢

4

4月

5月中下旬至9月

成虫

11月

青桐木虱

青桐

3

4月

5月至6月、8月至9月

卵

10月

表5 夏季危害较重的叶蝉
种类

1.1.4 粉虱类

现白色小斑点，发生严重时整叶发白并提早落叶。

寄主

发生世代

开始活动
（孵化）时间

为害
高峰期

越冬虫态

越冬时间

1

4月

7月至8月

成虫

11月

黑尾大叶蝉 八仙花、山茶、樱花、月季等

粉虱中以黑刺粉虱Aleurocanthus spiniferus在夏

高温干旱有利于叶蝉的发生，在少雨的夏季往往

小绿叶蝉

茶、山茶、桃、李、梅花等

10

3月中旬

6月至9月

成虫

11月

季发生最为普遍，主要为害香樟、柑橘、月季、山

容易爆发，尤其需要注意黑尾大叶蝉 Bothrogonia

桃一点斑叶蝉

桃、梅、红叶李、樱花等

10余

3月

7月至9月

成、若虫

11月

茶等植物。一年发生4-5代，世代重叠，以2-3龄若

ferruginea、小绿叶蝉Empoasca vitis、桃一点斑叶

虫在寄主叶片背面越冬。翌年4月羽化，4月下旬、5

蝉Erythroneura sudra等（见表5）。

月下旬、8-9月为若虫发生高峰期。2龄若虫的足退

1.1.7 蓟马类

化，蜕皮后就固定在叶片背面刺吸为害，成虫喜群

蓟马以成虫、若虫于叶片背面锉吸为害，受害

表6

夏季危害较重的蓟马
种类

寄主

发生世代

开始活动
（孵化）时间

为害高峰期

越冬虫态

越冬时间

集在嫩梢、新叶背面活动。

叶片正面失绿，易萎蔫下垂，严重时叶片枯黄掉

1.1.5 木虱类

落。夏季需要注意的有茶黄蓟马Scirtothrips dorsalis

茶黄蓟马

银杏、荷花、茶等

4

4月

6月至8月

蛹

10月

木虱以成虫、若虫群集于嫩梢、新叶背面以及

和红带网纹蓟马 Selenothrips rubrocinctus （见表

红带网纹蓟马

6-8

5月

7月下旬至8月

成虫

11月

花序上刺吸为害，造成叶片正面发白，有些种类如

6），其中红带网纹蓟马的若虫在活动时腹部末端常

珊瑚树、火棘、蔷薇、
杜鹃花、海棠等

合欢羞木虱 Acizzia jamatonica 易造成受害植株落

上举，并附有一珠状排泄物，被害叶片背面有大量

叶，严重影响植物生长。此外，木虱若虫分泌的

黑色排泄污点。

蜡丝能诱发煤污病，还会掉落至地上影响周边环境

1.1.8 叶螨类

卫生。入夏后合欢羞木虱、青桐木虱 Thysanogyna

种类

寄主

发生世代

开始活动
（孵化）时间

为害高峰期

越冬虫态

越冬时间

柑橘全爪螨

柑橘、蔷薇、桂花等

10余

3月

4月下旬至6月、
9月至10月

卵、成螨

12月

Panonychus citri、红花酢浆草岩螨 Petrobia harti 以

红花酢浆草岩螨

红花酢浆草

10余

4月

6月至8月

雌螨

11月

及石榴小爪螨 Oligonychus punicae 等（见表 7）。

石榴小爪螨

香樟、水杉、石榴等

10余

4月

7月至8月

卵

12月

叶螨在叶片正反面刺吸为害，被害叶片正面产生

limbata等（见表4）将进入为害高发期。

黄白色褪绿小点，严重时整张叶片苍白。高温干旱

1.1.6 叶蝉类

有利于叶螨的发生，夏季尤其需要注意柑橘全爪螨

叶蝉以成虫、若虫群集于叶片背面刺吸为害，
受惊后很快横向爬行至叶片正面，被害叶片正面出

表7 夏季危害较重的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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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1.1.9 刺吸式害虫防治方法

种类为害较重，如女贞瓢跳甲Argopistes tsekooni、

虫伤害。利用部分害虫（蚜虫、叶蝉、粉虱等）的

柳蓝叶甲 Plagiodera versicolora 、木槿沟基跳甲

趋黄性，在发生期悬挂黄色粘虫板进行诱杀。在

Sinocrepis micans等（见表8）。其中女贞瓢跳甲成

为害高峰期前（对于介壳虫应在孵化高峰期）使

虫啃食叶肉仅留下表皮，严重时被害叶片正面出现

用1.2%苦烟乳油1000-1500倍液、或10%吡虫啉可

数十个黄褐色半透明的小坑洞，幼虫潜入叶片，啃

湿性粉剂1500-2000倍液、或5%啶虫脒可湿性粉剂

食叶肉，在皮下形成曲折的蛀道。柳蓝叶甲成虫蚕

2000倍液喷雾防治，对于叶螨可使用15%哒螨灵乳

食新叶为害，初孵幼虫群集啮食叶肉，仅留下叶脉

油3000倍液、或3%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喷雾防

和表皮，后逐渐分散为害。木槿沟基跳甲主要以成

治。在发生初期人工释放异色瓢虫或加州小绥螨分

虫在叶片背面啮食叶肉为害，被害叶上表皮残留。

别防治蚜虫和叶螨。

1.2.2 蛾、蝶类

1.2 食叶类害虫

21

22

23

24

075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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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后叶甲类的发生将逐渐减少，但仍有少数

以刺蛾为代表的蛾、蝶类害虫是夏季最重要的

1.2.1 叶甲类

食叶性害虫（见表 9），但不同的种类为害特点也各

表8 夏季危害较重的叶甲
种类

寄主

发生世代

女贞瓢跳甲 女贞、金叶女贞、小叶女贞等

开始活动
为害高峰期
（孵化）时间

越冬虫态 越冬时间

3

4月下旬

5月至7月

老熟幼虫

8月

柳蓝叶甲

柳树、珊瑚树等

5-6

4月

7月至9月

成虫

10月

木槿沟基跳甲

木槿、木芙蓉等

-

5月

6月至8月

-

10月

表9 夏季危害较重的蛾、蝶
开始活动
发生世代
（孵化）时间

种类

寄主

刺蛾类

多种园林植物

2

茶蓑蛾

红叶李、十大功劳、五
针松、香樟、黄杨等

重阳木锦斑蛾

21_柑橘全爪螨

25_木槿沟基跳甲

29_橄绿瘤丛螟

33_棉大卷叶螟

22_红花酢浆草岩螨

26_ 女贞瓢跳甲

30_ 褐边绿刺蛾

34_ 曲纹紫灰蝶

23_石榴小爪螨

27_茶蓑蛾

31_ 黄杨绢野螟

35_ 丝棉木金星尺蠖

24_柳蓝叶甲

28_淡剑袭夜蛾

32_毛健夜蛾

36_斜纹夜蛾

为害高峰期

越冬虫态

越冬时间

4月至5月

7月至9月

老熟幼虫

10月

1-2

3月

7月至8月

中龄幼虫

10月

重阳木

4

4月

老熟幼虫

11月

丝棉木金
星尺蠖

丝棉木、大叶黄
杨、扶芳藤等

3-4

4月

蛹

10月下旬

斜纹夜蛾

大丽花、葱兰、石蒜、
荷花、丁香、蜀葵等

4-5

4月

7月至9月

蛹

11月

黄杨绢野螟

瓜子黄杨、雀舌黄杨等

3-4

3月

老熟幼虫

10月中旬

olivacea 以幼虫吐丝缀合嫩枝、叶作巢，在巢内取食

福寿螺Pomacea canaliculata属于外来入侵的有

橄绿瘤丛螟

香樟

2

5月中下旬

老熟幼虫

10月

叶肉为害；棉大卷叶螟 Sylepta derogata 以幼虫吐丝

害生物，繁殖快，食性杂，食量大，喜食鲜嫩多汁

棉大卷叶螟

木芙蓉、木槿、梧桐等

3-5

4月

5月至8月
6月、8月
至9月
6月至8月

老熟幼虫

11月

将叶片卷成筒状，在筒内蚕食叶片为害；淡剑袭夜蛾

的水生植物。3月至4月当水温升至12℃时活动能够

淡剑袭夜蛾

高羊茅、早熟禾、
黑麦草等

4

4月

7月至9月

Spodoptera depravata 以幼虫取食草坪草的叶片和根

明显加强，水温升至18℃左右时开始产卵，5月至8

茎，造成草坪斑秃；毛健夜蛾 Brithys crini 的初孵幼

月为繁殖盛期。卵鲜粉红色，排列整齐，多产于水

毛健夜蛾

葱兰、石蒜

3-4

4月下旬

7月下旬至8月

蛹

11月下旬

虫有钻蛀习性，往往钻入寄主叶肉、花梗内蛀食为

面以上的干燥物体或植株上。

曲纹紫灰蝶

苏铁

6-7

5月中下旬

6月至10月

蛹

12月

害，3 龄后钻出花梗或叶肉，在外取食花蕾或叶片。

1.2.5 食叶类害虫防治方法

6月中下旬
至9月中旬
5月中下旬、
6月中下旬至
7月上中旬

老熟幼虫、蛹 10月下旬

不相同，其中大部分蛾、蝶类害虫如扁刺蛾 Thosea

1.2.3叶蜂类

sinenisis、丽绿刺蛾 Latoia lepida、桑褐刺蛾 Setora

叶蜂主要以幼虫啃食叶片为害，食量较大，发

postornata、 茶 蓑 蛾 Clania minuscula、 重 阳 木 锦

生严重时大量叶片可在短时间内被食尽。夏季需要

斑 蛾 Histia rhodope、 丝 棉 木 金 星 尺 蠖 Calospilos

注意的叶蜂有榆三节叶蜂Arge captiva、蔷薇三节叶

suspecta、 斜 纹 夜 蛾 Prodenia litura、 曲 纹 紫 灰 蝶

蜂Arge pagana、杜鹃三节叶蜂Arge similis、浙江黑

Chilades pandava 以 幼 虫 蚕 食 叶 片 为 害； 黄 杨 绢

松叶蜂Nesodiprion zhejiangensis等（见表10）。

野螟 Diaphania perspectalis、橄绿瘤丛螟 Orthaga

1.2.4 其他食叶害虫

夏季是天牛羽化、产卵、初孵幼虫为害高峰期，是

甲、蛾类、叶蜂的低龄幼虫群集为害的特点，可人

防治天牛的关键时期，需要重点关注的有：星天牛

工摘取带虫枝叶或虫苞；利用大部分蛾类成虫的趋

Anoplophora chinensis、光肩星天牛Anoplophora

光性，使用黑光灯诱杀成虫；根据产卵习性不同，

glabripennis、桃红颈天牛Aromia bungii、松褐天牛

人工摘除带卵叶片、枝条或用钝物敲击产在树干等

Monochamus alternatus等（见表11）。

其他物体上的卵；根据结茧化蛹习性不同，以蛹在

1.3.3 蛀干类害虫防治方法

土层中越冬的，于冬季深翻土地、挖除虫茧，以老

37

38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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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害虫的不同习性开展防治：利用部分叶

防治白蚁应及时疏除枯枝和过密的枝条，保证通
风、透光。对植株的伤口或锯口要及时涂抹保护剂，

摘除虫蛹。及时掌握虫情，在低龄幼虫发生期使用

防止白蚁从伤口入侵为害。在白蚁分群时使用黑光灯

无公害药剂进行防治：对于叶甲、叶蜂可使用1.2%

诱杀有翅繁殖蚁。在白蚁为害高峰前，使用 20% 吡

苦烟乳油1000倍液、或1甲维盐微乳剂% 1000-2000

虫啉可溶性液剂 20-40 倍液喷淋植株主干及周围土

倍液喷雾防治；对于潜叶性幼虫如女贞瓢跳甲可使

壤，然后再覆土，以达到趋避的效果。白蚁发生盛

用20%啶虫脒可溶性粉剂2000倍液喷雾防治；对于

期，在受害植株周围挖浅坑，于坑内埋置松枝等诱饵

蛾、蝶类可使用3%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或苏

引诱白蚁，待引诱到大量白蚁时向坑内喷施 3% 伊维

云金杆菌悬浮剂800倍液、或25%灭幼脲3号悬浮剂

菌素粉剂，使白蚁携药粉回巢，达到灭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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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45

46

47

48

2000倍液、或1%苦参碱液剂800倍液喷雾防治；对

防治天牛应提高植物多样性、配置合理性，避

于福寿螺可使用6%甲萘威四聚乙醛颗粒剂600g拌

免单纯树种成片种植。悬挂蛀干类害虫引诱剂及诱

37_重阳木锦斑蛾

41_浙江黑松叶蜂

45_蛴螬

土撒施。保护和利用天敌，如赤眼蜂、茧蜂、姬蜂

捕器，诱杀成虫。于林缘人工堆放诱木堆，引诱成

38_杜鹃三节叶蜂

42_ 黑翅土白蚁

46_ 日灼

等。

虫产卵。在天牛羽化、产卵期，于清晨人工捕捉成

39_蔷薇三节叶蜂

43_桃红颈天牛 ( 黑色型 )

47_ 白粉病

40_榆三节叶蜂

44_星天牛

48_穿孔病

1.3 蛀干类害虫

虫或根据天牛产卵部位及刻槽形状，用小锤敲击刻

1.3.1 白蚁类

槽，杀死虫卵；在幼虫尚未蛀入木质部时，用铁丝
表10 夏季危害较重的叶蜂

杭州的白蚁主要有以下4种：家白蚁Coptotermes

钩杀幼虫。成虫发生期使用绿色威雷微胶囊剂、或

formosanus、黄胸散白蚁Reticulitermes flaviceps、

噻虫啉微胶囊剂200-300倍液喷雾防治；幼虫孵化

黄翅大白蚁 Macrotermes barneyi 、黑翅土白蚁

期或幼虫尚未蛀入木质部时使用20%啶虫脒可溶性

Odontotermes formosanus，为害高峰期为6月、9月

粉剂喷雾喷洒树干防治；幼虫蛀入木质部后可使用

至10月。白蚁的寄主范围很广，以香樟、垂柳、悬

国光树体杀虫剂或20%啶虫脒可溶性粉剂30倍液打

铃木、枫香、水杉、广玉兰等家白蚁主要以工蚁蛀

孔注射防治。在幼虫活动期还可以人工释放蒲螨、

食木质部及根部为害，造成树木空洞，生长严重受

花绒寄甲、管氏肿腿蜂等来控制虫口密度。

杜鹃三节叶蜂

损；黄胸散白蚁的工蚁除蛀食树木表皮和树根外，

1.4 地下害虫

浙江黑松叶蜂

还能进一步向木质部蛀食，为害高度一般在2m以

以暗黑鳃金龟Holotrichia parallela为代表的金

下，基本集中在1m以内，受害树木生长不良易断

龟子是夏季发生最为普遍的地下害虫。通常一年发

折；黄翅大白蚁和黑翅土白蚁主要以工蚁啃食树木

生1代，主要以老熟幼虫在土层中越冬。翌年4月中

表皮及浅木质层为害，一般不蛀入木质部，受害树

下旬越冬幼虫开始化蛹，成虫发生期为6月至8月，

木的表面往往有大片蚁路，不但影响植物生长，还

其中又以7月中旬至8月中旬为盛。成虫昼伏夜出，

影响景观效果。

具假死性和趋光性，喜群集啃食寄主叶片。7月至8

种类

寄主

发生世代

开始活动
（孵化）时间

为害高峰期

越冬虫态

越冬时间

榆三节叶蜂

榆、榔榆等

2

4月至5月

7月至8月上中旬

老熟幼虫

8月下旬

3-4

4月下旬

5月至6月、8
月至10月

中龄幼虫

11月

杜鹃花

3

4月

5月、8月至9月

老熟幼虫

10月

五针松、湿地松、乔
松、马尾松、黑松等

3-4

4月

6月上中旬、7月中
下旬、9月上中旬

预蛹

11月下旬

蔷薇三节叶蜂 月季、蔷薇、玫瑰等

表11 夏季危害较重的天牛
种类

寄主

发生世代

开始活动
时间

成虫活动
高峰期

越冬虫态

越冬时间

星天牛

悬铃木、柳、榆、海桐、
紫薇、苦楝、泡桐等

1

4月

6月至7月

老熟幼虫

11月

1.3.2 天牛类

月为产卵期，7月中旬为产卵盛期，卵产于肥沃疏松

天牛成虫啃食寄主幼嫩枝梢为害，初孵幼虫蛀

的土层中。幼虫蛴螬型，食性杂，啃食多种乔木、

光肩星天牛

悬铃木、柳、杨、榆、
苦楝、枫香、槭树等

1

4月

6月至7月

老熟幼虫

11月

食皮层，后逐渐蛀入木质部为害，并向外排泄粪

灌木和草坪的根部，严重时造成灌木或草坪整片枯

桃红颈天牛

梅、桃、樱花等

2年1代

4月

7月

幼虫

11月

屑，受害部位往往有酱油状液体渗出，发生严重

死。7月中旬至10月为幼虫为害期，其中又以8月至9

时植株布满蛀道，生长受阻，甚至整株枯死。整个

月为盛期。

松褐天牛

马尾松、黑松、华山松等

1

3月

6月中旬至
7月中旬

老熟幼虫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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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幼虫在树干、枝杈上结薄茧化蛹越冬的，可人工

2016年杭州植物园露地栽培植物
受冻害情况调查分析

防治金龟子可以利用其趋光性和假死性，可使
用黑光灯诱杀或张网振落捕杀成虫。大量发生时，
可使用奥力克乳剂1500倍液、或富锐乳剂3000倍液
浇灌毒杀地下幼虫。
49

2 主要病害及防治
49_ 日本菟丝子

2.1 非侵染性病害及防治

50_炭疽病

日灼是夏季发生最为普遍的生理性病害，常发

刘 锦 王 挺 章银柯 / Liu Jin Wang Ting Zhang Yinke

生于山茶、茶梅、洒金珊瑚、金丝桃、鸡爪槭等植
前分别使用25%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25%

色的灼伤斑，甚至皱缩枯萎，严重影响到植株的正

敌立脱乳油3000倍液进行浇灌，每半月1次，连续

常营养生理和园林景观。

3-4次。

对于防治日灼首先要适地适树，不要将阴性植
物栽种于日光暴晒的地方。同时要加强养护管理，

【摘 要】2016年1月杭州遭遇极端低温天气，许多露地栽培植物遭受不同程度冻害。本文以杭州植物园内
植物为主要调查对象，对其冻害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白花满山红、福建莲座蕨及个别树势衰弱植株
受冻后死亡；龙牙花、海滨木槿、常山胡柚等受冻严重，春季强修剪后树势仍较弱；香樟、三角枫、孝顺竹
等中度受冻，春季修剪后恢复良好；润楠、华杜英、瑞木等轻度受冻，春季无需人工干预萌发良好。
【关键词】杭州；极寒天气；露地栽培植物；冻害；抗寒能力

3 主要寄生性种子植物及防治

勤浇水或喷雾，提高植株的抗日灼力。此外，在夏

日本菟丝子 Cuscuta japonica 是夏季发生最严重

Abstract: In January 2016, Hangzhou experienced extremely cold weather, many outdoor cultivated plants suffered

季高温干旱季节要有重点地设置遮阴棚，以防过分

的寄生性种子植物，可寄生杜鹃花、山茶、木槿等多

investigated for their freezing inju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Rhododendron mariesii，Angiopteris fokiensis and

日光直晒。

种园林植物，发生严重时成片发生，不但影响植物的

some weak plants were died after the cold weather；Erythrina corallodendron，Hibiscus hamabo，Citrus aurantium

2.2 侵染性病害及防治

生长还严重影响园林景观。每年 5 月开始萌发，7 月

夏季侵染性病害的发生总体来说是先重后轻：

至 8 月是为害高峰期，8 月下旬后即开花结子。防治

梅雨季合适的温度和湿度给各类病害的发生和蔓延

菟丝子应注意日常巡查，一旦发现，马上清除销毁或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进入盛夏后在高温干旱的气候

在为害初期喷施真菌生物制剂如鲁保 1 号进行防治。

from varying degrees of damage. Plants in Hangzhou Botanical Garden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have been

'Changshanhuyou' and etc. were severely injuried; Cinnamomum camphora，Acer buergerianum，Bambusa multiplex
and etc. were moderately injuried ；Phoebe bournei，Elaeocarpus chinensis，Corylopsis multiflora and etc. were
mildly injuried.
Key words: Hangzhou；extremely cold weather; outdoor cultivated plants; freezing injury; cold resistance

条件下，不利于病害的侵染和蔓延。夏季常发的侵
染性病害有：十大功劳、紫薇、月季、木芙蓉等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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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染性病害的防治要以防为主，在梅雨或发病

2016年1月杭州遭遇30年一遇的极寒天气，城

大陆冷性高压控制，盛行偏北风，是其全年中最寒

区最低气温达-10℃，接近杭州历史极值，受此影

冷、最干燥的月份，月平均气温3-8℃，最低温一

响，杭州植物园许多原本可以露地栽培安全过冬的

般在-3—-5℃[1]。2016年1月23-25日杭州连续3d最

植物遭受不同程度的冻害。为更好地掌握植物受冻

低温在-8—-10℃[2]。杭州植物园位于杭州市西湖区

情况，了解受冻植物种类，我园组织专业人员历时

桃源岭，核心位置北纬30°15′，东经120°07′，

前喷施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700-800倍液、或

【作者介绍】

半年对全园区域，特别是植物分类区、各专类园区

这里植物茂密依山临湖，在2016年1月的极端天气中

1%半量式波尔多液、或75%百菌清500倍液进行预

于炜，男，杭州人，杭州植物园（杭州市园林科学研究院），高级工

露地栽培植物进行了受冻及其恢复情况的观测，以

最低气温更是达到-11—-12℃。

防，并结合修剪，及时剪除病叶并集中销毁。在

程师，从事园林植物保护方面的研究。

期为日后园林养护及更加合理地开展引种工作，提

病害发生期，针对不同的病原使用70%甲基托布津

刘锦，女，安徽亳州人，杭州植物园（杭州市园林科学研究院），工

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各景区兄弟单位及城区绿化

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或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
3000倍液、或25%嘧菌酯悬浮液2000-3000倍喷雾防
治，每隔7-10天喷施1次，连续喷施3-4次。对于合
欢枯萎病和白绢病，可在植物生长季节未出现症状

程师，从事园林植物保护方面的研究。

管理部门在物种选择及布置方面提供参考。

王恩，男，浙江海宁人，杭州植物园（杭州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教
授级工程师，从事园林植物保护方面的研究。
吴纪杭，男，本科，助理工程师，杭州植物园（杭州市园林科学研究
院），主要研究方向：风景园林。

2 调查范围及时间
本次调查对象为杭州植物园所辖范围内的全部
露地栽培植物，尤其以物种丰富的分类区及各专类

1 极寒天气概况
杭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亚热带北缘，1月受极地

园为主。调查包括我园日常养护中冬季按惯例做防
寒保温措施的任木、龙牙花、蒲葵、丝葵、福建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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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上。高温干旱有利于该病的发生，受害植物的叶
面组织容易被破坏，产生灰白色、黄白色乃至黄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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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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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Freezing Injury Of The Outdoor Cultivated
Plants In Hangzhou Botanical Garden Of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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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轻度冻害植物受害状 :

表1

15

16
部分中度冻害植物受害状 :

1_猴欢喜

3_绿冬青

5_蒲葵

7_硕苞蔷薇

9_大叶桂樱

11_红豆树

13_刨花楠

15_香樟

2_华杜英

4_闽楠

6_瑞木

8_杨梅

10_肥吉果

12_浓香茉莉

14_三角枫

16_孝顺竹

杭州植物园植物冻害分级及划分方法
冻害等级

受冻症状

座蕨（草本）、温郁金（草本）6个物种。以及为

有3种木本植物遭受不同程度冻害，2种草本植物遇

轻度冻害

部分叶片受冻后变色、枯萎或卷曲，春季新叶萌发良好，生长正常。

应对极端天气临时采取保温措施的17种物种，其中

冻害后死亡。具体受冻情况见表2—表5。

中度冻害

地上部分叶片大面积或全部枯萎、死亡，部分枝条受冻后死亡，
但多数枝条春季新叶萌发良好，枯死枝条经修剪后，整株整体生长正常。

包括大叶金腰、岩白菜、柏拉木、长蕊万寿竹、深

严重冻害

严重受冻木本植物主要表现为地上部分整株枝、
叶枯萎死亡，春季仅主干及根部有新叶萌发，长势趋弱。

菍等抗寒性较差的草本植物和园区重点保护的21株

2016年1月的极寒天气给我园植物生长带来了

极度冻害

整株死亡

古树名木（含香樟、青冈、苦槠、枫香、糙叶树、

严峻挑战，一些原本可以在杭州露地栽培种植的植

北美红杉）。保温措施主要包括搭建小型塑料保温

物，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冻害。轻度受害植物受冻

棚，主干包裹草绳、草毯等。

后恢复良好，不需要人为干预；中度受害植物则在

表2

2016年杭州植物园轻度受冻植物一览表
备注

裂竹根七、虎舌红、展毛野牡丹、沿海紫金牛、地

5 结果分析

调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低温极寒天

春季需根据其受害及恢复情况进行修剪，以帮助其

气发生后确定受害物种种类及受害症状，时间集中

恢复树形及减少安全隐患；对于重度受害的植物，

在2016年2月上中旬；第二阶段是调查受冻后植株的

则应加强观察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枯死枝条可

恢复情况，确定受害等级，时间集中在2016年4月下

及时修剪，主干则应根据其受害程度及恢复情况逐

旬至5月下旬。

步修剪，以帮助其更好地萌发，避免对主干修剪过

序号

植物名称

拉丁名

性状

受冻情况

1

闽楠

Phoebe bournei

木本

部分叶片顶端及边缘枯黄

2

华杜英

Elaeocarpus chinensis

木本

叶片顶端变色

3

瑞木

Corylopsis multiflora

木本

部分叶片变色边缘卷曲

4

猴欢喜

Sloanea sinensis

木本

部分叶片端部枯黄卷曲

5

黑壳楠

Lindera megaphylla

木本

部分叶片枯黄

6

女贞

Ligustrum lucidum

木本

部分叶片枯黄

7

山玉兰

Lirianthe delavayi

木本

部分叶片枯黄

在杭州遭遇极寒天气后，我园组织专业人员对

8

杜英

Elaeocarpus decipiens

木本

部分叶片枯黄

全园植物进行逐一排查，确定受害植株，记录受害

9

金桔

Citrus japonica

木本

部分叶片枯黄

状况，并定期观测其受冻后的春季萌发情况。根据

对植物而言抗低温能力具有不稳定性，同时，

10

绿冬青

Ilex viridis

木本

部分叶片枯黄

植物受冻症状及其春季萌芽恢复情况，制定杭州植

其表现是多方面的，由诸多环节构成，并随时间、

11

华东楠

Machilus leptophylla

木本

部分叶片枯黄

物园植物冻害分级及划分方法[3,4]，具体见表1。

温度、光周期、含水量、发育时期、营养状况、基

12

细柄阿丁枫

Altingia gracilipes

木本

部分叶片枯黄

13

香叶树

Lindera communis

木本

部分叶片枯黄

14

杨梅

Myrica rubra

木本

叶片不同程度枯黄

15

硕苞蔷薇

Rosa bracteata

木本

嫩叶枯死、老叶端部枯黄

16

蒲葵

Livistona chinensis

木本

叶顶端枯黄

度。部分受害严重的物种，如任木，建润楠等还发

3 调查方法

现小蠹虫等次期性害虫的为害，发现此类害虫应尽
快处理被为害的枯死、衰弱枝干，以减少虫源，并
梳理周边环境以增强其树势。

因型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改变 [5]。分析本次极寒天气

4 调查结果

小型塑料棚保温

我园受冻植物的种类后发现，芸香科植物抗极寒天

经调查，我园未做防寒保温处理的露地栽培植

气的能力普遍较弱，除金桔外，常山胡柚、酸橙、

物中，共有40种植物遭受不同程度的冻害，其中3种

甜橙、椿叶花椒等，均遭受严重冻害。受冻植物中

死亡。在有防寒保温措施的23种露地栽培植物中，

还有一类为原产南方的植物，虽经多年驯化，其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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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6年杭州植物园中度受冻植物一览表

序号 植物名称

性状

受冻情况

备注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

木本

叶片大面积枯死，部分枝条枯死

2

三角枫

Acer buergerianum

木本

叶片大面积枯死，部分枝条枯死

3

大叶桂樱

Laurocerasus zippeliana

木本

叶片大面积枯死，部分枝条枯死

4

肥吉果

Acca sellowiana

木本

叶片大面积枯死，部分枝条枯死

5

红豆树

Ormosia hosiei

木本

叶片大面积枯死，部分枝条枯死

6

刨花楠

Machilus pauhoi

木本

叶片大面积枯死，部分枝条枯死

7

凤尾竹

Bambusa multiplex 'Fernleaf'

木本

叶片大面积枯黄，部分枝干枯死

8

孝顺竹

Bambusa multiplex

木本

叶片大面积枯黄，部分枝干枯死

9

琴丝竹

Bambusa multiplex f. alphonse

木本

叶片大面积枯黄，部分枝干枯死

10

苏铁

Cycas revoluta

木本

地上部分叶片枯黄

11

浓香茉莉

Jasminum odoratissimum

木本

地上部分叶片及嫩枝枯黄

表4

083

17

18

19

20
部分重度冻伤在植物受害状及其春季萌发情况 :
17_笔罗子

19_红叶树

18_常山胡柚

20_建润楠

2016年杭州植物园严重受冻植物一览表

序号 植物名称

拉丁名

性状

受冻情况

备注

1

海滨木槿

Hibiscus hamabo

木本

枝、叶全部枯死，仅主干存活

2

越南油茶

Camellia drupifera

木本

枝、叶全部枯死，仅主干存活

3

建润楠

木本

枝、叶全部枯死，仅主干存活

4

红叶树

木本

枝、叶全部枯死，仅近地面主干存活

5

任木

Machilus oreophila
Helicia
cochinchinensis
Zenia insignis

木本

枝、叶全部枯死，仅近地面主干存活

7

酸橙

Citrus×aurantium

木本

枝、叶全部枯死，仅近地面主干存活

树干覆草绳保温

[6]

8

甜橙

Citrus×sinensis

木本

枝、叶全部枯死，仅近地面主干存活

树干覆草绳保温

自身长势较弱，逆境环境加速了其衰亡，这类植物

9

笔罗子

木本

枝、叶全部枯死，仅近地面主干存活

仅个别个体死亡，但同种的其它植株未发现受冻症

10

常山胡柚

Meliosma rigida
Citrus×aurantium
'Changshanhuyou'
Citrus maxima
Erythrina
corallodendron

木本

枝、叶全部枯死，仅近地面主干存活

状，如椿叶花椒、天目木兰、虎舌红等。

11

柚

12

龙牙花

木本
木本

【参考文献】

这类植物如海滨木槿、越南油茶、凤尾竹、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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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杭州的极端低温是对露地栽培植物的一次

枝、叶全部枯死，仅近地面主干存活
地上部分全部枯死，仅根部存活

寒能力有所增强，但仍不足以应对极端低温天气，

小型塑料棚保温

考验，也为日后应对此类极端天气及物种的配置选
择提供了参考。今后的引种工作中要尊重科学规律

hangzhou/201601.html.
[3] 孙
 宜, 郭翎, 孙健雄等, 2010年春季北京市园林植物受冻害调查与分
析[J]. 现代园林, 2011（07）：56-61..
[4] 王
 亮成, 王绪斌, 谢桃结 等, 柳州市园林植物冻害调查及对策研究
[J]. 广西科学院学报, 2009, 25（1）:38-41,45.
[5] 徐
 呈祥. 提高植物抗寒性的机理研究进展[J]. 生态学报, 2012, 32
（24）：7966-7980.
[6] F
 lora of China 编委会. Flora of China, http://foc.eflora.cn.

和植物的生态习性，尽量从气候条件相似的地区
表5

2016年杭州植物园极度受冻植物一览表

序号

植物名称

1

椿叶花椒

拉丁名

3

白花满山红

4

福建莲座蕨

Zanthoxylum
ailanthoides
Yulania amoena
Rhododendron
mariesii f. albescens
Angiopteris fokiensis

5

虎舌红

Ardisia mamillata

2

天目木兰

引种，同时应加强本土树种的引种力度，以增加

【作者介绍】

物种的成活率及提高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日后

刘 锦，女，1984年生，安徽人，杭州植物园（杭州市园林科学研究

性状

受冻情况

备注

应进一步加强树木的巡查及养护管理，发现病弱

院），工程师，从事园林植物保护方面的研究。

木本

死亡

仅一株死亡

株及不利环境因素及时处理，以增强植株树势提

王挺,男,工程师,杭州植物园（杭州市园林科学研究院），主要从事植

木本

死亡

仅一株死亡

高抗逆能力；冬季对现有抗寒能力较弱的物种进
行有针对性的防寒保护处理，同时，做好应急预

木本

死亡

草本

死亡

小型塑料棚保温

寒能力强弱加大防寒保护的范围，确保植物的顺

草本

部分植株死亡

小型塑料棚保温

利越冬 [3,4]。

案，对突发的天气变化要及时应对，根据植物抗

物引种工作。
章银柯，男，高级工程师，北京林业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杭州植物
园（杭州市园林科学研究院），主要从事园林植物材料引进利用及景
观生态交叉领域的研究和实践。

注：文中照片由王挺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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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名

杭州园夺得武汉园博会城市展园评比头魁

第17届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规划设计交流会在武汉举行

Hangzhou Garden Won First Prize In City Garden Competition At Wuhan
Garden Exposition

The Seventeenth Planning And Design Symposium Of Chinese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Was Held In Wuhan

085
2016年5月12-13日，为期两天的“第17届中

景园林”的主旨报告。孟兆桢院士在半个小时的

府共同主办的国内最高水平的园林行业国际性盛

国风景园林学会规划设计交流会”在湖北省武汉

时间内侃侃而谈，通过对绍兴徐渭宅院的总体构

会。2016年5月28日，第十届中国（武汉）国际

市举办。共有71家单位、近300人参加。

思和园中各造园要素名称的解读把听众渐渐拉至

园林博览会闭幕式在湖北武汉举行，杭州西湖风

本次会议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规划设计分会

传统造园艺术的氛围里，还触类旁通地以书法、

景名胜区（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灵隐管理处（杭

和湖北省风景园林学会主办，武汉市园林建筑

篆刻、绘画、诗词、京剧等其它艺术形式为例，

州花圃）代表杭州市参展承建的杭州园，以城市

规划设计院，华中农业大学等单位承办。会议

来说明如何在园林艺术表达中做到传承与创新。

展园评比总分第一的成绩斩获大奖。杭州市人民

以“生态园林城市构建”为主题，旨在通过交流

项目交流环节中共有21家单位做了汇报。其

政府被授予“特别贡献奖”和“特别成就奖”。

全国最新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成果，促进生态园林

中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

城市建设和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行业的全面健康发

院、深圳市北林苑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院、上海

展。

市园林设计院、杭州园林设计院、苏州园林设计

武汉园博会杭州园自2013年9月18日立项以
我心相印亭

来，在杭州市委、市政府和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
会的关心和支持下，近3年时间里，西湖风景名

本次交流会由主旨报告，项目交流以及专题

院、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美术学院

了极致。该项目通过在武汉营建创新版“三潭印

研讨三部分组成。12日上午的大会主旨报告由贾

风景建筑设计院、分别以“黄果树风景名胜区总

目建设，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跨寒冬，战雨

月”景观，使得更多的人了解西湖、了解杭州。

建中主持，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兆桢先生，武汉市

体规划”“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环境修复设计”

雪，拼高温，抢进度，成功建成杭州园并如期对

杭州园让西湖文化景观特色植物首次集于一

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副院长杨念东先生，中国风

“珠海市绿色基础设施整合规划”“泉州五里桥

外开放。建成后的杭州园以西湖十景之“三潭印

园之内。植物配置以杭州特色乡土树种为主，突

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强健先生，北京北林地景规

文化公园景观设计”“湖南省长沙市洋湖湿地

月”为核心意境，通过“一堤、二湖、三潭、四

出西湖“四季花事”。园内主要植物选用西湖特

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徐波女士和华中农业大学副

生态修复设计”“园艺与自然”“浙江省风景名

亭、五桥”等景观元素，对西湖山水美学进行

色植物，即春桃、夏荷、秋桂、冬梅，并在配置

校长高翅先生分别作了题为：“传承创新，时

胜区规划实施评估导则—以东钱湖风景名胜区为

了充分诠释。通过叠山理水、架桥构亭、栽花

上着重突出夏末秋初的植物景观特色，同时花堤

不我待”、“生态当总设计师-第十届中国（武

例”“南昌绳金塔商业街区景观空间与公共艺术

植竹，成功地营造出了“三潭印月”、“我心相

上营造“一株碧桃一株柳”的景观特色。

汉）国际园林博览会生态建设实践”、“北京市

设计”为题作了精彩的汇报。

印”、“桃柳花堤”、“鱼沼秋蓉”、“竹径通

另外，杭州园还搭上“互联网+”的顺风

建设集雨型绿地的研究与实践”、“北京市城市

论坛还设置了三个分会场的专题研讨，分别

幽”、“四季花事”等特色景观。杭州园以其优

车，利用微信平台进行语音讲解和文化活动等多

绿道规划设计”以及“基于地脉和文脉特质的风

为：1、“海绵城市”中的园林设计。2、生态修

美的景观，广受社会各界好评，迄今已接待游客

项内容。在文化陈设上做足“月文化”，持续数

复研讨。3、生态园林城市建设。每个分会场都

超150万人次，成为本届园博会最受欢迎的城市

天的城市文化周活动则向游客呈现了一个“山如

各有10个相关类型的项目进行汇报，突出了本次

展园之一。

青黛水如绸”的诗意杭州。

会议有关“生态园林城市的构建”的主题。

杭州园项目设计结合杭州地域特色与场地的

杭州园以宣传杭州西湖文化为己任，不仅把

第17届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规划设计交流会的

区域特色，将“三潭印月”主要景观元素进行提

武汉园博会作为展示杭州造园最高水准的大舞

举办对进一步加强行业内部的交流与沟通，提升

炼并加以创新，将三潭石塔立于外湖，既在外景

台，更是作为传播杭州文化、推广西湖旅游的国

行业的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中国风景园林行

中延伸了杭州园的景观元素，又引景入园，将云

际化大平台。今天的杭州园，风景如画，游人如

业适应城镇化建设发展需求，提高人居环境，完

梦湖景致有效地融入杭州园。开网亭上，可远眺

织。三潭石塔矗立于楚水，犹如伫立于杭州西

善生态园林城市构建提供了经验和素材。

湖北园之“香涛阁”，园内则可欣赏长沙园之

湖，见证着杭州与武汉的深厚友谊。

“破天阁”，可谓“巧于因借”，诗情画意到

（文/潘高升 摄影/唐吉娜）

（文·图/许沧海，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
限公司）

【会议】

【活 动】

胜区灵隐管理处（杭州花圃）举全处之力付诸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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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浙江）第二届鸢尾应用研讨会在杭召开
The Second Chinese (Zhejiang) Iris Application Symposium Is Held In
Hangzhou

征稿简则

行业资讯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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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面原创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规划设计作品、专题综述、评论文章、科技新方法及国内外动态等内容。

·INDUSTRY INFORMATION

2016年5月6-7日，中国（浙江）第二届鸢

通过此次鸢尾应用研讨会，参会人员不仅学

尾应用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召开。此次研讨会主办

习和欣赏了多姿多彩的鸢尾属植物，也对鸢尾在

单位为浙江省花卉协会、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

湿地景观、花海景观、水生态景观、主题景观、

协办单位为浙江省花卉协会荷花水湿生植物分

园林景观项目中的应用和发展前景看好。

会、浙江省花卉协会庭院植物与造景研究分会，

（文·图/沈士华）

2.本刊优先发表国家级、省部级攻关项目或重点科研项目、各类基金项目所产生的重要论文。上述论文请在文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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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法，中文200字左右，独立成文）、中英文关键词（3-6个）、文章主体（包括：引言、正文、结论、备注以及致谢

承办单位为浙江嘉泰园林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
代表们在参观鸢尾文化园

区湿地生态研究所。来自国内数十个城市的农林

等）和参考文献（按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并将参考文献的序号在文中相应处顺序标出，具体著录格式参见《文
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05》）、作者或执笔者简介（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性别、籍贯、最高学历、职称

院校、园林管理部门、园林企业等相关专业人员

或职务、从事学科或研究方向，现供职单位、所在城市、邮编、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作者为两人以上的，请注明顺

150余人参加了会议。

序。如有通讯作者，请标注，并在投稿系统中详细填写通讯作者信息。

会上，大家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内容涉及

5.正文一级标题序号用1，二级用1.1，三级用1.1.1，均左顶格书写。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学名、公式、符号

鸢尾文化、分类系统、育种方法与进展、新品种

应核实无误；外文字母的文种、正斜体、大小写、上下标等应清楚注明；计量单位、符号、数字用法、专业名词术语一

保护、抗性研究、生态效益及应用等多个方面，

律采用相应的国家标准。植物应配上准确的拉丁学名。

共同探讨鸢尾的应用价值和生态效益。

6.规划设计类文稿需提供总平面图/功能分区图/植物配置图，若有鸟瞰图或效果图也请同时提供；正文中需说明

会后，代表们还前往嘉泰鸢尾文化园观摩。

是方案还是已实施项目或中标获奖情况，如已实施者需提供实景照片，CAD图请转为JPG格式。
7.投稿作者请提供以下文件：
(1)插图后的Word文档：将图片直接插入投稿文章相应处，并插入图片编号及图题。并进行Word文件内图片压缩处

【活 动】

“迎 G20 专题插花培训”顺利举办
“ Flower Arrangement Training For G20 ” Successfully Held

理（详见：Word文件内图片压缩技术处理）。
(2)提供投稿文章单张图片（JPG、TIFF格式）：请作者将投稿文章图片用Rar、Zip等压缩文件格式打包，以附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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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G20杭州峰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为

波老师结合实践经验，重点围绕国事花艺制作的

进一步提升插花技艺，普及相关插花专业知识，

场景、要点和注意事项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为

确保峰会期间宾馆、餐厅、接待厅等场所的花艺

学员现场制作了会议接见厅和U字形宴会桌的花

景观质量，本着“服务行业、共同提高”的宗

艺布置，部分宾馆学员还上台体验两位老师共同

旨，由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科学技术协会和杭州

制作的宴会插花。

市风景园林学会插花研究艺术分会联合主办的

参加本次培训的有插花分会会员、杭州市主

“迎G20专题插花培训”于2016年6月7日在杭州

要宾馆、饭店、花店、花艺从业人员共计100多

植物园报告厅隆重举行。

人。现场互动频繁，学习氛围浓郁。

来自北京的资深花艺大师王绥枝老师和李海

（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插花研究艺术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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