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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浙江农林大学园林设计院的前身——浙

江林学院园林设计室，也在杭州之隅——临安这一

江南小城悄悄成立，说其悄悄，是因为她原本就是

一个配角，催生其设立之原因是浙江林学院园林系

（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的前身）的成

立，时任院系两级领导敏锐地意识到风景园林专业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于中国风景园林事业而

言，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中国园林》创

刊、风景园林进入教育部专业目录、诸多高校恢

复或增设园林或风景园林专业、《中国大百科全书

（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出版……代表中国

风景园林发展轨迹的大事件一幕幕地展开。

陈楚文 / Chen Chuwen

不忘初心，筑境树人
——回顾浙江农林大学园林设计院建院30周年

人才培养需要设计院这样的实践平台。通过1985年

近一年的筹建，经浙江省林业厅、浙江省教育委员

会同意，经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批准发给“浙计

设证书第 331 号设计证书”，并于 1986 年正式开始运

行，是浙江省最早成立的园林专业设计院之一。

悠悠三十载，几经更名，现在的浙江农林大学

园林设计院，完成了从配角到主角的华丽转身，发

展成为了产学研一体化的现代企业实体，成为了具

备风景园林、建筑、城乡规划、市政、旅游等多项

资质的复合型设计院，拥有了200余名专业技术人

才。而至今不变的是 “道法自然、树人化境”的

初衷，在这里工作或学习过的专业技术人才多达千

余人，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为中国风景园林事

业添砖加瓦，有的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有的更

是全国著名的风景园林专家，如创院成员、时任设

计室副主任的刘茂春教授，创院成员、现任《中国

园林》杂志社社长、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秘书长金

荷仙教授，现任国家住建部风景园林专家委员会委

员、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院长包志毅

教授等；至今不变的是“道法自然、妙笔筑境”的

初心，从建院初期完成的义乌骆宾王公园，到近年

交付的杭州湘湖二期湖堤湖岸南线景观工程，到

今年建成的宁波植物园、青山湖绿道一期，载誉不

断。为此，我们特在《杭州风景园林》刊物上，辟

园林设计与研究专栏，展示我院专业技术人员的成

果，与风景园林界同行们一起分享切磋，并作建院

30周年之纪念。

展望今后三十年，不敢忘怀前辈们的嘱托，我们

依然秉承“筑境”“树人”之重任，为浙江省乃至全

国的风景园林事业竭尽所能，为了“让我们的地球家

园更美好”这一历史使命，孜孜不倦，永恒不渝。

【作者介绍】                                                                                      

陈楚文，浙江农林大学教授，浙江农林大学设计院院长。

青山湖绿道（作者供图）

Remembering Original Intention, Landscaping Environment And 
Cultivating Talent
Reviewing The 30 Anniversary Of Landscape Design Institute Of Zheji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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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而建成，往往形式各异，加上承载各种传说故

事，乡民生活，文人题咏，把一个个路亭变成了一

方方乡愁。

1.1 茶亭和风雨亭

此类亭是数量最多最常见的路亭类型，其功能

主要是给路人短暂休息或躲避风雨。浙江茶亭与风

雨亭往往采用方形或矩形的平面，建筑采用当地

民居风格，装饰简朴。面阔一般为三间，少数只有

一间或有多间，面阔多间的路亭有时候也会被叫做

“路廊”。也有的在亭旁增建小屋，供贫苦无依的

村民居住并兼当管理员。浙江茶亭与风雨亭多采用

石柱、木构架和瓦顶，大多有二面或三面墙，采用

硬山或悬山顶。这些亭的体量往往接近，但不同的

山面线条造成多样的立面变化，并与环境结合形成

特色景观。

茶亭内往往免费提供茶水、草鞋等，并成为一

种民俗。临海有“花茶亭”，每年夏季七月至九

月，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为过往路人免费烧茶至

今。茶亭往往有联，内容多以劝人向善，提醒旅途

安全为主，如绍兴继志亭“且从此处中途坐，再向

前途正路行”（图1）。风雨亭是提供短住的施助活

动场所，往往是为了方便行人暂住避雨，或者是渡

头的亭，因为风浪不能行船而暂住。平阳与瑞安水

陆交通要津的万安桥头建有著名的‘普济亭’，日

间行人避风雨，夜间供行旅投宿。而清光绪三十一

年（1905年）八月建造的瑞安飞云渡北岸的“待渡

亭”，亭联为：“少住为佳，看南浦飞云，西山雨

卷；请君快渡，趁一帆风正，两岸潮平”。

1.2 庙亭

浙江古来多民间信仰，遍布于山野水滨间的路

亭，往往会设有神龛兼有庙的功能，供奉的对象包

括后土、土地、三官大帝、关帝、城隍、财神以

及月神等。《嵊州市交通志》路亭一节记载：“亭

内石柱刻菩萨佛像、警句、妙联，谐趣横生。内塑

三清尊神者谓三官堂，塑土地公婆者谓土地堂，塑

泗洲菩萨者谓泗洲堂，意在保佑地方平安，荫庇乡

里”[1]。这些设有神龛的亭大多建于交通要冲。永

嘉表山乡石匣村有三官亭，坐落在大坑溪中一块高

约3m的大岩石上。出檐深远，建筑与环境结合形成

独特景观[2]（图2）。

2 桥之美

江南水乡河网密布，桥梁是人们日常生活必备的

设施，不同形式和跨径的桥梁星罗棋布，所谓“无桥

不成村，无桥不成路，无桥不成市。” 据清光绪癸巳

（1893 年）绘制的《绍兴府城衢路图》所示，绍兴城

市面积为 7.4km²，河流 33 条，城内有桥梁 229 座

[3]。这种密度为水城威尼斯在二次大战前桥梁密度的

45 倍，为清末苏州城内桥梁密度的 2 倍，可见古时

桥梁之盛。然而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和保护意识的匮

乏，大批古桥被拆除或改建，古桥所蕴藏的美学思

想、文化观念和艺术情趣都随之消失殆尽。

2.1 结构

桥梁作为一种建构筑物，不仅要求桥梁建造者

运用力学原理进行设计满足交通功能，还要求从审

美的角度出发，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桥梁的技

1 亭之朴

中国古代的“亭”，最初是秦汉时的基层行政

单位，汉后变为驿亭及许多小型建筑的称呼，如

绍兴兰亭、柯亭。唐代白居易著有《冷泉亭记》，

记录了余杭郡灵隐寺“虚白、候仙、观风、见山、

冷泉”五亭。明清时期建亭成为浙江景观建设的普

遍风尚，有路亭、景亭、碑亭等各种形式，数量众

多。历经时代变迁，古亭遗存已经大大减少。浙江

现存古亭绝大多数是路亭，古代陆行多采用步行方

式，路亭是道路的重要设施，有接客送客、歇脚躲

雨、施助祈祷、景观点缀等多种功能。道旁“五里

一短亭，十里一长亭”，乡野细雨和古道路亭，构

成浙江传统农村的典型形象。这些亭或在路旁俗称

为“风雨亭”或“茶亭”，或立于水边地头成为

“凉亭”和“庙亭”。因为大多是当地工匠就地取

浙江山水秀丽，花木繁茂，百姓富庶，自古以

来是我国风景园林建设最富特色的地域之一。浙江

园林以其借自然山水，巧妙布局，营造质朴并体现

自然魅力的园林景观而独树一帜。然而长期以来，苏

州城市宅园成了“江南园林”的代名词，浙江古代园

林遗构散失在民间，并在历次城乡建设中逐渐毁坏，

令人扼腕叹息。有感于此，浙江农林大学部分学子于

2006年组织了“江南风景研究室”，在“浙江传统风

景园林地域特色”的总命题下，对风景园林遗存进行

了系统的调查和研究；10年来共组织了35位研究生和

80余位本科生，调研内容包括浙江园林类型、造园要

素、造园手法等。采用文献梳理和现场考察测绘相结

合方式，整理出一批精彩案例，并将主要成果汇于

学术论文之中。现不嫌浅陋，撷取部分内容成篇，

供交流批评。

Investigation On Ancient Landscape Remains In Zhejiang Province

牛任远 王欣 / Niu Renyuan  Wang Xin

杏花春雨江南
——浙江古代风景园林遗存调查记略

【摘 要】浙江古代风景园林遗存资源众多，地域特色鲜明，蕴含了当地丰富的乡土文化。文章在对浙江古
代风景园林遗存资源进行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从亭、桥、塔、楼、假山5个方面对浙江地区园林遗存资源进
行介绍，并研究了其内在地域特色及其人文内涵，为当代风景园林保护和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浙江园林；地域特色；遗存；风景园林；园林史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resources from the ancient landscape of Zhejiang remain. This region ha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it is rich in local cultures.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Zhejiang ancient landscape 

relics resources, the landscape relics resources in Zhejiang area were introduced from 5 aspects of pavilions, bridges, 

towers, buildings and rockery. And the inherent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were also 

studied, which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landscape design and protection.

Key words: Zhejiang Landscap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Remain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Landscape history

图1  继志亭（吴玫 摄）

图2  三官亭（吴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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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力求彼此协调，相得益

彰，使之与周围环境构成诗情画意的景象。山区的

桥梁，出于因地制宜的考虑，往往选择有坚固岩石

的地方建桥；自然山石作为桥梁桥台或桥台基础，

既省工省料又稳定牢固。绍兴一带古桥石梁和石拱

相结合的长桥非常多，如柯桥区太平桥，湖塘的西

跨湖桥等，建于水面开阔的平原大河、湖口上，省

工省料，外形优美，是一种利于排水又兼顾大小船

只航行的好桥型。绍兴东湖园林吸收了民间桥梁

的优秀做法，因地制宜建成如画景观。秦桥依势而

筑，南北首各构三孔梁式平桥，中间是高高的有14

级石阶的形似满月的拱桥，虚实相连美观大方，堪

称桥中精品（图3）。霞川桥由于用地狭小，桥下

又要行船，如果用拱形石桥就会显得厚重笨拙，因

此采用薄墩板桥结构形式，轻灵简洁。两个桥墩将

湖水分成三行，成一“川”字，霞光水波，川流不

息，充满奇思妙意。

2.3 功能

古桥之美不仅仅来自作为通行设施的功能，也

不仅仅因为桥梁造型及与环境构成的“画面感”，

更美在人性场所的体验，是一种丰富多彩并有地域

特色的生活体验。桥是一个综合功能的场所，浙江

村镇的桥梁常常供人纳凉，所以有些古桥在栏板边

附设有坐凳。桥还经常与“埠”相结合，在桥头附

近设置台阶，通过它而下至水边——不仅是船停靠

之地，还可供妇女们洗菜、洗衣、淘米，使桥头周

围成为了人流聚集的场所，彰显江南水乡村镇户外

空间的生活情趣[4]。

3 塔之古

浙江的古塔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建筑特色，不仅

表现了古老悠久的佛教历史，又反映出现实中的信

仰取向和文化需求。最早有历史记载的浙江古塔是

永嘉的罗浮双塔，据永嘉《罗浮塔碑》记载：“罗浮

山，西晋乙卯年（295 年 ) 曾立浮图，至大宋元丰甲

子，得七百九十载……”由此可以推断，在约 1700

年之前，浙江就有塔的建造活动。而浙江现存的年代

最久的古塔是宁波的天宁寺塔，建于咸通四年（863

年 )，同时它也是江南地区唯一的唐塔原体（图 4）。

3.1 风水塔

风水塔有兴文运的功能，具有祈祷性和象征

性，又叫文峰塔或文笔塔。自古以来，浙江文化深

厚，根深蒂固的吴越文化使人们形成了推崇文化、

尊崇文人的心理。一个城镇或者村落较长时间不出

人才或鲜出人才，常归咎于所处地域无山体遮挡或

者是周围某处地势低等山水地形因素；而塔的顶部

形状尖锐，犹如文笔，于是就有建塔以祈祷本村镇

风水多出人才。而文峰塔的名字也甚多，计有文风

塔、文笔塔、文祥塔、文明塔、天章塔、昌文塔、

文章阁等。每座文峰塔都在塔门处施以匾额、对

联，采用石制，与塔身成一体。风水塔还具有固

形势的功能。浙江许多传统村镇依水而建，为防水

患、镇妖避邪，人们通过营造风水塔以求安康。故

在隋唐两宋有关造塔的史籍记载中经常山现“镇

江”、“镇海”、“镇潮”等字样。镇塔是人们的
图3  秦桥（乐振华 摄）

术美、艺术美、环境美和人文美必须和谐统一。桥

梁的技术美首先来自于结构选型。桥梁结构要经得

起时间的考验，表现力量、稳定和跨越能力。浙江

古桥，大多屹立百年以上仍在正常使用，现存最早的

城市桥梁绍兴八字桥已有700多年历史，充分显示了

结构的科学性。古桥结构的多样性，形成了多样的形

式美。如山区石拱桥，跨越山谷和溪流，犹如山间彩

虹，粗壮的桥台桥墩和有力的桥拱，给人以力的美

感；如水乡马蹄拱桥，桥拱轻盈高耸水面，远望如

一轮明月；如薄墩石梁桥，把桥面的宽厚稳重和桥

墩的纤细挺拔结合在一起，让人惊叹；如折边桥，

远看是圆，近看由质朴的折线构成，更便于材料的

加工和利用。形式多样的桥梁结构体现了古代工匠

的聪明才智，也构成了秀丽的水乡风景。如果说浙

江风景美在水乡，那么古桥就是水乡的眼睛。

2.2 形式

古桥除本身要求造型美观之外，建造时也充分 图4  宁波天宁寺塔（张科 摄） 图5  飞英塔（张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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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世俗化的心理表象，此种塔与宗教没有关系。

清代屈大均曾指出：“塔本浮屠氏所制, 以藏诸佛

舍利者, 即中国之坟也。华人今多建之以壮形式, 

非礼也”。最著名镇塔当属海宁市的占鳌塔，又名

镇海塔，位于盐官春熙门外海塘上，下临钱塘江，

处在天下观潮的第一胜地，占鳌之名寓镇海安澜之

意。类似的还有海盐的镇海塔、慈溪的镇峰塔等。

3.2 佛塔

佛塔中的著名案例之一是飞英塔，位于湖州市城

北。因由内石塔和外砖塔两座塔构成，故俗称“塔里

塔”。唐咸通 (873-874年 )中，僧云皎自长安得僧伽

大师所授舍利七粒及阿育王饲虎画像，归建石塔藏之。

石塔始建于唐中和四年(884年 )，成于唐乾宁元年(894

年 )，名为上乘寺“舍利石塔”。北宋开宝 (968-975年 )

中，因说有神光现于绝顶，故又作外塔笼之。据佛家

“舍利飞轮，英光普现”语取名为飞英塔。飞英塔的外

塔八面七层，为砖身木檐楼阁式塔，通高55m。飞英

塔的内塔8面 5层，为仿木楼阁式石塔。飞英塔的建

造年代久远，石雕工艺精湛，独树一帜的“塔里塔”

的构造，可谓是中国古塔界的珍品。其在历史、科学、

艺术等方面有极高的价值（图 5）。 

3.3 其他类型

在其他类型的塔中，最为人们所知的是杭州的

三潭印月石塔，据淳祐《临安志》卷十记载，北宋

苏轼守杭时，浚治西湖，曾在湖中“立小石塔三五

所”[5]。三塔当是北宋所立。南宋时被列为“西湖

十景”之一，名“三潭印月”，后塔废。明天启元

年（1621年），在岛之南新立三石塔，即今之三潭

印月三石塔。三石塔鼎立，形如瓶身中空，离水面

高约2m，周有五孔。其形制类似五轮塔，但又不

具备五轮塔的全部特征，浙江省现存古塔中仅此一

例。每值中秋月夜，塔内燃烛，塔孔蒙纸，烛光自

孔洞透出映入水面，如月倒挂湖中，故名“三潭印

月”[6]。

4 楼阁之雅致

楼阁一直以来都以其高度优势，是整个环境的

视觉中心和焦点,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高超

的智慧和技术，也体现当时人们对于精神追求的

表现。浙江古代“楼阁”既有中国传统建筑的的典

型特点，也在逐渐发展中形成了地方特色，特别是

其所具有古老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极为丰富的人文内

涵，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需要我们进

行研究和保护。

4.1 宁波天一阁

宁波天一阁创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

（1561-1566年），为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

楼，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阁。“天一”两字出

于汉朝郑玄注《易经》注释：“天一生水，地六成

之”，故取名为天一阁。其实天一阁楼的结构并无

特殊的地方，1933年北平图书馆编辑委员、故宫博

物院专门委员赵万里撰《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

中说：“细察图的建筑方式和其他宁波住宅并无多

少不同之点”。建筑外部色彩以黑、白、灰为主，

或作为轮廓线，灰白相间，很是朴素。但由于其独

特的藏书技巧，巧妙的布局，将藏书活动与优雅的

园林环境相结合，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重视。乾隆在

《文源阁记》中称天一阁“阁之间数及梁柱宽长尺

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后

来建造的皇家藏书楼文源阁、文津阁、文渊阁、文

汇阁、文澜阁、文宗阁皆仿此式样。这足以证明了

天一阁在藏书楼中的价值和特色，是传统藏书楼建

筑的典范（图6）。

4.2 嘉兴烟雨楼

嘉兴烟雨楼由中吴节度使景陵王钱元璙初建。

《十国春秋》记载：“元璙作金谷园以娱老，又

建烟雨楼于滮湖之上[7]。”嘉定年间（1209年），

当时的礼部尚书王希吕率众在五代遗址上重建烟

雨楼。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年），大臣吴潜游烟

雨楼，作词《水调歌头·题烟雨楼》：“有客抱幽

独，高立万人头。东湖千顷烟雨，占断几春秋。自

有茂林修竹，不用买花沽酒，此乐若为酬……”，

此即为“烟雨楼”名字的由来。嘉靖二十六年（1574

年），嘉兴知府赵瀛为了疏浚河道，大兴水利建

设，利用河道中的淤泥在湖之中堆成个小岛。嘉靖

二十八年（1549年）在此岛上开始兴建楼台，建筑

沿用了“烟雨楼”的旧名。此后几经修葺，清乾隆

时期，因为乾隆八下江南六次驻跸烟雨楼，不仅如

此，还令画师作南巡盛典，回去后在避暑山庄写仿

了一座“烟雨楼”。民国七年（1918年），嘉兴知府

张昌庆重建烟雨楼，在楼北置石假山，完善景观。

嘉兴南湖烟雨楼的营造史可以反映出园林创造的过

程，任何一个园林环境的创造都在其漫长的发展过

程中，得到不断改进、最后趋于完美，这是我国传

统园林和各种景观建筑群所共有的特色[8]（图7）。 

5 山石之奇巧

掇山置石是我国传统园林模山范水的重要表现

手法。浙江传统掇山置石是浙江传统园林营造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独特性，具

有鲜明地域特色。

孤置奇石比较著名的有湖州南浔“啸石”高约

3m，形态古拙雅致。啸石上面有一孔，以口贴近

吹气，会发出清啸之声，因而名“啸石”。啸石最

初为清代名臣阮元所有，石头最上边有阮元题隶书

“啸石”二字。后来啸石转于桐乡文人沈茂庭，沈

氏请当时的金石学家张廷济在阮元所题“啸石”左

下方刻了第二处题款：“是石为吾师阮相国莅浙时

鉴赏之物，今归沈君茂庭，先后石交，足称佳话。

道光乙巳张廷济题。”同治十一年（1872年）啸石

到朱瑞莹手中，四年后置于述园，亦题：“此石余

于壬申秋得自榨溪沈氏，今阅四载矣。夏间重葺小

园，因叠此以供赏玩。乙亥秋八月兰第。秀水金苏

梦侣勒。”最后为藏书家刘承幹所得，置于嘉业堂

园中[9]。

平地起山最著名的是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的

文澜阁，其所在庭院面积约525m2，如此局促的空

间中，却在中心掇叠了一座约占庭院1/2面积的假

图6  宁波天一阁（王枭勇 摄）

图7  嘉兴烟雨楼（王枭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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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文澜阁的假山以太湖石掇叠。自垂花门入，假

山巍然立于前，仅可以看到山后御座房的屋脊。山

下有洞可直达御座房，并有其余两处出口，互相联

通。有溪涧自文澜阁藏书楼南庭过御座房东蜿蜒

而至，两侧山石有迎有抱。然后从东部假山之下穿

过，到庭院东南角收头。东西两端分别设有平台，

其西台构四角攒尖之“趣亭”，其东为3m见方的

“月台”。山脊有蜿蜒的蹬道穿过石门连接东西。

游者循阶而上两侧悬崖绝壁，若立于黄山鲫鱼背，

极视线之深远，与行走在山脚崖壁间的感受形成强

烈对比。蹬道在平面和立面上均有曲折变幻，步移

景异，庭院虽小，但整体空间层次却极其丰富。

西泠印社是中国园林中少有的凿石为山的例子

（图8），同样选址在杭州孤山南麓。山顶庭院的山

水空间塑造是整个园林最精彩的部分。“文泉”和

“闲泉”两处水面构成了庭院中景，闲泉北临人工

开凿的崖壁并配有镌刻和铭文，与绍兴东湖、柯岩

等古采石场等人工崖壁所营造出的“残山剩水”的

意境颇有契合。闲泉东“规印崖”三字更是烘托了

庭院“假山”摹千丈崖壁于此的意味。同时这种手

法也极具篆刻刀法的趣味，与印社所体现的文人气

质相宜。后依山开凿小龙洞沟通崖壁南北，使整个

庭院的景观结构更完善[10]。

6 讨论

由于气候温和，文风鼎盛，江南园林曾经深刻

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园林的面貌。北方皇家园林、南

方岭南园林均有浓厚的江南文人园影响痕迹，这其

中也包含着浙江风景园林的巨大贡献。改革开放

以来，浙江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风景开发等方

面走在全国的前列，但不得不看到，浙江古代风景

园林遗存正在迅速消失，风景园林地方色彩逐渐褪

色。如何上承辉煌的历史，直面经济快速发展带来

的环境问题和居民生活需要，发展具有浙江地域特

色的风景园林，再造江南良好人居环境，是当今风

景园林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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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西泠印社的“凿石为山”（王枭勇 摄）

杭州的西湖山水在中国风景园林发展历史上有

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具有永恒的园林美学意义和长

期的研究价值。尤其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于2011年

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西湖文化景观的研究在世界

范围内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世界遗产委员会认

为，“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是文化景观的一个杰出

典范，它极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景观的美学思想，

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园林设计影响深远。”

杭州西湖以湖山胜，西湖文化景观的研究过去

多以湖为核心。而西湖山林研究相对较少，近年来

主要集中在植物景观与西湖寺庙园林研究[1]，关于

植物景观的研究如史琰的《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

山林植物景观研究》（2009）[2]，单仁红的《杭州

灵隐和虎跑梦泉山地景区植物群落调查与评价》

（2011）[3]；关于寺庙景观的研究如杨童周的《杭

州西湖汉传佛寺园林空间研究》（2015）[4]、朱静

宜的《西湖寺观园林公共性研究》（2013）[5]。西

湖山林相关的专项研究就相对不足，多为景区建设

与管理研究，如隆晓明、张军的《自然景观与人文

景观的交融——记杭州灵隐景区综合整治工程》

（2008）[6]，王川的《杭州灵隐景区“衍生”研

究》（2004）[7]。

本文探讨的对象是杭州西湖山林地中的灵隐飞

来峰，是西湖山林中北高峰和天马山之间的一座小

山，海拔167.0m。飞来峰的地理地貌十分奇特，从

地质上来说，飞来峰的岩性与两侧山体不一，为黄

龙和船山灰岩，并以后者为主。山顶为上石炭统，

山麓及山坡为中石炭统。飞来峰地区由于岩层微向

北东倾斜，节理、层理及断层发育，岩石中裂隙纵

横，所以喀斯特地貌发育较好，不仅地表发育有石

芽、溶沟，且还形成青林洞、玉乳洞、通天洞、射

旭洞等喀斯特洞穴。这些溶洞由于水的侵蚀而产

生，地壳抬升之后，便变成高悬于地下水面以上的

干溶洞。飞来峰山体瘦弱低矮，岩石裸露，峰石林

立（图1）。灵隐寺选址于飞来峰旁，众多的文化古

迹分布其中，另外还有五代以来的佛教造像遗迹。

自唐代白居易起，飞来峰便被认为是西湖山林气象

之胜，在文人心中最接近理想中的山林气象，代表

A Review Of Studies On Landscape And Culture Heritage At 
Lingyin Flying Peak In Hangzhou West Lake Scenic Area

鲍沁星 / Bao Qinxing

杭州西湖灵隐飞来峰风景园林遗产研究综述

【摘 要】灵隐飞来峰作为杭西湖第一山林，以其峰石林立、洞壑万千的独特风景著称，是世界遗产西湖文
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总结了灵隐飞来峰的在风景园林方面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探讨了其对于启发
杭州地域景观设计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具有的重要地位，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风景园林；灵隐飞来峰；杭州西湖；南宋园林

Abstract: As the best mountain of Hangzhou West Lake scenic area, the Flying Peak is famous for its ever-changing 

grotto landscape which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West Lake World Heritage. Its Heritage value of landscape was 

summarized for th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of the landscape design in Hangzhou area.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Lingyin Flying Peak; Hangzhou West Lake; Southern Song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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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深入发掘了西湖第一山林灵隐飞来峰的重要

文化遗产价值。笔者的近年来的相关研究，首次全

面归纳和整理了灵隐飞来峰的相关历史文献并开展

了相关前期研究[8-11]，择要如下：

（1）灵隐飞来峰之名来历的研究。最早见于南

朝梁陈时期著名文字学家、地理学家顾野王（公元

519-581年）所撰《舆地志》，“晋咸和元年（公

元326年），西天僧慧理，登此山叹曰：此是中天竺

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年飞来”。慧理所谓的中天

竺灵鹫山，在古印度语中又称“耆阇崛山”或“姞

栗陀罗矩吒山”，直到今日还是佛教徒去印度朝圣

的佛教圣地。东晋法显和尚所著的《佛国记》指出

这座山峰风景特点是“其山峰秀端严”。而唐代玄

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指出“孤标特起”是印

度灵鹫山一大特点，这与杭州灵隐飞来峰山体特点

多有类似。

（2）灵隐飞来峰是西湖第一山林的研究。在

图1  杭州灵隐飞来峰峰石

着西湖自然湖山山林之最，被誉为西湖第一山林。

灵隐飞来峰位于杭州市郊，是杭州历史沉淀的

重要自然文化遗存。以峰石众多、洞壑万千的独

特自然风景著称，向来因造像艺术受到学者们的

关注，而从风景园林角度看待其文化遗产价值是一

个全新的方向，鲜有人进行这方面的深究。笔者前

期通过对飞来峰峰石山洞等独特自然景观的深入探

讨，挖掘飞来峰对南宋以来叠石为山造园艺术形成

与发展的深渊影响。

笔者于2012年发表的《从杭州西湖第一山林

“风景”欣赏到南宋临安皇家“园林”的叠山写

仿——灵隐飞来峰风景园林文化遗产价值考》，开

启了“西湖第一山林”灵隐飞来峰的风景遗产和文

化景观的系统研究。随后笔者发表《南宋以来杭州

仿灵隐飞来峰造园传统及其重要影响研究》、《南

宋以来古典园林叠山中的“飞来峰”用典初探》、

《南宋临安皇家园林中的“西湖冷泉”写仿现象探

图2  天竺石“青莲朵”

唐代，被誉为中国第一位文人造园家的白居易，曾

有千古名篇《冷泉亭记》，曾赞冷泉亭前的灵隐

飞来峰风景为东南山水第一：“东南山水，余杭郡

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

甲”，在白居易的眼中，东南地区的山水杭州最

胜，而在杭州山水中观冷泉、飞来峰为第一。这里

“高不倍寻，广不累丈”，却集中了最奇丽的景

色，以至“地搜胜概，物无遁形”。后世文人赞美

灵隐飞来峰，赞其为 “西湖第一山林”。飞来峰在

文人心中是“飞来”的，在文学上创造了其独特的

意境。天竺僧慧理开山之后，对灵隐飞来峰的描写

和赞美更是成为了众多文学作品的主题。如明代文

人袁宏道称“湖上诸峰，当以飞来为第一”；明末

清初文人邵长蘅在《飞来峰记》也指出：“武林诸

山，以峰名者百数，飞来峰最奇。峰之奇，以石、

以岩洞”。清代孙治在《灵隐寺志》中描述飞来

峰：“此峰中空外奇，玲珑磊块…其从西天飞来无

疑，洵武林山之第一峰也”。

（3）灵隐飞来峰风景遗产的研究。灵隐飞来峰

仅高100多m，虽小却闻名海内。其岩石裸露、峰石

林立、洞壑万千，如同平地飞来了一整座石头山。

遍访名山的徐霞客来到这里，对飞来峰的山体形态

也十分惊奇，称之为“此峰尽骨露，石皆嵌空玲

珑”。《武林灵隐志》称：“其石有窍有罅，有筋

有棱……下本浅土，势若悬浮，横竖反侧，非人思

想之所得及”，把飞来峰作为一座平地石头山的特

点透彻淋漓的表现出来，势若悬浮，如飞来之势。

灵隐飞来峰在古代也是重要园林奇石的产地之一，

这里出产的奇石称之天竺石，风格接近太湖石，今

日在北京中山公园社稷坛西门外“青莲朵”石即是

南宋德寿宫中的天竺石（图2）。白居易在《太湖

石记》肯定了天竺石的重要价值，“太湖为甲，罗

浮、天竺之徒次焉”。明代文人虞淳熙为了保护灵

隐飞来峰的山林资源，曾有《代石言》一文，“以

为石为公物，叠灵山之假，何妨取灵山之真”。相

传灵隐的“飞来峰”曾有72洞，但时至今日多数已

经湮没，现存最为著名的洞壑有呼猿洞、龙泓洞、

玉乳洞和射旭洞等，是西湖洞天的重要组成部分。

（4）灵隐飞来峰文化景观的研究。唐宋之际

中国文人的隐逸文化也从雏形走向成熟，文人纷纷

寻访飞来峰下、借宿灵隐寺中，正是这种隐逸文化

思潮的重要象征。不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来飞来峰

寻求隐居体验，“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北

宋大文豪苏东坡更是这里的常客，“我在钱塘六百

日，山中暂来不暖席。今君欲作灵隐居，葛衣草屡

随僧蔬”。南宋皇室非常欣赏杭州灵隐飞来峰洞

壑万千的小石山奇特风景，在德寿宫和皇城后苑这

两座皇家园林中，都模仿了灵隐飞来峰堆叠了大假

山，并成为南宋皇家园林中的重要景观。宋孝宗曾

赋诗咏德寿宫飞来峰，“山中秀色何佳哉，一峰独

立名飞来。参差翠麓俨如画，石骨苍润神所开。

忽闻彷像来宫囿，指顾已惊成列岫。规模绝似灵隐

前，面势恍疑天竺后。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岩万壑

藏云烟。上有峥嵘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玉之飞

泉。一堂虚敞临清沼，密荫交加森羽葆。山头草木

四时春，阅尽岁寒人不老。圣心仁智情幽闲，壶中

天地非人间。蓬莱方丈渺空阔，岂若坐对三神山，

日长雅趣超尘俗，散步逍遥快心目。山光水色无尽

时，长将挹向杯中绿”众多的文人墨客游览灵隐飞

来峰之后，希望在自己的庭院园林中再现这样景致

也是自然之事。而更为重要的是，对灵隐飞来峰这

种峰石林立、洞壑万千的平地石山风景的欣赏反映

了中国园林文化对山林气象的欣赏已开始转向石

山，并在园林中一再叠石为山。这种对飞来峰景象

的欣赏趣味在叠山造园中一直得到传承，形成了园

林叠山中“变城市为山林，招飞来峰使居平地”的

飞来峰叠山用典。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灵隐飞来峰大多奇石洞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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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元代主政杭州的杨琏真伽凿上了佛像，以致灵隐飞来峰

的研究更多关注佛教造像艺术，例如赖天兵的《从藏汉交流

的风格形态看飞来峰元代造像与西夏艺术的关系》[12]、朱晨

的硕士论文《中国龛窟造像史上最后的光亮》[13]。而元代的

飞来峰造像，是否完全能代表灵隐飞来峰遗产价值，历来存

有争议，甚至明代的张岱和袁宏道在他们的文章中都予以批

判。张岱在《飞来峰》一文中指出，“深恨杨髡，遍体俱凿佛

像，罗汉世尊，栉比皆是，如西子以花艳之肤，莹白之体，

刺作台池鸟兽，乃以黔墨涂之也。奇格天成，妄遭锥凿，思

之骨痛”，指出在飞来峰上造像是对飞来峰自然景观的破坏。

张岱非常惋惜，“对慧理一叹，谓其何事飞来，盖痛之也，亦

惜之也”，有提到“田公汝成锥碎其一”，明代田汝成也怨恨

杨琏真伽砸坏了几个佛像来泄愤 。袁宏道也有飞来峰造像

是“壁间佛像，皆杨秃所为，如美人面上瘢痕，奇丑可厌”。

由此可以认识到，飞来峰风景遗产和文化景观价值不是仅仅

元代造像可以涵盖的，飞来峰的自然景观也是遗产价值的重

要组成部分，研究飞来峰洞壑万千的真山形态和山林气象之

胜时需要更多的关注飞来峰的自然景观本身。

在灵隐飞来峰保护工作中，我们不仅要重视飞来峰石

窟造像的保护，也要深入研究与石窟造像相生的景观环

境，认识到原生的植物群落及其演替是飞来峰石窟造像文

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石隙生树木，甚老甚瘦，辄有

无根藤附之。秋有红叶，艳若布锦。坐冷泉亭望去，迥出

世外。多生药草，鲜知其名。其从西天飞来无疑，洵武林

山之第一峰也”， 原生的植物群落及其演替也是飞来峰

得名的重要原因之一。飞来峰青林洞的“藤萝联络”植物

景观，得名于“山多槠桂木，叶常青，凌冬不凋，故曰青

林”。因此，灵隐飞来峰的研究亟待从石窟造像的专项研

究扩展为综合研究[14-20]。

在各地园林景观日益趋同的今天，应从灵隐飞来峰的

研究中吸取哪些具有地域特色的造园手法和设计思想？如

何探索这些问题仍需挖掘更多的第一手资料，这也需要相

应拓宽研究视野、扩大研究范围。直至今日，如果有机会

进行传统的叠山创作或是借鉴传统的叠山造园艺术，仍然

可以到灵隐飞来峰下，冷泉亭前驻足，寻找艺术创作的灵

感，欲高于自然必先源于自然。灵隐飞来峰在杭州的文化

遗产的保护中应引起高度重视，对于杭州地域景观设计的

启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应进一步挖掘和研究其重

要地位和作用。

（图/鲍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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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ion With Zen, Landscaping By Heart
Zen Philosophy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Of The Japanese Karesansui Garden

陈 晨  林 旭  林玲儿 / Chen Chen  Lin Xu  Lin Linger

意随禅起，境由心造
——日本枯山水庭园禅宗理念与审美意境的表达思考

【摘 要】枯山水庭园以大自然作为主体，象征着一种返璞归真的意境，庭园以不等边三角形布局，与严肃
的对称型建筑相区别，体现了一种自然和闲适。此外，每一座枯山水庭园都有一个创作的主题，它把人们内
心世界通过庭园式的三维空间抒发和表现出来。枯山水并没有实际的功能，其作用是让人们可以在屋内观
赏，庭园的设计理念追逐人们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所创造和体现的也是人们理想中的世界，人们在这个世界
中，可以享受难得的闲适和恬静。此外，枯山水庭园以大自然为主体，又与大自然相区别，让其不至于在茫
茫大自然中消弭，体现出了其与大自然的对立和统一。本文主要研究禅宗理念与审美意境在日本枯山水庭园
中的表达。
【关键词】风景园林；枯山水庭园；禅宗；意境

Abstract:  The Karesansui garden take the nature as the main body, which is a symbol of the original simplicity 

conception. The garden has a equilateral triangle layout,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symmetrical construction 

embodying a kind of natural and leisurely. In addition, each of a karesansui garden has a creative theme, which put 

people's inner world by three-dimensional courtyard . There is no practical function of dry landscape whose role to 

appreciate inside the room. The concept of the courtyard design to chase the “retreat away from the world”. People 

in this world can enjoy a rare quiet life. In addition, which the garden take the nature as the main body,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nature, which reflect the opposition and unity with nature. Zen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 conception in the 

Japanese karesansui garden a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ry landscape garden; Zen; Artistic conception

枯山水是具有日本特色的一种庭园风格，在不

使用任何水的情况下，只用白砂和山石等材料来代

表山水，构造出一种具有山水意境的庭园形式，造

型手法非常独特，带有深厚的哲学思想，思想性非

常高，具有日本禅宗庭园特点。

1 历史与发展

枯山水这个词语的首次出现，是在记述平安时

代后期寝殿造庭园的《作庭记》中。书中有如下

记载：“在既无池水又无细流处立石，为之起名枯

山水。其枯山水样子作片山山麓或野筋等，之后立

石。”这里所述“枯山水”，是以池为主展开的寝

殿造庭园的局部手法。换言之，指在远离庭园中池

水和细流的场所，即“片山”（单侧陡峭的假山）

的山麓和“野筋”（带状性微微隆起的坡地）的周

边叠立的石块和石组[1]。在十二世纪末期到十四世

纪初期这段时间，禅宗思想从中国传入日本，日本

在这个时候被武家所统治，因为统治者对禅宗的信

仰，禅宗思想被统治者所推崇，进而融入到社会，

在庭园中也有所体现。但是禅宗思想真正对造园产

生影响是从日本室町时代（约1393-1573年）初期

开始的。最初只是利用以往的造园手法，在庭园当

中加入禅宗的元素，后来庭园的形态逐渐抽象化，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园风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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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今通常所理解的“枯山水”并非如上所述

的意思，而是作为“庭园样式”的枯山水，即不用

池水而以石组为主象征性表现自然景观等。这一意

义上的枯山水在室町时代前期已出现萌芽，在室町

时代中期前后作为一种样式成立。从飞鸟时代以来

的日本庭园的历史来看，池水及其细流、瀑布等能

够自由自在改变形状的水体是极其重要的、不可或

缺的最佳组成部分[3]。后来在形式上和文化上得到

了一个提升。在形态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从原

来的荒山野岭发展为砂石作为主要象征材料的一种

形态。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禅宗庭园是伴随着时代

的变革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2 形式与特点

山石和白砂是枯山水庭园的主要构成元素，另

外苔藓同样也可以作为构建庭园的一种元素，从

上面所述可以看出，枯山水庭园涉及的元素比较单

一，但是每一个元素都能够带有极为丰富的哲学

思想，通过白砂的铺设来营造出一种高山流水的感

觉，白沙在枯山水庭园的建设中代表着流水和大

海，但是这种表达方式是十分含蓄和抽象的并非直

接通过简单的描绘来展示出水流和波涛的状态，而

是在白沙石上面雕刻出不同的纹样，每一种大海以

及波涛的图形都有不同的表情。白砂是一种比较特

殊的材料，能够形成颜色的对比，创作者通过曲线

以及形状的勾勒来展现出一种效果鲜明的色彩对

比，在傍晚时分在山石上所雕刻的各种纹路十分的

清晰，立体感较强，白天与黑夜所表达出来的情感

以及表情区别较大，在枯山水庭园的建设中，白砂

作为重要的元素不仅能够随着时间的变化营造出与

众不同的情调，还能够实现不同功能的拓展。白砂

可以防止灰尘以及杂草的生长，有着非常实用的作

用。另外，白砂与其他砂砾相比，质地比较柔软，

吸水性强。这一点可能也是用白砂所表现出来的砂

纹效果好的秘密所在。另外苔藓在枯山水庭园的创

作中也使用的较为广泛，通过这一元素的运用来表

达出孤寂和古老的庭园氛围，白砂与苔藓呈现着截

然不同的生命状态，通过不同元素的运用来表达出

不同的含义。

在枯山水庭园中山石或石组象征大海上的岛屿

或生命，山石以及大海在古代日本中带有极大的

神学色彩，是古代神仙的居住地，山石是永远的象

征。因此在枯山水庭园中摆放的山石或石组所表现

的就是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人们的思想和愿望。

比如受到中国道教的影响，通过不同元素的组建以

及对比来形成鹤、龟以及不同的形状，从而表达出

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

延年益寿。

在创作枯山水庭园之前，创作者必须要设置一

个主题，主题是枯山水庭园的“立意”，每一种

主题都代表着创作人的内心情绪和思维，通过元素

的组接在三维空间中表达出与众不同的氛围。白

砂的作用在枯山水庭园的创作中发挥的淋漓尽致，

许多创作人通过布置白砂来营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

氛围，表达出个人内心的思想情操与情感境界。白

砂既可以传达出瀑布飞驰而下以及山峰陡立的雄

壮感，也能够营造出一种涓涓细流的寂静感，另外

在自然景观的塑造过程中，白砂也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创作者通过白砂的创造性使用来表达出自己

的人生观、世界观，每一种价值观都与哲学以及佛

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诗歌、童话以及各种传

说中，许多创作者通过情境的营造来表达出作品创

作的主题，因此在庭园创作时也可以积极借鉴诗歌

以及童话传说中的元素，保障主题的鲜明性和创造

性，并且在庭园中都可以得到诠释和表达，这一点

也是枯山水庭园表现形式的重要特征。

关于枯山水庭园，在日本有很多优秀的实例，

其中在现存传统的枯山水庭园当中，最为优秀和代

表性的当属位于京都的西芳寺苔园（图1）和龙安寺

石庭（图2），它们都是将禅宗的思想淋漓尽致地表

现出来的屈指可数的枯山水庭园，堪称经典[4]。

通过上述的实例可以看出，在创作枯山水庭园

时，不同的手法以及表现形式会营造出不同的氛

围，元素是庭园创作中的基础和前提，枯山水庭

园的创作元素十分简单和独特，能够尽量避免各种

不必要的装饰，追求一种较为纯粹的思想境界和哲

学理念。因此，枯山水庭园能够将大自然与禅宗思

想相结合，尽管缺乏一些实用性的功能和特点，但

是如果能够深入其中细细欣赏，那么枯山水庭园体

现的是人们向往的理想世界，枯山水庭园注重与自

然的融合和对立，从而展示出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

义，通过无形中来展现有形，并在有形中来展现无

形，每一种元素的创建都能够给予人一种独具特色

的冲击力和感染力。

3 意境体现

3.1 意随禅起

随着中国禅宗的传入，禅宗的哲理对日本园林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按照园林的构造形式以及

表现手法来划分，那么日本园林体现的是“园禅一

图1  西芳寺苔园
图2  龙安寺石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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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日本创作者在园林的创作过程中十分注重精

神世界的融入，会尽量避免各种客观物质条件对园

林创作的影响[5]。园林在创作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

种元素以及手法十分简单，借用仅有的材料创作

出能让人心清静的庭园，形成了独特的“写意”风

格。日本园林体现出的抽象性和简约性把东方园林

的写意性发展到了极致。

在日本众多的园林类型中，禅味最浓要数茶庭

和枯山水了，最为写意的就是枯山水庭园了。枯山

水一般在寺院园林内，是小型的坐观式庭园，旨在

营建一处有助于参禅悟道的视觉场所。枯山水庭

园的尺度、结构比之一般的私家园林小得多，在小

面积的庭园中营造出世间万物，其中枯山水代表着

山，创作者通过不同的石块的创造性的组接和放置

营造出一种崇山峻岭的宏伟感，另外将白砂平铺

在园林中代表平静而又广阔的海面，将白砂布置

成一种较为独特的曲线，以此来表示波涛[6]。另外

各种元素的运用并非是为了供人欣赏，而是供人

（特别是禅僧）静坐悟道的。只有细细的品味，

深入了解不同元素的内涵才能够体会创作者的内心

世界。

3.2 境由心造

禅意园林的一大特色是心境和景物的交融。古

代禅意园林源于传统山水园林的自然格局，是寺庙

园林的一部分。在造园过程中，修行者需保持一颗

虔诚的心，营造出理想的园林景观。宁静致远的

园林景观，为修行者提供了修行的场所，植物、景

石、砂石交相辉映，而修行者会在欣赏美景时心灵

得到顿悟。正如日本著名禅僧兼造园家梦窗疏石所

说：“对山水，常觉醒，利修行。”修行在枯山水

庭园中，心灵跟景物相互交融，枯山水正是心境交

流的场所。古代禅意园林为修行者提供了静谧的修

行场所[7]，修行者在这静坐、顿悟、体会禅境。

简单的枯山水庭园，只有象征意义的山与水，

用植物造型和大立石表示远山和悬崖。用各种颜色

和形状的石头表现瀑布落下形成的细流、细流经过

桥下穿过汇成大河的意境。人生在世都会经历生老

病死，而修行者静坐修行，试图摆脱世间疾苦，从

而达到心灵上的慰藉。境由心造，心境与景物的交

融。 

4 结语

日本枯山水园林的设计是在各时代社会和文化

背景中产生的审美意识的影响下，随着时代的需要

变化而来的。枯山水庭园对选址和地块大小没有很

高的要求，一块小场地即可设计，而且容易管理，

可以随造园者的主观意念形成独特意境的庭园。加

上以寺院庭园为主要形式得到推广，不仅样式多

变，并且数量也很多，成为了日本园林的典型样

式。枯山水是禅宗文化和日本园林相互交融发展的

产物，是日本继承本国园林和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

产物，正是因为日本对待本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

度才使得日本园林有了良好的发展，形成独具魅力

的枯山水庭园。

园林艺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园林艺术

的千变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

追求。当代新中式、新亚洲等园林风格层出不穷，

我们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新的认识，对于外来的

先进造园理念和造园技术，我们只有主动去学习，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中国园林的艺术造诣和文

化理念，才能让中国园林更进一步，在世界上熠熠

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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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理查德·洛夫在《林间最后的小孩——拯救自

然缺失症儿童》一书中曾说：“自然总是能给孩子

一个更为广阔辽远的世界，这既不同于父母给予的

亲情世界，也不像电视那样会偷走孩子们的时光，

相反，她能丰富孩子的精神世界”[1]。“自然缺

失”让儿童的成长面临许多来自生理和心理方面的

问题。而自然教育并不只是补充自然知识，更是鼓

励儿童在大自然中体验，拉近儿童与自然的距离，

有效地控制“自然缺失”带来的不良影响。

北京北研大自然教育科技研究院认为自然教育

的定义是：以自然环境为背景，以人类为媒介，利

用科学有效的方法，使儿童融入大自然，通过系统

的手段，实现儿童对自然信息的有效采集、整理、

编织，形成社会生活有效逻辑思维的教育过程。因

此，就城市各类公园绿地而言，现代园林设计在

针对自然教育形成的过程中就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

色。

（1）园林设计具备教育功能。

我国历来注重环境的“教化作用”，历史上我

国传统园林就已经有了“教育”内涵。“自然景观

和文化景观的综合园林”是我国古典园林的另一种

形容，其崇尚的是一种将丰富和谐的自然景观加以

充分再现、升华，并融入深厚人文内涵的艺术境界

[2]。因此，园林设计的目的不仅是创造出美的宜人

的游憩境域，同时更要满足人们精神文明的需要。

Study On The Embodiment Of Natural Education In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A Case Study Of Landscap Design Of Zhejiang 
Changle National Forest Germplasm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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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在现代园林设计中的体现研究
——以浙江长乐国家林木种质公园规划设计为例

【摘 要】当代大都市背景下儿童与自然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针对城市儿童出现“大自然缺失症”及亲子
关系互动交流途径缺乏等问题，自然教育逐渐得到重视，现代园林设计同样需要新的思路和方法更好地发挥
其具有的社会意义和教育意义。本文主要以浙江长乐国家林木种质公园规划设计为例，该项目关注公园设计
中的自然教育功能，并针对培养自理型、自立型、自信型、自强型的四类自然教育景观，提出相应的设计方
法与原则，对当代中国园林中自然教育功能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风景园林；自然教育；儿童教育；设计原则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 and nature has become a hot spo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metropolis. Natural education gradually gets more attention, in view of the phenomenon that nature-deficit disorder 

during urban children and the lack of interaction way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also 

needs new ideas and methods to play its social and educational parts bett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various types 

of natural education, and taking the landscape design in Zhejiang Changle national forest germplasm park for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s on four kinds of natural landscape educ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design 

principles, which has the certain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to the natural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landscap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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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各类园林绿地是促进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

也是最贴近人们生活的社会服务载体。园林景观的

教育功能，就是将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美学三者

相互融合，使人们获得美的享受的同时，又向大众

传达更高层次的环境意识。

（2）公园景观能引导儿童个体更接近自然。

《寂静的春天》的作者雷切尔·卡森认为“知

识的重要性远不及感受一半。如果信息是种子，日

后可以成为知识与智慧，而感受就是沃土，种子必

须在其中发芽生长，童年就是准备土壤的阶段”

[3]。公园景观作为自然体验空间，对儿童的认知、

运动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城市公园空间给儿童和

青少年提供了巨大的“野生”开放空间，儿童在这

里玩耍，可以锻炼自主能力，更可以培养感性的认

识、对美的意识等无形的方方面面。

（3）现代园林设计更加注重对社会公众的影响

力。

现代园林设计关注三个关系的建立和提升，即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

系。通过合理的景观设计，尊重场地文脉，保护原

有水体、植物等资源，多利用可回收循环使用的材

料，使公众意识到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现代园林在社会教育中逐渐占有较重的地位，通过

有意识的景观规划设计和管理，增加社会自然教育

的活动和内容，扩大教育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这都

将对儿童个体、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因此，在现代园林设计中，必须将自然教育划

为一个单独章节进行重点设计，重视自然教育在现

代园林设计中的功能体现，在深入分析各种自然教

育景观作用的基础上，完成各类公园绿地的规划设

计。

2 园林设计中自然教育的功能类型

自然教育主要针对的是适龄阶段的孩子，多为

儿童和青少年。尤其是那些长期缺乏与大自然接触

的孩子，表现为对自然缺乏尊重，自然知识匮乏，

缺乏创造力、想象力，或是身材过胖、注意力不集

中等，在自然环境中表现出手足无措的模样，丧失

与自然亲近的本能。针对这些现象及对孩子综合素

养的均衡发展考虑，重点增强孩子的自理、自立、

自信、自强的“四自”能力，这对将来孩子的自身

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园林设计中也应

从这四个方面解决孩子对自然信息的有效获取与吸

收。

（1）培养自理型自然教育景观设计。

所谓自理，就是自己承担，自己料理的能力，

也可以理解为需要儿童自己动手去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自然是一个公共的开放的环境，没有固定的

模式，需要儿童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创造出无限可

能。培养自理型自然教育景观设计就是给出一定的

条件，在有限的空间和条件下设计出必须亲自动手

完成不同可能的自然探索结果，培养儿童的动手能

力，帮助儿童增强行动意识，即培育对“自然”的

感觉：儿童可以感知“野草”的生长，感知泥沙的

土地，感知生长多种植被的湿地，感知裸露地面的

岩石，感知自然的进程，感知土地和在土地之上的

有生命的东西[4]。同时这种自理能力也为自立、自

信、自强奠定相应的基础。

（2）培养自立型自然教育景观设计。

自立指自我独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强调的

是一种独立性。自立是一种良好的学习、生活习

惯，具有自立品质的儿童通常会更容易取得成功，

因为他们懂得观察，对事物有自己的主见和意见，

也就更容易采取行动完成任务。

“参与体验式”的公园绿地景观是培养儿童自

立能力的最佳场所，在树林、河流的自然环境条件

的衬托下，设置不同年龄段不同难度的具有一定挑

战性的障碍物，如树屋、爬梯、多人秋千、沙坑

等，“参与体验”有助于培养儿童实践、自立、合

作与责任感等品格。因此，自立型自然教育景观设

计必须保证具有参与性，能吸引儿童主动挑战，具

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团队合作，促使儿童在自然

环境条件中得到锻炼。

（3）培养自信型自然教育景观设计。

自信是一项优秀的心理特质，它对儿童的身心

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自信心是相信自己有能力实

现目标的心理倾向，是推动活动进行的一种强大动

力，也是完成活动的有力保证。在现代园林设计中

应注重培养自信型自然教育景观，形式可以为增加

亲子项目，让父母陪伴儿童一起克服困难并对取得

的进步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在这些共同努力、相

互交流中，儿童可以发现自己的长处，收获更多的

自信心。

（4）培养自强型自然教育景观设计。

自强通常表现为积极进取、努力向上、不甘落

后的精神品德，对自我要求严格，不断提升和完善

自己。培养自强型自然教育景观通常融于其他三种

自然教育景观之中，为儿童设计的任何主题的趣味

场所中，儿童都免不了会遇到困难和挫折，树立自

强的目标有助于克服意志消沉，振奋精神，不断前

行。可设置探险类活动空间，如探险森林、探索花

园、神秘植物迷宫等。

3 浙江长乐国家林木种质公园规划设计中自

然教育景观设计分析

3.1 项目概况

浙江长乐国家林木种质公园位于杭州市余杭区

西侧的径山镇，其规划总面积约为5436亩，其中林

地面积占4257.8亩，规划范围南至茶中线，西至香

茶线（图1）。其前身为长乐林场中的西山林区，

基地现状具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主要有火炬松、薄

壳山核桃等植物资源收集区、湿地松高产脂、火炬

松高世代等种子园、檫树母树林、薄壳山核桃采穗

圃、杂交松试验林等。

该公园拥有百年林场的悠久历史，拥有国家杉

木、火炬松良种基地等称号，是重要的国家林木种

质资源库，因此，将项目主题定位为：国家林木良

种公园，中国森林科普基地。将其打造为森林植物

的资源库、高新林业技术的展示窗、森林文化的宣

传栏、科普教育的示范区、创龄小镇的后花园。规

划理念是将种质资源保育放在首位，结合现代种业

发展创新，突出森林文化展示，三者形成有力的铁

三角关系。

不管是项目定位中的森林科普基地，还是规划

理念中的森林文化展示，它们都强调突出了项目在

自然教育景观方面的规划设计（图2）。根据“四

自”的分类，将项目中对于自然教育景观设计进行

分析。

3.2 培养自理型自然教育景观设计分析

首先，结合原有村落开展森林文创，设置森林

图书馆、森林画廊、森林生态表演艺术场、森林

音乐厅，传播森林文化，展示森林特色。例如将松

果、木材等作为设计主题，进行种子微雕等艺术活

动、举办森林会展等。

其次，科普设施是林木种质公园的重要基础设

施，公园内科普设施主要分为室内科普设施和室外

科普设施两类。室内科普设施融合了教育、游戏、

体验三方面的特色，充分调动参与者的学习积极

性，应用VR技术使得游人的体验更为丰富。室外科

普设施以介绍牌、展示牌为主。大自然课堂教育让

图1  浙江长乐林木种质公园总平面图 图2  四类自然教育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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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轻松学习、体验自然，丰富的活动设置，如松

果花园、植物小竞赛等，让科普不再单调。再次，

树木挂牌结合二维码技术，可搜索到植物的中文

名、拉丁名、所属科属、主要用途及分布情况等准

确的“身份”信息；建立品种博物馆，在馆内可以

了解林场的所有资源信息，还可以利用现代科技如

4D、VR、全息投影，展示林业发展的历程和最新

林业自然科技知识。

在针对自理能力培养的自然教育景观设计中最

核心的内容是“感知”，长乐国家林木种质公园具

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十分适合作为儿童获取知

识及体验的场所空间，通过不同的自然环境组合状

态潜移默化地形成儿童脑中对自然环境的体验认知

历程。

3.3 培养自立型自然教育景观设计分析

自立能力培养的自然教育景观设计主要包括：

（1）森林户外课堂：在林区内利用部分空间搭

建起一个圆形或半圆形的半开敞区域用作中小学生

的户外课堂（图3）。此类课堂主要面向杭州市内及

周边城市的小学生（6-12岁）开放使用。这里专门

教授跟户外相关的课程，按照小学生的《科学》课

本进程，安排相应的实践课程学习，探索大自然的

秘密。如四年级下册第二单元《新的生命》里有关

于“花、果实和种子”、“种子的萌发”等课程教

学都可以在我们的户外课堂开展。

（2）自然灾害体验中心：树立正确的防灾意识

需从青少年儿童开始抓起，“模拟自然灾难体验”

已成为全国各地儿童职业体验馆或军事主题公园中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青少年儿童正确认识灾

难危害及学习预防、自救措施都有着超越理性层面

的认识帮助。例如，可以在局部空间里利用计算机

技术及烟雾模拟森林火灾，教导孩子们意识到森林

火灾的严重性及加强森林防火意识教育。

3.4 培养自信型自然教育景观设计分析

自信心的培养可以建立在亲子关系的提升上，

除了设置各类让儿童探索的未知空间，也需要适当

的实物教学，如户外环境中的园艺活动。长乐国家

林木种质公园在这方面设置了森林蔬果采摘项目，

让儿童与家长一起进入果园进行森林蔬果的采摘，

体验森林劳动收获。这有助于促进儿童对园艺、植

物、土壤、蔬菜花卉及果实的观察学习，也增加了

家长与孩子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的途径。

儿童自信心的培养还可以通过团队合作项目来

进行，在该区设置了具有合作性、实践性、一致性

的实验园地。实验园地坐落在一亩大的田地里，田

地上散落着草垛、树枝、木条、绳子等其他实验

道具，这些可以让儿童以实验的态度去尝试完成一

项任务，如搭建简易的小房子或是制作院子里的篱

笆，他们在合作的过程中不断地消化知识、充分表

达见解，获得同伴的认可，是提升自我能力的有效

的教育方式。

培养自信型自然教育景观设计不同于前两者自

理与自立的培养，它更需要儿童从中获得自我满足

感，在一定的阶段收获一定的成就感，继而激励着

儿童有更进一步的努力和发展。

3.5 培养自强型自然教育景观设计分析

人的成长就好像一棵树，从种子萌芽到参天大

树需要时间和养分的积累，而童年就是扎根期，树

根扎得越深地面上的枝干才能长得越茂盛，培养儿

童自强的品质就是在为将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在

自然中漫游和探索曾是构成童年经验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这个过程中会有需要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未知

的恐惧的时候，因此，培养自强型自然教育的景观

应尽量自然化，减少人工的干预，使儿童有充分接

触、观察、了解自然的机会，同时需具备一定的挑

战性，让儿童一步步打破恐惧，收获对自然世界的

认识与联系.

在长乐国家林木种质公园的景观设计中，重点

图3  森林户外课堂效果图

考虑三个培养儿童自强特性的项目。第一项便是一

条长度约1.3km的林冠走廊（图4），它就架在原有

森林环境里，这一座飞跃在树梢的廊道，引领儿童

的视线来到树冠的高度，树冠相交、树枝摇曳、鸟

类丛飞，体验独特的森林生态景象，学习用不同的

视角观看世界，也能在树上遇到许多有趣的生物新

朋友。同时，这一条林冠走廊又作为三级作业道，

可用于良种高处采种。第二项是赤脚泥潭探索，在

繁殖圃附近较低洼的地方设计200㎡左右的一处泥

潭，让儿童用双脚去感受土壤的柔软，用最直接的

方式认识大地。这也是自然教育中最核心的地方，

过度保护会让儿童失去体验的兴趣和冒险的勇气，

赤脚的方式能更好地锻炼儿童自强的品格，在失去

鞋袜的保护和父母的臂弯时，儿童如何能独立面对

这纷繁复杂的人生之路，也是赤脚泥潭项目设立的

初衷。第三项是步道追踪，在高大的杉木林中利用

石子、松果、树枝做标记，引导儿童一路发现“宝

藏”，他们需要踩过水潭，避开大枯木，爬过山

坡，沿途有各种森林中常见的动物放大模型，如蚂

蚁、蜘蛛、蝴蝶、鸟类、蛇等，儿童可与它们产生

有趣的互动，试着接触曾让人感到害怕的生物，然

后认识它，增加面对未知事物的勇气。

4 结语

本文在分析了现代园林设计中自然教育的重要

性的基础上，对园林设计中自然教育功能总结如下：

（1）感知性原则：指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关

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培养对“自然”的感觉，增加

儿童学习自然世界知识的途径，设计者应充分考虑

一切学习的可能性，在不同尺度空间内多设计趣味

游戏。

（2）参与性原则：指在设计和组织自然教育活

动时，要尽量避免刻板的宣教与讲授。利用人类记

忆的规律，以寓教于乐以及参与体验式的空间，让

儿童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自然知识。设计要鼓励参与

者调动多种感官，积极融入，与自然环境、事物、

组织者和其他参与者进行多重互动，如此才能大大

提高儿童学习的效率和获取自然知识的自主性。

（3）亲子性原则：自然教育离不开父母亲人的

陪伴，不同于现在常见的儿童在游戏器械上玩，父

母只能在旁照看的方式，应设计父母与孩子共同参

与的亲子类项目，同时考虑成年人与儿童的人体工

程学尺度。

（4）挑战性原则：指在设计自然教育空间时，

考虑自然教育中儿童的年龄特征，针对不同年龄段

的儿童开展适应各自认知能力、具有不同特色和深

度的自然教育活动项目。

本研究对自然教育与园林设计的关系及其分

类，是基于儿童个性化发展的特性所总结的原则。

在现代园林设计中引入这种研究和设计原则，可以

为创造实现儿童与大自然有效联结、维护儿童智慧

成长、身心健康发展的公园景观设计带来重要的启

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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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的城市化发展必然伴随自然生态的失衡及

破坏，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得市民的生活压力

增加，人们迫切希望拥有休闲放松的时间及空间，

绿道概念孕育而生并逐渐完善,以贴和人类及其它各

种生物的生存及发展需求。随着绿道建设成为国内

城乡一体化的基本策略与发展方向，乡土景观的相

关研究也在不断开展。其中基于具体区域的绿道网

络乡土景观廊道建设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1]。同

时提高绿道的可利用性也可以帮助改善城市公共绿

地分配的公平性[2]。

Greenway Planning Based On Vernacular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f Lin'an Qingshan Lake Greenway

范萍瑜  徐斌 / Fang Pingyu  Xu Bin

基于乡土“心意”的绿道规划实践
——以临安青山湖绿道为例

【摘 要】临安青山湖绿道以“青山湖影，吴越风行”为设计理念，以乡土“心”“意”为特色亮点。本研
究从乡土“心”、乡土“意”和乡土“心意”三个方面解读青山湖绿道的乡土性，从乡土场所、乡土材料和
乡土工艺三个方面来具体实践和运用以体现乡土性的设计理念。“钱王索秀”以特有的钱王文化为主线，表
现“钱王点兵”、“一军十三州”及“还乡歌”等历史文化元素；“青风徐来”和“仰望星空”保留、利
用、再创造乡土景观及意境，触发人对场所的认同和依恋感；就地取材，对砖石、植物、乡土和现代新型材
料的直接运用或重新组合加工创新，打造“源于乡土，高于乡土”的景观；现场指导采用本土、传统的工艺
工法，并且提高施工质量。本设计以乡土为突破口和创新点，将其运用到设计的细节中，用心感知乡土，用
心运用乡土，用心营造乡土。
【关键词】乡土；心意；绿道；青山湖；临安

Abstract: The greenway in Lin'an Qingshan Lake adopts “Qingshan Lake’s scenery and the popularity of Wu-yue 

culture "as the design concept, and specializes in the embodiment of vernacular.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intention 

of vernacular of greenway from three aspects, and applies the “local places”, “local materials” and “local 

technique” to the practice of vernacular. "Qian wang suo xiu " adopts the unique Qianwang culture as the main line, 

illustrates a variety of relat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Two landscape nodes including "Qing feng xu lai" and 

"Yang wang tian kong" retain, utilize, and recreate vernacular landscapes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meanwhile, they 

will achieve place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for people; landscape architect uses or reassemble local resources, 

such as bricks, plants, traditional and modern materials to create a innovative local landscape; also, using traditional 

local method,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Designer of this greenway selected “vernacular” as a 

breakthrough and innovation point, perceives the intention of the local, and then apply to the design details.

Key words: Vernacular; Intention; Greenway; Qinshan lake; Lin'an

青山湖是临安市最大的人工湖，位于临安市东

部，苕溪、锦溪、马溪分别从城西、城北穿城而过

注入青山湖；青山湖风景旅游区总面积6450hm2，

湖面面积863hm2，环湖森林覆盖率79%，以森林公

园和吴越文化为主要特色。青山湖作为绿道片区，

资源相对集中、环境较优越，既可与外界绿道相连

接，同时自身又可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绿道网

络，辐射周边。其水体面积、绿化覆盖率及其他资

源在临安绿地系统和绿道网络规划中都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

然而临安青山湖现状是水质污染，环境恶化，

景观欠佳，市民参与度低；对于水质及环境问题，

笔者认为主要污染源是青山湖附近的采砂场，在绿

道建设开放期间，采砂场一度关停，而后青山湖的

水质明显澄清，也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当地相关

部门应介入调查采砂场是否合法，并且提出解决办

法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与此同时，笔者认为青山湖

绿道的建设也是一个极好的契机，通过景观梳理、

污点整治、植物增植补植，形成动态的生态循环

体，能够及时有效改善水质及环境。

至于景观提升，随着临安居民生活方式的持续

改变，城郊骑车慢行成为当下最流行的休闲活动；

同时临安自身的属性决定了其只能利用乡土、生态

的元素构造景观；因此，我们提出“青山湖影，吴

越风行”的设计理念，“还湖于民，环湖与民”的

设计定位，以“乡土”为特色亮点，走心的，接地

气的诠释临安青山湖绿道中的乡土“心”“意”。

1 青山湖绿道概况简述

临安青山湖绿道结合地域景观特色、自然生态

与人文资源的特点，保护大地生态环境、提供自然

景致和户外活动空间，优化人居环境；同时串联主

要景点，加强生态、景观及文化联系，方便居民前

往休闲娱乐。

青山湖绿道串联“水上森林野趣段”，“北岛

休闲风光段”，“山岳秋色风景段”，“南湾游乐

风情段”，“近郊游憩体验段”及“城市滨水景观

段”（图1），设置5个重要节点：水上森林郊野公

园、太阳岛度假公园、锦里水上游乐园、大草坪游

憩公园及自行车文化主题园，7个一般节点：清水湾

公园、垂钓公园、大坝花园中心、公山湿地中心、

元宝山公园、水生态文明教育公园及北岸湿地公园

（图2）。

城市景观系统具有整体性、等级特性和动态性

[3]。遵循此基础的线路布局，除了串联特色景观，

还需要根据区域的具体情况考虑趣味性、特色性

及合理性，从而吸引并引导游人体验。青山湖绿

道选线经过长时间实地调查（2014年08月29日进

行第一次现场调查直至2015年7月13日第七次现场

调查），新建路段，借道、改建路段，并利用栈桥

形成总长约43km的大环；根据不同的景观主题、

地形地势变化对大环进行了线路细化，形成各类小

环，进一步梳理周边文化及景观资源，延伸扩大活

动空间（图3）。

 2 

 3 

1_ 总体结构

2_ 景点布局

3_ 绿道线路布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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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读乡土心意

临安青山湖绿道设计中体现的乡土景观可以归

类为本土景观或地域景观，反映其所处地域的自然

地理特征和本土文化的痕迹。 某一典型的本土/地

域景观除了拥有本地化的景观要素符号外，更重要

的是在技术、材料的运用上充分体现地方特征，以

适应当地特定的气候、环境、文化及社会经济条件

[4]。乡土“心意”可以从三方面理解。

2.1 “乡土心”

每个人都有一颗想回归乡土自然的心；设计

师将其融入了“走心的”乡土设计中，不是纸上

谈兵，而是落实到每个细节上；这是设计的原动

力。

临安有地域独特的地方精神和情结，人的主观

意愿和地方客观条件都使其应该，并且有能力回归

乡土自然的景色与生活状态。

2.2 “乡土意”

2.2.1 意图

所有设计都有一个预期的目标，大到选线布

置，主题规划，小到材料选择，植物配置等都有其

想表现的意图。

2.2.2 意象

如文章中的语法，景观逻辑关系是设计中一条

无形的线，将各种设计要素合理的联结，表现递

进，并列或转折的意象。

2.2.3 意味

为表达特定的风格特征，选定一些程式化的材

料或表现形式，例如红砖、瓦片的堆砌，本土特有

的文化意境等，这些都有益于表达乡土性的风格起

到言少意多，启发联想和体验的作用[5]。

2.3 “乡土心意”

对于“心意”的解释，不同学者观点不尽相

同，但主要是指一种内在的，需要通过微妙的表达

才能被理解的“感情、观念、信仰”等[6]。这种感

情难以表达和体会，因此需要借助具体化，可视化

甚至是定式化的形象不断强化乡土的体验，同时以

“乡土心”为前提，以“乡土意”为手法和目标，

表达其“心意”。

基于以上对于乡土心意的理解，设计师从以下

三个方向具体的实践乡土性。

3 乡土场所——非物质乡土元素

人的记忆与场所具有深刻的联系，场所本身就

能够唤起人的记忆。若要“记得住乡愁”，则需营

造可以承载乡愁的“场所”[7]。

场所(1ocate，place)在英文中的含意与发生、产

生(take place)相联系，因此可以说要获得场所感取

决于场所物质环境所提供的对某种事件发生的预见

和记忆式的体验的可能性，宏观一点就是文化积淀

提供的一些不需思考就能够体会的类似先验性的东

西，中观一点就是景观本身有信息、思想或事件的

提示、暗示或契合，微观一点就是场景感、戏剧式

布景感[5]。

这些景观都符合普通人的需求，具有机动性特

点，适应环境的需求，不断的变化。这些景观要素

让人们的生活充满活力，让人们能够充分交流、沟

通并从中得到身份认同[8]。

因此，乡土场所从乡土文化与乡土景观意境及

游憩方式两个方向着手，通过策划环境组成的元素

及营造相应氛围，诱导人们的心理意象，产生场所

感和认同感。

3.1 解码文化——景墙上的密码

钱王文化唯在临安烙印最深刻，临安是钱王故

里，钱王文化在此发生发展，影响广泛。钱镠生于

斯，葬于斯，其创建的吴越国既是辖地概念，更是

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在封建社会把吴越之地经济

社会推向鼎盛至极的积极奋进的文化现象[9]。临安

精神从钱王文化中提取发展而来，山、水、人相容

的刚柔并济的禀性也深刻影响着临安市民。

“钱王索秀”（图4）是青山湖绿道样板段主

入口景观，是其整体文化要素的引导。因此，为体

现临安文化特质，青山湖绿道以乡土人物钱镠及其

对临安所作的贡献为主线，结合乡土及现代材料，

表现“钱王点兵”、“一军十三州”及“还乡歌”

（图5）等历史文化元素，原汁原味的表达阐述场所

最真实的文化记忆。

“钱王索秀”的景墙打造利用老砖、瓦片、刻

字石板等乡土材料，通过材质和质地肌理的变化，

浑厚刚劲、古朴自然。乡土材料的合理运用、有机

组合，实现传统符号和人文底蕴的凝练和传达，又

能满足一定功能性。现场偶然发现的道光二十年间

刻有“索秀”（图6）字样的石板，偶然中有必然，

其与老砖的组合镶嵌更是能充分体现临安文化脉络

和乡土意的契合。“旦夕都邑，动静清和”（图

7），“斗柄东向，天下皆春”（图8），麦穗花瓦

寓意丰收（图9）等景墙密码与历史信息融合，解码

乡土文化。

3.2 景观与游憩——“青风徐来”和“仰望星空”

景观是由场所构成的，而场所的结构又是通过

景观来表达的；景观语言所表达的含义只能部分地

为外来者所读懂，而有很大部分只能为自己族群的

人所共享[10]。因而地域性的景观尤其能被当地人理

解，而融入他们的生活中。

乡土性的自然环境和景观意境一直是临安人的

记忆，对其保留、利用、再创造，既能触发人对场

所的认同和依恋感，更是传统乡土与现代时尚的融

合。保护、加工原有材料并且再创造以体现乡土

性，同时通过环境的整体设计营造“高于乡土”的

景观。

“青风徐来”（图 10）以废弃水利设施改建成的观

景平台为基座，保留青山湖水库的历史元素；建茅草

亭，生态自然乡土，视野开阔而深远。匾题“青风”，

以“青”代“清”，既合青山湖之名，又含“清风徐

来，水波不兴”景色宜人意境深远之感。

“仰望星空”（图11）利用原有抽水井艺术性

改造，结合木栈道，串点成线形成亲水性观景廊

道，以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设计带来生态性和亲切

 4  5 

 6  7 

4_ 青山湖绿道样板段主入

口景观“钱王索秀”

5_ “一军十三州”及“还乡歌”

6_  “索秀

7_ “旦夕都邑，动静清和”

8_  “斗柄东向，天下皆春”

9_ 麦穗花瓦寓意丰收

10_  “青风徐来”

11_  “仰望星空”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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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引入墙绘（图12）的表现方式以及水位动态的

变化性，使得抽水井表面的“仰望星空”图案也随

之展现一种流动的美。设计师通过营造积极外部空

间主动的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促使“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的游憩方式成为主流。

城市发展使得部分游憩行为和生活方式慢慢消

失，而青山湖绿道创造并提供了一个回归自然的场

所，诱导与环境契合的游憩行为，同时也是接地气

的，乡土的，有情感记忆的行为方式。

4 乡土材料——保护利用

引借是指从乡土景观元素原型中截取某一个片

段或者部分，它可以是元素中的图案纹样、可以是

材质、可以是色彩、可以是装饰，进行重新组合，

创造出新的景观[11]。从材料技术的角度讲．大多数

乡土景观的建设活动往往选择使用最廉价易得的

建筑材料以及简单的(非专业化)的建造技术[12]。通

过就地取材，直接运用或重新组合加工创新，打造

“源于乡土，高于乡土”的景观。

4.1 砖、石等材料的运用

可直接利用的材料包括部分渣土、砖块、混凝

土块、瓦片、木料、钢材等。将这些废料转化成建

筑材料，再利用，随着土壤的附着、植物的生长，

自然形成生态墙[13]。

“曼陀花漾”（图13）节点主要构景材料是建

筑废弃红砖，以最乡土的砌筑工艺和材料，仿片岩

堆叠的艺术手法，形成各角度均有变化的景墙，

用人的双手创建一个建立在人性化尺度基础上的亲

切的空间；“曼陀”取自青山湖绿道附近“曼陀花

园”产业，“花漾”取自上有草花繁茂、下有湖水

荡漾的景观。红砖与部分白墙的整合利用及乡土自

然元素的结合，包括碎石与石板、青苔的组合铺

地，既保留了就地所取材料的乡土气息，又经过艺

术的加工而创新性的表达。

4.2 乡土植物的运用

乡土植物种群丰富、适应性强；不同的栽植形

式均能反映该地区植物景观的特色，提高景观辨

识度，以植物为载体体现当地固有自然与风土文

化。原基地植物生长混乱，无法形成良好的景观空

间；常绿树为主，缺乏色彩；近湖驳岸被高大植物

遮挡，不能形成良好的临水景观。通过补植、增植

乡土植物，搭配景观小品等手法，提高植物景观质

量，同时又最大限度减少人工的干预，保持生态且

降低成本。例如以现状树种配置草花，结合自然石

块，增加色彩；植物种植考虑花期、花色，形成护

坡并且结合景石、竹制篱笆等乡土材料，营造有生

命的、可生长的、“不完美的”生态植物群落。

4.3 材料组合的运用

在景观表达的过程中，创新的组合属性相近或

相异的乡土材料，可以展现全新的乡土景观感受。

造景材质随时间的推移，木材会腐烂，石头上会长

青苔，在表面留下锈色，逐渐与环境融为一体，更

加自然同时流露出一种“年代美”。乡土材料相比

现代化材料，更能诠释这种美感。

 12 

 13 

12_  “仰望星空”墙绘

13_   “曼陀花漾”

4.3.1 乡土材料创新

青山湖绿道建设以乡土材料及其组合搭配为特

色元素，由于自然资源丰富，可利用的乡土材质种

类及数量都非常可观。“泥山”（图14）:取自绿

道所在位置，即泥山湾村。就地取材，片岩利用、

组合自然素材成景，重现岩石、土壤、植物的自然

现状。“渔人”（图15）是沉积岩山体下的一处小

景，聚合卵石、片岩、刻字等元素，模拟青山水库

打渔场景。“泊客”（图16）充分利用现状石头，

通过篆刻自然成景；打渔自然要泊船，“泊”，有

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之意。以临安目前的经济发展

状态，“泊”来品，也隐喻对外吸引人才及投资。

三处小景体量虽都不大，但设计师于细节中

“精制”乡土，展现乡土的心意。

4.3.2 现代与乡土材料的结合

乡土材料的优点众多．但在景观效果的表达上

还是受到限制，而新材料虽然充满现代感，但是在

体现地方文化上稍显不足，一味使用会造成千城一

面的现象[13]。 

如果用现代新型材料来建造传统乡土景观构成

中的部分元素，使得乡土景观跟随新材料新技术展

现出新的景观效果。乡土与时尚本不冲突，两者的

有机结合更能碰撞出别样的火花，不仅满足了现

代审美要求，也延续了地域文化。本例中选用耐候

钢，因其古朴的锈色与质感，与老砖、花岗岩等传

统材料结合反而相得益彰；其现代感和简约的形式

成为景观的亮点（图17）。

5 乡土技术——现场指导

在初始建造材料中的较低投资往往不得不需要

在材料保养中的较高投入(例如定期的抹灰)来平衡

[12]。因此，在一些关键部分会选用相对昂贵的材料

以及运用比较现代、改良的技术，以减少后期保养

费用，保证景观的持续美观性。

 14-1 

 15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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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_ “泥山”

14-2_  “泥山”

15_ “渔人”

16_ “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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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_ 材料组合

17-2_ 材料组合

18_ 卵石排水

5.1 卵石排水

排水设施做法多样，本例中卵石排水沟作为承

载雨水收集的容器（图18），在暴雨天气可以暂时

储存一部分水量，避免路面积水同时补充地下水。

通过Φ100-200mm大小耦合的自然溪石收边形成的

排水明沟，景观化及乡土化雨水基础设施，是功能

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5.2 景墙砌筑

“钱王索秀”的景墙砌筑采用钢筋混凝土支架，外

砌老砖的方式，在符合功能需求的基础上具有美观性

和耐久性。砂浆砌筑是传统古建做法，用Mu10 等级

以上的砖和M7.5 等级以上的水泥砂浆砌筑墙体，但

在现场指导的过程中发现存在严重的泛碱现象。为了

不影响景观效果，需要改变其工艺工法，代之以灰膏

（黄泥 :石灰 :桐油=5:4:1）砌筑的方式，更为坚固

及美观，即砌筑后需灰膏勾缝，缝宽 1cm，缝深 1cm，

勾缝整齐，材料组合衔接自然，避免过于规则。

现场指导过程会出现部分理论设计阶段忽视的

实际问题，而景观的效果并不止于竣工之时，一个微

小的瑕疵经过时间积累很可能会严重影响景观质量，

因此需要设计师以一种追求完美的心态予以解决。

6 结论与反思

现代的都市环境已经失去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清

新感和让人留恋的亲切感，通过绿道的建设使它

重新回到生活中。设计需要创新，而乡土是创新一

个很好的切入口，合理、充分、有机的运用乡土素

材，使景观设计真正回归到人与生活的本质中。

此外，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实际景观效果并

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景观细节还可精益求精，

在小尺度上的把握可以进一步斟酌。临安青山湖绿

道沿线的乡土景观营造并非简单的聚合，“乡土设

计”也并非是口号，而是通过有机的结合、艺术再

创造承载历史文化信息；通过乡土场所，乡土材料

和乡土工艺来用心感知乡土，用心运用乡土，用心

营造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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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Evaluation System Of Urban Green Spa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ow-carbon Economy

金敏丽  陶一舟 / Jin Mingli  Tao Yizhou

低碳经济背景下城市园林绿地评价体系的研究

【摘 要】从低碳经济角度出发，分析了国内低碳城市园林绿地建设的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采用绿地建设
全周期调查分析方法，来建构城市园林绿地评价体系。通过对城市园林绿地设计、施工及管理等建设环节的
研究，将评价因子分为3大类、11中类、32小类。
【关键词】城市园林绿地；低碳经济；评价体系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ow-carbon economy, the present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and assessment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green space construction, to formulate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urban 

green space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researches and their problems. By investigation on the design of green space, 

evaluation factors were classified into 3 categories,  including 11 and 32 sub-categories.

Key words: Urban green space；Low-carbon economy；Evaluation system

1 前言

低碳即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当今世界已经进入

低碳时代，低碳已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核心议题。

自《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由气候变化而引起的

全球温度上升问题，日益受到各国的关注。

城市园林绿地具有改善生态环境、增加碳储量

等功能，已经成为低碳城市建设的有效手段，尤其

是对碳排放量大的城市来说，城市园林绿地的建设

至关重要。因此，在低碳城市发展建设中，如何增

加碳储汇、减少碳排放，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园

林绿地是一个值得急需探讨的问题，这不仅能提高

绿地的生态效益，同时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

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探

讨城市园林绿地的评价体系显得尤为紧要与迫切。

2 我国目前低碳城市园林绿地的研究现状及

存在问题

2.1 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主要从低碳城市规划、低碳交通、低

碳建筑、林业碳汇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形成了比较

完善、深入的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而低碳城市园

林绿地建设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包括以下几

种类型：

2.1.1 宏观层面的研究

宏观层面包括两种专业背景的低碳绿地研究。

城市规划背景的研究，主要从城市的总规、控规、

修规层面提出基于低碳城市建设的绿地控制手段及

内容[1-3]；风景园林背景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低碳背

景下的城乡绿色空间、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策略研

究[4-6]。

2.1.2 中观层面的研究

中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于低碳风景园林建

设的相关研究[7，12]。

2.1.3 微观层面的研究

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园林低碳技

术研究，目前主要包括节水技术、水净化循环技

术、太阳能生物能与园林结合的工程技术以及废弃

物循环利用技术[13，14，16]；碳排放测算研究，以植物

的碳储量测算研究为主，也有部分园林工程材料碳

排放的测算研究[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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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存在问题

2.2.1 相关研究不够深入 

迄今为止，风景园林学科对低碳园林绿地的理

论研究不够深入，近期关于优秀低碳园林绿地案例

不多。自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之后，国内风景园

林学界开始关注低碳，并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低碳与

风景园林建设的研究热潮。《中国园林》曾在2010

年第6期中以低碳作为一个专题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优

秀论文，后续除植物碳汇方面一直有学者在做持续

研究外，其他相关方面的研究较少，低碳园林没有

形成一个研究领域，对低碳园林的建设作用指导有

限。

2.2.2 对绿地中植物碳汇认识的误区

由于植物的碳汇功能显著，普遍认为增加绿地

面积、提高绿化覆盖率是低碳城市建设的有效途径

之一。但是从城市建设的角度分析，城市绿地面积

的增加势必会使城市其他用地减少，各类用地必须

达到一种适合城市发展的最合理配比。一般来讲，

城市园林绿地占城市用地的30%左右，而真正发挥

较大碳汇功能的为其中10-15%的大型集中绿地，其

余为各类用地中配套的附属绿地，面积小分布散，

碳汇功能有限。同时，园林绿地中发挥碳汇功能的

是植物绿化用地，而高碳汇能力主要取决于种植的

乔木面积[20]。以公园为例，绿地面积占65%，而绿

地中又有乔灌草不同组合的群落结构，平均植林率

约为绿地面积的60%，即真正发挥高碳汇功能的绿

地面积为公园面积的40%左右[18]。因此，一味地强

调提高绿地面积、提升绿化覆盖率既不科学也不合

理。

表1  我国低碳城市园林绿地的研究现状统计表

研究层面 低碳园林绿地建设的研究方向

城市总体规划
城市详细规划（控规、修规）

宏观 城乡绿色空间规划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低碳城市园林绿地建设

中观 低碳风景园林建设

工程技术

微观 植物碳汇
工程材料碳排放

2.2.3 对绿地中的碳排放源认识不足

城市园林绿地建设的要素中，除了植物有碳汇

功能外，其余要素的建设都是碳排放源，这其中也

包括植物的种植过程。城市中的大型公园及建成区

内的郊野公园，由于其自身需满足各种功能，内

部道路、建筑及其它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使用及

养护都会涉及碳排放。不同的材料、不同的产地、

不同的施工技术与养护方法都影响着碳排放量。另

外，现今的居住区绿地建设，尤其是那些所谓的

“高档”小区，往往运用昂贵的进口材料、种植大

树、后期高成本的养护等，不惜花血本建设的绿地

是“高碳”园林绿地的典型代表。

3 低碳经济背景下园林绿地评价体系研究的

意义

首先，目前对低碳园林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

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微观层面的研究。通过对低碳

城市园林绿地建设的内涵进行深入探讨，初步构建

宏观的评价体系，从而积极推动城市低碳经济与园

林绿地的和谐发展。

其次，我国现行的《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

以及园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等评价标

准，主要是针对建设和管理的结果进行指标评价，

而缺少对过程的管控。因此，在现实中，高绿地率

的建设结果有可能是高碳排放的过程导致。另外，

现有评价主要是针对园林植物，不能涵盖整个绿地

建设的内容。评价标准的构建，可以使园林建设更

理性、更科学，从前期介入、过程控制到后期管理

使用，建立一个全过程的评价体系，对园林的动态

控制与科学管理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再次，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专业已从宏观与微

观层面对低碳城市建设做了深入的研究，作为三足

鼎立之一的风景园林专业，进行体系研究，可以有

效对研究领域进行上下衔接，对共建低碳可持续的

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4 低碳经济背景下城市园林绿地评价体系的

构建

4.1 研究内容的界定

4.1.1 城市园林绿地的定义

本文研究的城市园林绿地，是指城市中通过人

工建设或部分改造而成的园林绿地，不包括原生态

的自然山林地、湿地等类型的绿地。

4.1.2 研究范围

研究的城市园林绿地涵盖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

的所有园林绿地，包括城市中已经建成的园林绿地

与已规划未建设的园林绿地。

4.1.3 研究内容

研究不涉及宏观层面的城乡绿地格局或城市绿

地系统，也不以某一类园林绿地为研究对象，而是

将城市园林绿地作为研究主体，探讨一种适用于所

有城市园林绿地的，贯穿建设、管理与使用全过程

的低碳排放评价体系框架，从而来指导城市园林绿

地的可持续发展。

4.2 研究的前提要素

城市中的园林绿地除了满足低碳、生态之外，

同时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游憩、集散交流、娱乐

活动、康体健身等的场地，并且也是反映城市文化

特征、城市风貌的重要载体。因此本文仅从低碳角

度来评价城市园林绿地建设。

4.3 体系结构

通过城市园林绿地建设全周期的低碳评价，研

究主要从绿地设计、施工建设、管理养护三个方面

来对园林绿地进行全过程的综合体系构建。

4.3.1 绿地设计

目前国内的城市园林绿地建设，在四个评价环

节中，低碳园林建设与绿地设计阶段结合较好，尤

其是在方案设计阶段，设计师会提出低碳生态的思

想且有一定的低碳技术路线。在本环节的评价标准

中，通过建立各项指标、数据来进行控制。主要包

括基地现有资源利用率、本地材料使用率、生态材

料使用率、绿地率和绿地质量。

（1）基地资源利用率

主要针对设计地块内原有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

有效利用程度。包括场地内原有植物的原地保留或

移植再利用；地形水系设计结合原有标高，尽量

做到土方平衡，且水系最好有活的水源可以利用；

建筑、道路等原有硬质景观的保留或材料的再利用

等。对基地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减少碳排放

量，同时也可以降低设计成本。

图1  低碳标准城市园林绿地评价对策图

图2  低碳标准城市园林绿地评价框架图

（2）本地材料使用率

园林绿地建设中园林材料品种有很多，包括硬

质的石材、木材、刚材等园林材料，同时也包括软

质的绿化植物材料。本地材料的选择使用既可以减

少运输环节，节约购买成本，同时又能体现浓郁的

本土特色与地域文化。

（3）低能耗材料使用率

生态材料主要是指在园林绿地建设中，既能满

足绿地自身功能，同时又具有可回收、可渗透、低

维护、循环利用等特性的材料。其中也包括低养护

成本、少管理的植物材料的选用。

（4）绿地率

现有绿地范围内，在满足绿地休闲、游憩等自

身功能的基础上，积极提高绿化用地面积，提升单

位面积的绿地率，发挥城市园林绿地的生态效益，

增加碳汇储量。

（5）绿地质量

在保证绿地面积的同时，绿化用地质量的提升

有助于植物群落的长期固碳效应。绿地质量提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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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加大绿地中上层乔木的种植比例，营建层次丰富

的植物群落结构，形成相对稳定的植物群落系统等

因素。

4.3.2 施工建设

施工建设阶段是实现园林绿地低碳建设的重要

中间环节。在施工建设中必须严格保证建设过程

的低碳化。主要包括节水、节能、节材、种植等技

术，一方面保证节约型园林的建设，另一方面也保

证植物的成活率及生长。

（1）节水技术

在施工过程中，通过各种节水技术手段，达到

节约水资源的目的。包括雨水回收利用、水体净化

表2 城市园林绿地评价指标

评价层次 评价内容 评价因子

竖向设计结合原有地形水系

周边水源的利用

基地资源利用率 建筑的保留或材料的再利用

道路的保留或材料的再利用

原有植物的原地保留或移植再利用

园林硬质材料（石材、木材、钢材等）

本地材料使用率 市政配套相关材料

园林植物

绿地设计 可回收

低能耗材料使用率
可循环利用

低维护成本

可渗透性

绿地率
绿化面积

园林绿地总面积

植物种植结构

绿地质量 乔木种植比例

种植密度

节水技术
雨水回收

水体净化

节能技术
太阳能转化利用技术

生物能源转化利用技术

施工建设 节材技术 切割技术

大树移植技术

种植技术 反季节种植技术

高成活率技术

低碳教育宣传

绿地管理 低碳绿地建设展示

低碳绿地建设考核

管理养护 植物养护

绿地养护
防护管理

修复更新

保洁

等园林节水技术。

（2）节能技术

在施工过程中，采取先进的技术来节约能源，

园林中的节能技术主要包括太阳能转化利用、生物

能的转化利用等技术。

（3）节材技术

在施工过程中，采取先进的技术来节约材料，

切割技术。

（4）种植技术

提高植物的成活率，提供植物良好生长的外部

条件，包括大树移植、植物反季节施工等技术。

4.3.3 管理养护

园林绿地管理养护具有动态性、持续性的特

征，是保证绿地在使用中长期发挥低碳效应的根

本。评价指标包括绿地管理和绿地养护。

（1）绿地管理

园林管理主要是基于绿地使用者的引导与管理。

在城市园林绿地的管理中，贯彻低碳理念，结合绿地

景观设计开展低碳教育引导，设置宣传栏、低碳景观

展示角等内容，对游人的行为进行积极引导。

（2）绿地养护

园林养护主要是基于绿地本身的管理。目前，

园林养护管理有相关的标准规范，从低碳角度出台

相关制度，来进一步落实养护管理规范的具体落实

与实施。评价标准主要包括植物养护、防护管理、

修复更新与保洁等方面。

5 小结

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中国政府在 2009 年公布了

温室气体碳减排目标，这对于具有碳汇功能的城市园

林绿地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低碳经济背景下城市园

林绿地评价体系的研究，对于降低园林绿地建设中的

碳排放，增加绿地的碳储汇功能，最大程度发挥园林

绿地的生态效益，都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推

进城市园林绿地建设的科学性、合理性。

从园林建设全周期来探讨了低碳经济背景下城

市园林绿地评价体系的建立，从各个角度、各个层

面来进行贯彻落实与具体执行。当然，评价体系会

随着低碳城市的发展及相关技术研究的深入而不断

更新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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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ing Design For Constructing Butterfly Habitat In Hangzhou

任一涵  杨 凡  史 琰  包志毅 / Ren Yihan  Yang Fan  Shi Yan  Bao Zhiyi

杭州地区构建蝶类生境的植物景观设计

【摘 要】蝶类是具有较高观赏价值和生态价值的昆虫。通过构建蝶类生境来保护和招引蝶类对于提高城市
绿地的景观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相关文献研究，分析蝶类对于城市绿地的价值及其生态习性。并以杭州
地区为研究范围，结合文献，统计有记载的具有观赏价值的寄主植物和蜜源植物。再结合杭州地区城市绿地
植物景观及蝶类活动情况的调查与分析，总结杭州地区蝶类活动频繁的植物景观特点，探讨杭州地区构建蝶
类生境的植物景观设计方法，为城市绿地蝶类生境的恢复及营造提供参考。
【关键词】植物景观；蝶类生境；观赏植物

Abstract: Butterflies are insects with high ornamental value and ecological value. Construction of butterfly habitat for 

protecting and attracting butterflies is significant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rban green spaces. The paper analyzed 

the ecological habits of butterfly and its value for urban green spaces.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Hangzhou area, 

the data of recorded species of host plants and nectar plants with ornamental value were collected.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butterfly activities in urban green space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nting design with high frequency butterfly activities in Hangzhou. Then explored the method to construct butterfly 

habitat in planting designs in Hangzhou, and to offer a reference for the rest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butterfly 

habitat in urban green spaces.

Key words: Planting design; Butterfly habitat; Ornamental plants

蝶类，外形美丽，飞行姿态优美，深受人们的

喜爱。早在2300年前的战国时期，在《庄子·齐物

论》中就有“庄周梦蝶”的典故，将蝴蝶看做向

往超然人生的浪漫主义者的理想化身[1]。在1950年

的沙越（马来西亚）还发行了世界上首枚纯蝶邮票

[2]，可见人们对蝴蝶的喜爱。进入20世纪，伴随人

类对活体蝴蝶的捕捉及其生境的破坏，野生蝶类越

来越少的出现在人们视野中，人们对活体蝴蝶的欣

赏更为渴望。于是1966年在日本东京设立了世界上

首个观赏活体蝴蝶的蝴蝶园，此后，全世界建有各

式蝴蝶园200多个，中国包括台湾在内就有30余个

[3]。目前人工养殖蝴蝶的技术已经趋于成熟，但这

终究不能解决野生蝴蝶逐渐减少的问题。为缓解

这一现象，从20世纪末期开始，国外很多学者通过

调查和研究半自然条件下的蝴蝶栖息地及其多样

性[4]-[6]，尝试用植被管理的方式维持和保护蝴蝶的

栖息地[7]。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尝试探讨如何在

城市园林中招引和保护包括蝴蝶在内的城市野生动

物，但仍处于起步阶段，还需深入研究。本文将在

前人的基础上，探讨如何从植物景观设计角度，构

建蝶类生境，将野生蝶类引入城市。

1 蝶类生态习性及其景观价值

了解蝶类生态习性及其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是

构建蝶类生境植物景观的关键。通过植物景观设计

来构建蝶类生境，是吸引野生蝶类，体现蝶类景观

价值，提高城市绿地观赏性和趣味性的有效途径。

1.1 蝶类的生态习性

蝶类是变温动物，对气温、湿度、光照的变化

非常敏感，尤其是成虫，其活动旺季常在春夏交接

的4-6月及秋季的9-10月。蝶类的成虫喜欢有阳光

且气温舒适的气候条件，但其栖息环境则随种类差

别很大[8]。

蝶类是完全变态的昆虫，幼虫和成虫在生态习

性上完全不同。蝶类在幼虫阶段最主要的食物来源

于相应的寄主植物，而成虫阶段最主要的食物来

自蜜源植物。一般而言，雌蝶不会离开寄主植物太

远，雄蝶则常远离其生长环境来到山谷、平川或河

流边上活动[9]。相关研究表明蝶类对红、黄、蓝、

紫色的访问次数高于白色和粉色花，且蝶类偏好访

问群集花序或花蜜含量丰富的花朵[10]。

由以上可知，构成蝶类生境的因素有很多，包

括光照、水分、温度、湿度、风等非生物因子和植

物、动物等生物因子，其中植物占据了主导位置。

植物不但是组成蝶类生境重要骨架还是蝶类主要的

食物来源，对蝶类的生存有很大的影响。

1.2 蝶类的景观价值

蝶类被称为‘会飞’的花，具有较强的观赏

性。比如凤蝶科和斑蝶科的蝶类体型硕大、色彩明

艳，绢蝶科和环蝶科飞行姿态优美，粉蝶科颜色素

雅，具有群集性，蛱蝶科则翅型多变。（详见表1）

目前蝶类的景观价值主要体现在活体蝴蝶园

内。活体蝴蝶园，四季有花，蝶类品种繁多，游人

能与蝶类进行近距离的交流。与普通景观相比，带

有蝶类活动的景观更具多层次的景观体验，并富有

更高的游赏乐趣，但因其空间狭小，对蝶类的繁衍

表1 观赏价值高的蝶类观赏特性

科 体型 翅 活动特征

凤蝶科 中型及大型
色彩鲜艳，底色多黑、黄或白，有
蓝、绿、红等颜色的斑纹

行动迅速，活动于丛林、苗圃处

绢蝶科 中型 颜色为白色或蜡黄色 行动缓慢，活动于海拔高处

粉蝶科 多为中型
颜色较素淡，多为白色和黄色，有黑
色斑纹，前翅顶角常黑色

行动缓慢，部分种类喜群集

斑蝶科 中型或大型
色彩艳丽，主要为黄、红、黑、灰或
白色，有的有闪光

飞翔缓慢，优美，有群栖性

环蝶科 中型或大型
颜色多暗不鲜艳，多为黄、黑、灰、
棕、褐或蓝色，翅上有大型环状纹

飞翔波浪式，忽上忽下，活动于密
林、竹丛处

蛱蝶科
多中型或大型，

少数小型
翅型和色斑变化大，少数种模拟斑蝶 飞翔迅速，活动于低地处

和生存不利。如果能在室外通过植物景观的营造，

将当地野生的蝶类吸引到城市绿地中，不但有利于

蝶类的繁衍和生存，还能将蝶类的景观价值最大

化，为人们提供一个认识蝶类，与蝶类亲密接触的

机会。

2 杭州地区蝶类资源概况

杭州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处于中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植被带。全市地形复杂，大部分属浙西中

低山丘陵，最高海拔仅为1787m，小部分属浙北平

原，地势平缓，水网密布；气候温润，雨量充沛，

四季分明，植物种类丰富。这些良好的自然条件为

蝶类的繁衍生存提供了基础[11]。

在蝶类的分布上，杭州市处于长江中下流域，

是热带和温带蝴蝶种类的过渡地带，但与热带季雨

林区相比，蝴蝶种类明显较少，翅面颜色也较为素

雅[8]。对于杭州市的蝴蝶资源调查，于炜于2009年

以西湖风景区和西天目山为调查地点，统计出蝶

类12科，76属，113种[12]，占浙江省蝶类总量①的

31%，其中有记载的优势种4科，分别是凤蝶科、粉

蝶科、眼蝶科、蛱蝶科。因此，杭州地区的蝶类资

源丰富且观赏性强。

3 蝶类生境的植物景观构建

植物对构建蝶类生境具有重要作用，它既是构

建生境的主要材料，又能营造空间调节小气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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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类在室外的繁衍和生存息息相关。因此在室外蝶

类生境的构建中，应注重植物的运用，选用相应的

寄主植物及蜜源植物，结合植物造景的手法，创造

既美观又适宜蝶类繁衍的空间环境，将野生蝶类引

进城市绿地。

3.1 杭州地区蝶类丰富的植物景观调查

杭州风景秀丽，城市绿地资源丰富，却很少能

看见蝴蝶的踪影。首先通过文献查阅，发现大多数

城市绿地，活动的蝶类较少且种类单一，但在一些

人为活动少、自然环境好的公园如杭州江洋畈生态

公园、杭州西溪湿地国家公园，蝶类活动频繁且种

类丰富。然后通过实地走访这类公园，将其与普通

表2 杭州蝶类丰富的植物景观调查

地点 江洋畈生态公园 西溪湿地国家公园 花港观鱼

地形 谷地 平地 平地

植物空间类型

以半开敞空间、完全封闭
空间和垂直空间为主，覆
盖空间少，无严格意义上
的开敞空间

以开敞空间和半开敞空间为主，
垂直空间、覆盖空间少，无严格
意义的完全封闭空间

以半开敞空间和覆盖空间
为主，垂直空间少，无严
格意义的完全封闭空间和
开敞空间

植物种类

共 4 7 科 1 2 3 种 ， 多 为
一 二 年 生 、 多 年 生 草
本 植 物 ， 且 野 生 植 物
较 多 。 优 势 种 为 南 川
柳(Salix rosthornii)、
芦 苇 ( P h r a g m i t e s 
australis)、荻(Triarrhena 
sacchariflora) [13]

126科474种，多为一二年生、
多年生草本植物，且野生植物
较多。优势种为柿(Diospyros 
kaki)、苦楝(Melia azedarach)、
垂柳(Salix babylonica)、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芦
苇、再力花(Thalia dealbata)、鸢
尾(Iris tectorum) [14]- [17]

63科196种，多为常绿阔叶
树，混植落叶阔叶树。基
调树种为广玉兰(Magnolia 
g r a n d i f l o r a )，骨干树
种为枫香(Liquidambar 
formosana)、香樟、朴树
(Celtis sinensis)、悬铃
(Platanus acerifolia) [19]

水源 湿地 湿地、溪 湖、溪

人为干扰
人 流 量 小 （ 除 部 分 季
节），无夜游，管理粗放

人流量适中（除部分节点），无
夜游（除部分节点），管理粗放

人流量大，开放夜游，管
理精致

蝶类种类 7科55种[14] 8科44种[18] 无文献记载

图1  江洋畈生态公园植物空间       图2  西溪湿地国家公园植物空间                                          图3  花港观鱼植物空间

城市公园做比较（表2），可以发现这类公园大多植

物空间类型丰富，以半开敞空间为主，草本植物较

多且野生植物资源多样，人为干预较少，并且具有

水源。

3.2 杭州地区推荐的植物种类

根据蝶类的习性，在植物选择上应以为幼虫提

供食物的寄主植物和为成虫提供食物的蜜源植物为

主。无论是寄主植物还是蜜源植物，都要选择乡土

植物，因为乡土树种具有更好的适应性，且乡土树

种比改良较多的观赏栽培种有更高的吸引力[20]。

蝶类幼虫对寄主植物的选择具有专一性。由于

蝶类幼虫食性狭窄，不同科属蝶类幼虫只采食个别

表3 杭州地区适用的部分寄主植物

生活型 科名 植物名 寄生蝶类科名

松科 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 眼蝶科、蛱蝶科

杉科 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 眼蝶科、灰蝶科

樟科
香樟、浙江楠（Phoebe chekiangensis）、
檫木（Sassafras tzumu）、

凤蝶科、蛱蝶科

乔木 榆科
朴树、小叶朴（Celtis bungeana）、
榉树（Zelkova schneideriana）、榔榆（U. parvifolia）

蛱蝶科

壳斗科
短柄枹栎（Quercus serrata var. brevipetiolata）、
栓皮栎（Q. variabilis）、槲树（Q. dentata）

粉蝶科、眼蝶科、
蛱蝶科、灰蝶科

杨柳科 垂柳、加杨（Populus × canadensis） 蛱蝶科

含羞草科
合欢（Albizia julibrissin）、
山皂荚（Gleditsia japonica）

粉蝶科、蛱蝶科

山茶科 油茶（Camellia oleifera） 蛱蝶科

锦葵科 木槿（Hibiscus syriacus）、木芙蓉（H. mutabilis） 蛱蝶科

小乔木及灌木 蔷薇科
李（Prunus salicina）、杏（P. armeniaca）、
桃（P. persica）、梅（P. mume）、月季（R. chinensis）

粉蝶科、蛱蝶科、
灰蝶科

蝶形花科
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
美丽胡枝子（L. formosa）

粉蝶科、蛱蝶科、
灰蝶科

槭树科 鸡爪槭（Acer palmatum） 蛱蝶科

马兜铃科 马兜铃（A. debilis） 凤蝶科、绢蝶科

堇菜科
紫花地丁（Viola philippica）、三色堇（V. tricolor）、
堇菜（V. verecunda）

蛱蝶科

藤本及地被
十字花科

芸苔（Brassica campestris）、
羽衣甘蓝（B. oleracea var. acephala）

粉蝶科

蝶形花科
紫苜蓿（M. sativa）、白车轴草（Trifolium repens）、
多花紫藤（Wisteria floribunda）

粉蝶科、蛱蝶科、
灰蝶科

酢浆草科 酢浆草（Oxalis corniculata） 灰蝶科

禾本科 五节芒（M. floridulus）、结缕草（Zoysia japonica） 环蝶科、弄蝶科

棕榈科 棕榈（Trachycarpus fortunei） 环蝶科
棕榈及竹

禾本科
毛竹（Phyllostachys pubescens）、淡竹（P. glauca）、
孝顺竹（B. multiplex）、佛肚竹（B. ventricosa）

环蝶科、眼蝶科、
弄蝶科

科属寄主植物的茎叶。因此在寄主植物的选择上，

要尽量丰富，根据不同种蝶类幼虫的喜好，选用不

同种的乔木、灌木、多年生草本植物等，以增加蝶

类种类。

根据以上特点，通过对《中国观赏蝴蝶》《园

林树木1600种》、《浙江植物志》、《中国植物

志》等相关资料的统计、分析，整理出有记载的在

杭州地区城市绿地适用的寄主植物。其中乔木15

科，27属，40种；小乔木及灌木7科，18属，32种；

藤本及地被18科，30属，45种；棕榈及竹2科，6

属，10种（表3）。

蝶类成虫对蜜源植物的采食不具有专一性，大

部分的多蜜开花植物均可为蜜源植物。由于蝶类活

动的旺季在春夏交接的4-6月及秋季的9-10月，笔

者通过自身观察和对《蝴蝶园设计建设与管理》、

《城市水体生态区野生生物栖息地植物景观设计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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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春夏季吸引蝶类的部分蜜源植物

中文名 学名 科属 花色 花期 吸引蝶类科名

合欢 Albizia julibrissin 含羞草科合欢属 粉红色 6-7月
凤蝶科、斑蝶科、
粉蝶科、蛱蝶科

女贞 Ligustrum lucidum 木犀科女贞属 白色 5-7月
凤蝶科、粉蝶科、

蛱蝶科

绣球荚蒾 Viburnum macrocephalum 忍冬科荚蒾属 白色 4-5月 凤蝶科、粉蝶科

柑橘 Citrus reticulata 芸香科柑橘属 白色 4-5月 凤蝶科

粉花绣线菊 Spiraea japonica 蔷薇科绣线菊属 粉红色 6-7月 蛱蝶科

忍冬(金银花) Lonicera japonica 忍冬科忍冬属 白色和黄色 4-6月
凤蝶科、粉蝶科、

蛱蝶科

马缨丹 Lantana camara
马鞭草科
马缨丹属

黄色或橙黄色 全年 各科蝶类

大叶醉鱼草 Buddleja davidii 马钱科醉鱼草属 淡紫色 5-10月 各科蝶类

表5 秋季吸引蝶类的部分蜜源植物

中文名 学名 科属 花色 花期 吸引蝶类科名

木槿 Hibiscus syriacus 锦葵科木槿属 淡紫色 7-10月
凤蝶科、粉蝶科、
蛱蝶科、弄蝶科

柳叶马鞭草 Verbena bonariensis
马鞭草科
马鞭草属

紫红色或淡紫色 7-10月
凤蝶科、粉蝶科、
蛱蝶科、弄蝶科

醉蝶花
Tarenaya 

hassleriana
山柑科白花菜属

白色、粉色
或淡紫色

7-9月 各科蝶类

千屈菜 Lythrum salicaria 
千屈菜科
千屈菜属

紫红色 7-9月 凤蝶科、粉蝶科

大花金鸡菊
Coreopsis 
grandiflora 

菊科金鸡菊属 黄色 5-9月
凤蝶科、粉蝶科、蛱蝶
科、灰蝶科、弄蝶科

红花酢浆草 Oxalis corymbosa 
酢浆草科
酢浆草属

淡紫色至紫红色 3-12月 粉蝶科、灰蝶科

探》、《中国植物志》、《园林花卉实用手册》等

相关资料的查阅，得出以上两季浙江地区适用吸引

蝶类的蜜源植物。这些蜜源植物通常具有较长的花

期，鲜艳的花色，花大或多蜜或群集花序，成片栽

植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表4、5）

3.3 蝶类生境构建的植物景观模式

通过对蝶类生态习性和栖息地的植物景观分

析，发现蝶类在幼虫阶段需要寄主植物和隐蔽的空

间，而在成虫阶段不但需要寄主植物和蜜源植物，

还需要开敞或半开敞的空间，接近水源并无强风干

扰。由此可以得出构建城市绿地中蝶类生境的植物

景观模式，该模式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保护

蝶类幼年阶段为目的，称为保育模式，另一种以招

引蝶类成年阶段为目的，称为观赏模式。两种模式

在构建方式上不同（表6），但总体上相互联系，

相辅相成。在场地选择上，为不影响正常的景观

需求，保育模式应设立在城市绿地中的“景观盲

区”，即人流量较少的偏僻区域增设，而观赏模式

应设立在距保育模式所在“景观盲区”不远的重要

节点处。无论是保育模式还是观赏模式，在环境选

择上，都需要满足蝶类的生境需求，避免处在风口

地带，周边需有水源，最好有自然的地形起伏。通

过这两种景观模式的合理搭配，可以在城市绿地中

构建观赏及繁衍蝶类的小生境。

3.4 杭州地区推荐的植物群落配置

通过调查杭州蝶类活动频繁的公园，如江洋畈

生态公园和西溪湿地国家公园，发现有以下共通

点：一是公园内有结构复杂的植物群落；二是公园

内含有寄主植物和蜜源植物；三是公园内蝴蝶多出

现在花境、花带等花量大的地段。可见杭州地区蝶

类活动频繁的植物群落配置除了要有多层次的群落

结构，还要有寄主植物和蜜源植物。同时为满足蝶

类不同生长期的需求，结合杭州地区适用的寄主植

物和蜜源植物，以及实地的空间形态，得出不同景

观模式下的推荐群落配置。

3.4.1 适合保育模式的植物群落配置

该模式的配置，多出现在公园的非核心区，通

常具有多层次的复合结构，寄主植物丰富，景观效

果一般，较为隐蔽。

1）鹅掌楸、马尾松、小叶朴—鸡爪槭、油茶—

雀梅藤、酢浆草、蓟，除蓟外均为寄主植物，蓟为

蜜源植物，花期6-9月，适合凤蝶科、眼蝶科、蛱

蝶科、粉蝶科和灰蝶科的蝶类繁衍。

2）柚、刺槐、麻栎—枇杷、西府海棠—金叶甘

薯、白车轴草、忍冬，均为寄主植物，其中西府海

棠、白车轴草和忍冬同时为蜜源植物，总花期4-11

月，适合凤蝶科、眼蝶科、蛱蝶科、粉蝶科和灰蝶

科的蝶类繁衍。

3）青冈栎、合欢、毛白杨—枳、胡枝子、木

槿—马利筋、紫花地丁、蓝花鼠尾草，除蓝花鼠尾

草外均为寄主植物，其中胡枝子、木槿、马利筋、

紫花地丁和蓝花鼠尾草为蜜源植物，总花期2-10

月，适合凤蝶科、斑蝶科、眼蝶科、蛱蝶科、粉蝶

科和灰蝶科的蝶类繁衍。

3.4.2 适合观赏模式的植物群落配置

该模式的配置多见于入口等人流量多的地段，

通常视野开阔，地形不限，有的甚至有大面积的斜

坡例如江洋畈生态公园的枕霞廊，蜜源植物丰富，

景观效果好。

1）合欢—芸苔/大花金鸡菊，均为蜜源植物，

其中芸苔和大花金鸡菊轮作，总花期4-9月，适合

开敞空间。

2）无患子—波斯菊/柳叶马鞭草，除无患子外

均为蜜源植物，其中波斯菊和柳叶马鞭草轮作，总

花期5-10月，适合开敞空间。

3）合欢、香樟—木槿—粉花绣线菊、佩兰、蓟、

马缨丹、大花马齿苋、百日草，除香樟外均为蜜源植

物，总花期 4-11 月，适合有地形的半开敞空间。

4 蝶类生境的植物景观特点探讨

4.1 寄主植物的专一性

蝴蝶幼虫食性分化明显，不仅在蝶种之间变化

大，同种蝴蝶在不同地理种群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寄

主[8]，但一个区域范围内的一种蝶类幼虫只依赖一

个科或几个近缘科的几种植物。因此蝶类幼虫对寄

主植物的选择具有专一性，要吸引多种野生蝴蝶，

就需要栽种对应的寄主植物。

4.2 植物种类的多样性

虽然大多蝶类为中性昆虫，对园林植物的危害

不大，但为避免单种蝴蝶泛滥影响园林植物的生

表6 蝶类生境构建的植物景观模式

模式 保育模式 观赏模式

地形 坡地、谷地 坡地、平地

空间类型 半开敞空间、垂直空间 半开敞空间、开敞空间

植物结构
前景采用少量低矮的蜜源植物，背景以寄
主植物为主，营造多层次的复合植物结构

前景以低矮的蜜源植物为主，可点缀几棵孤
植的高大蜜源植物，背景则采用观赏效果好
的园林树种

蝶类主要活动 幼虫的生长、成虫的交配、产卵 成虫的觅食、寻找配偶、交配

场地 景观盲区 重要节点

图示 图4、图5 图6、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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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避免大量片植同种植物。非开敞的植物空间需

增加植物层次，以小乔木、灌木、地被、藤本等为

主。通过丰富植物的种类，来保证蝶类种类的多样

性及种群数量。

4.3 植物空间的丰富性

蝶类从幼虫阶段长到成虫阶段，需要的活动空

间是不断变化的，这意味着蝶类需要多样的空间形

式以满足生存需求。例如：蝶类在幼虫阶段喜欢隐

蔽的空间，成虫阶段喜欢半开敞和开敞空间。因此

在植物景观设计上就要充分考虑到多层次的空间形

式，设置包括草坡、花田在内的开敞空间，小型草

坪或林缘花带等半开敞空间和密林这样的完全封闭

空间。

4.4 后期管理的特殊性

蝶类作为一种昆虫，对其生境植物的后期管理

上要减少农药的喷洒，可以使用生物和物理防治

的手段来替代化学防治手段，从而较好的控制种群

数量。除此之外，在杂草的管理上，不影响景观

效果的杂草尽量保留，因为通过梳理文献，发现有

记载的寄主植物中，多数寄主植物为野生植物，甚

至是自然生长的杂草，例如粉蝶科的暗脉菜粉蝶、

黑纹粉蝶就喜欢十字花科的碎米荠（Cardamine 

hirsuta）。所以在后期管理中，以单种蝶类不泛滥

成灾为前提，减少农药使用，丰富植物种类，从而

使景观最优化。

5 结语

早在上世纪末，西方就有用植被管理的方法维

持和保护温带人为环境下的蝶类栖息地的研究报

告。运用植物景观设计的手法，在城市绿地构建蝶

类生境，将野生蝶类引入城市绿地的研究是值得探

讨的。这不但能够为城市添加活力，而且能丰富城

市的生物多样性，对维持城市生态系统具有帮助。

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尊重蝶类原有的生态环境，用

蝶类的视角营造园林景观，激发民众的生态意识，

从而客观地认识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注释】                                                                                              

①  以《中国蝶类志（修订本）》为主要依据，筛选书中记录的蝶类

分布地以及最新浙江地区蝴蝶研究动态，统计出浙江省蝶类共12

科，174属，366种。

②  图表来源：表1内容引自参考文献[9]；表3内容整理于参考文献

[8]、[21]-[29]表4内容整理于参考文献[3]、[29]-[31]；表5内容整理

于参考文献[3]、[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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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Design Of Zhuxuan Garden Of Liangzhu·Xunzhuang

赵宇坤  周铭翔  谢 云 / Zhao Yukun  zhou Mingxiang  Xie Yun

良渚·荀庄竹轩庭院景观设计

【摘 要】本文主要阐述了良渚·荀庄小区一家庭院的景观设计方案，为了在小空间内给业主提供一个宁
静、清新的休闲环境，运用白沙、置石、绿岛、水钵，结合植物配植以及木平台铺装，营造出幽远、静谧，
充满禅意的现代“枯山水”空间。
【关键词】荀庄庭院；景观设计；功能分区；现代枯山水

Abstract:  A landscape design plan was made for a home garden of Liangzhu·Xunzhuang community. In order to 

provide a quiet, elegant, relaxed atmosphere in a small space, we created a remoter charming, tranquil, and Zen-

Karesansut garden by white sand, stone, green island, stone bowl, plants and wooden platforms.

Key words: Garden of Xunzhuang； Landscape design；Sectorization；Modern dry landscape

引言

该项目是杭州良渚·荀庄小区中的一栋排屋庭

院，位于杭州市西北部，距离杭州市区约18km，紧

靠良渚博物馆和南侧山体，附近拥有美丽洲公园、

良渚博物院、白鹭湾公园、美丽洲教堂等。荀庄小

区沐浴着五千年良渚文明及三千年荀学启悟，归隐

山川森林，且交通便利。

1 项目概况

该项目地块就位于荀庄内，小区排屋总体风格

为简欧式，颇有现代气息。占地面积约为430m2，

其中建筑面积约为116m2，庭院面积约为314m2。庭

院现状总体地形南高北低，呈三级台地状分布（如

图1）。一层约为103m2，二层约为109m2，三层约

为78m2。南侧紧靠山体悬崖，东西北侧均为其它住

户。主体建筑约为11m高，楼层为3.5层。

2 设计构思

2.1 文化背景

良渚是被誊为“中华文明之光”——“良渚文

化” 的发源地。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所分布的以

黑陶和磨光石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

存在年代距今已有5300-4300年。良渚遗址群所反

映出来的是以原创、首创、独创和外拓为主要特征

的“良渚精神”，是中国文明传统中最具有价值的

部分之一。

2.2 场地分析

该场地主要呈三层台地式结构（如图1），东西

两侧均为其它住户，南侧为高15m的峭壁和山地地

形，北侧为小区主干道和其它住户。一层位于场地

北侧，为庭院建筑的主出入口（入口集散区），该

区域狭长、偏僻、阴暗，只能着重于景观绿化。二

层平台位于建筑南侧，正对着阳台大门，为活动较

多区域，因此要对该场地进行明显的功能划分。三

层平台位于场地的南侧，紧邻山体峭壁，应业主要

求，该区域设计为菜地。

2.3 设计立意

充分利用现有的窄小空间和三层台地地形，分

析业主的性格特征和功能需求。设计定位为充满禅

意的枯山水庭院，兼顾休闲冥想、儿童活动、园艺

等功能。

2.3.1 栖居——栖之山林

以简朴、自然的表现形式为主，使业主充分体

验山林之趣。巧妙地利用山体，并运用借景的手法

引入庭院景观内。栖之山林如今已经成为了诗意的

居住方式，世界居住的潮流。

2.3.2 隐居——隐于世外

充分营造出宁静、深邃、清新的艺术氛围，使

得业主通过鸟鸣、蝉噪感受到山村的意境。陶渊明

笔下的世外桃源如今早已经成为了一个人间生活

理想境界的代名词，类似于柏拉图笔下的乌托邦。

千百年来，完美主义者们无不苦苦追寻、刻意营造

出一个自己所想象的“世外桃源”。

2.3.3 雅居——尊贵的质感生活

本次设计充分融入了艺术设计的手法，取材简

单、朴素，却不失典雅，匠心独到的庭院设计使得

园主人通过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来释放工作和

生活所给人带来的种种压力，提高了尊贵的质感生

活，也满足精神所需求的舒适环境。

2.3.4 禅居——完美的生活境界

禅，神秘而又引人神往。“本来无一物，何以

惹尘埃。”禅的精神就是直取事物的本质，而不为

形式所拘束。笔者通过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为园

主人打造出一个超然物外的生活境界。对于园主人

来说，禅居既是静谧的，也是厚重的，它不仅是简

单的装饰，更是一种完美的生活态度。

3 功能分区

在本次项目中，笔者根据现状条件和自然条

件，将该地块划分为以下五个功能区块，分别设置

在庭院的一、二、三层。（如图2）

3.1 一层功能分区

3.1.1 景观区

景观区位于一层庭院、建筑主入口处，方形的

地块设计与建筑入口集散区的九块方砖相互穿插，

形成对景。该地块可以一览一层庭院的所有景色。

区域北侧配植乔灌木加以遮挡，东侧配植矮灌木加

以分隔院外公共绿地。景观区的主体设计以方形的

平台为主，配以长条形椅凳和方形茶几，周围细沙

铺地，零星置石，石灯笼、小植物加以点缀，使之

充满日式枯山水庭院的禅意。

3.2 二层功能分区

3.2.1 休闲区

休闲区设置在二层庭院的东侧。该区域既是整

个庭院环境的节点，同时又和周围的环境相融合，

形成相对和谐的功能区域，以此来满足业主休闲会

客的功能需求。休闲区的设计主要以相对抬高的木

质铺装为主，顶上配有玻璃廊架用来遮蔽雨水，廊

顶挂有藤本植物用来美化和遮阴。廊内置躺椅，用

以接待宾客。整个休闲区背靠灌木挡墙，给人一种

置身于自然的安全感。[1]

3.2.2 活动区 

活动区位于二层庭院平台，紧邻建筑内的餐厅

区域，以大面积的铺装为主，给予业主及家庭成员

充足的活动空间。区域南侧设计为庭院主景，周边

加以植物和置石点缀，亦可遮挡台阶，身处餐厅，

可以一览庭院的主景。区域西侧布置有简易的小型

垂直绿化。

3.2.3 冥想区

场地设置在二层庭院的北段，建筑东侧，中央

空调的外机旁。通过方形汀步与会客区相连接，汀

步道两侧布以枯山水，地被植物做点缀。周围以中

灌木为主，形成一个相对围合的冥想空间。视野较

广阔，且位于风道口，相对比较凉爽，因此该区域

也较为适合开展瑜伽、太极等健身运动项目。

图1  竹轩立面图 图2  竹轩庭院功能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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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层功能分区

3.3.1 园艺工作区

业主要求，设有菜园。设置在二层庭院南侧的

3m高台上，紧邻山体的峭壁。菜园的台阶设置在挡

土墙的西侧，台阶下面作工具房。紧邻山体一侧设

置防虫沟。大面积的菜园用来种植无公害蔬菜，让

业主亲身体验采摘的乐趣，品尝新鲜的瓜果蔬菜，

同时享受丰收的喜悦。

4 设计特色

本次设计景观以日式枯山水形式为主，配以乔

灌木划分空间，利用地被、置石等景观小品加以

点缀，体现出庭院浓浓的禅意。整个空间布置上简

洁、明快、富有变化，符合庭院环境的设计要求。

（如图3）

4.1 主景突出

主景是本次庭院景观设计的重点，位于二层平

台廊架和菜园台阶之间，紧靠菜园的挡土墙，以花

池的形式呈现。通过对场地现状的分析，保留其中

的一个排水管道，加以设计利用形成一个季节性的

水钵。周围点缀零星置石和三株山茶花。主景的背

景为竹子，以增加庭院的禅意。花池中间植有三棵

芭蕉，作为雨景——“雨打芭蕉”。花池的前沿植

有蔷薇和麦冬等地被花卉。楼梯下面配有一孤石，

与主景相呼应。置石边设小径通往工具房。

4.2 意境突出

景观设计以枯山水形式为主，目的是为了园主人

可以在枯山水里感悟禅意。采用山石和白砂作为设计

的主体，用以象征自然界的各种景观。白砂代表着大

川、海洋，甚至是云雾，山石则寓意大山、瀑布。虽

然没有大面积的水体设计，但是依然可以使园主人从

禅意的精神中构思出来大海、岛屿等壮阔的景观。[2]

4.3 植物突出

种植设计的植物配植以体现植物的层次、色

彩、疏密和季相变化为主，绿化树种以当地的乡土

植物为主，体现荀庄的地方特色，营造自然优美的

植物景观。以国槐和乐昌含笑为基调，蜡梅、桂花

等为骨干，银边六月雪、铺地柏、地被石竹等加以

点缀，结合常绿树种罗汉松和秋色叶树种红枫等，

形成四季有花，四季常青的植物景观。[3]庭院的周

围以红叶石楠、大叶女贞等绿篱作为庭院的空间界

定。廊架顶棚处配植紫藤，起美化和遮阴的效果。

主景处种植月季、菊花等颜色鲜艳的花卉，主庭周

边简洁的小型垂直绿化，整个庭院在不同的季节

呈现出不同的景观效果。庭院整体常绿与落叶、乔

木、灌木与地被的合理搭配，形成了丰富的植物景

观，疏密有致，景观虽多但并不拥挤，在视觉上扩

大了庭院的空间。[4]

5 结语

该项目通过“栖居、隐居、雅居、禅居”的设计

理念，充分满足了庭院的功能性需求，同时兼顾庭院

的观赏性需求，实现了庭院的功能性与观赏性的完美

结合。在设计中合理地运用了枯山水元素，较为理

想地塑造出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相结合的庭院景观。

身居其中，使之感受到超脱自然的完美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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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竹轩庭院平面图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Of Aceraceae Germplasm Resources

陈晓玲  余金良  莫亚鹰  黎念林 / Chen  Xiaoling  Yu Jinliang   Mo Yaying  Li Nianlin

槭树科优良种质资源的评价与筛选

【摘 要】选择24个槭树科植物在杭州植物园内进行试验，评价出优劣程度，为槭树科植物在园林和城市景
观中的应用筛选出优良种质资源。通过对槭树科植物17个方面的生物学特征观测与记录并参考不同人群的
美观度评价，以分值的方式统一量化打分，综合分值越高的越优良。综合分值最高的前十个槭树科植物为：
鹅掌槭（45.5）＞小鸡爪槭（43.8）＞鸡爪槭（41.8）＞秀丽槭（39.2）=长尾秀丽槭（39.2）＞北美
红枫（39.1）＞紫果槭（38.8）＞元宝槭（38.3）＞橄榄槭（37.7）＞锐角槭（37.3）。鹅掌槭、小
鸡爪槭、鸡爪槭、秀丽槭、长尾秀丽槭、北美红枫、紫果槭、元宝槭、橄榄槭和锐角槭，可以优先筛选为园
林绿化中的优良种质。
【关键词】槭树；种质资源；筛选；评价

Abstract:  Twenty-four acer species are selected in Hangzhou botanical garden, the value of landscape application 

were. Seventeen indicators of biological traits are recorded in score mode, as well as aesthetic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the higher integrated scores represent more excellent. Integrated top ten highest scores are: Acer japonicum 

‘Aconitifolium’（45.5）＞Acer palmatum var.thunbergii（43.8）＞Acer palmatum（41.8）＞Acer elegantulum

（39.2）=Acer elegantulum var.macrurum（39.2）＞Acer rubrum（39.1）＞Acer cordatum（38.8）＞Acer truncatum

（38.3）＞Acer olivaceum（37.7）＞Acer acutum（37.3）. These ten Acer species can preferentially be selected for 

landscaping germplasm.

Key words: Aceraceae; germplasm; selection; evaluation

槭树科植物树干挺直，落叶种类在秋季落叶之

前变为红色，果实具翅，非常美观，且树冠冠幅较

大，遮荫良好，宜引种为行道树或绿化城市的庭园

树种[1]。全世界的槭树科植物大约有131种，我国

就有101种[2]，是槭树种类最多的国家。近年来，

许多专家学者对槭树进行了研究。例如：马进和王

小德[3]（2005）对天目山的槭树资源的种类与分布

情况进行总结，为开发天目山槭树资源提供科学依

据；刘静波等[4]（2012）总结了槭属植物作为观赏

树种、用材树种、药用植物的经济价值，提出今后

需重视槭属资源的收集与保护，加强引种驯化及开

展综合利用研究；陈建芳等[5]（2013）引种研究8

种槭树在北京的适应性情况，从槭树植株的耐热和

抗病害两方面作出适应性评价；李向前[6]（2013）

对10个槭树树种采用模糊评价方法进行评价，主要

从成活率、生长量、发芽、落叶、叶片美观度、树

形丰满度等几个方面来探索槭树评价体系，发现一

些槭树种某些方面表现比较优秀但评价结果较差，

考虑到对槭树花果等没有进行研究，因此建议对评

价体系做出调整；马文宝等[7]（2014）对四川省北

川县小寨子沟保护区内的槭树科植物资源进行调查

研究，建议要加强对野生资源保护、加强引种驯化

及选种育种和槭树科植物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以

丰富四川绿化景观树种；林乐静等[8]（2015）采用

ISSR分子标记对槭属25份植物材料进行了亲缘关系

分析，建议采取自行选育结合国外引进新品种的方

式，丰富我国的槭树种质资源。这些研究中，有关

槭树科植物在园林应用方面的研究并不多。槭树科

植物作为彩叶树种在园林中的应用研究，相比起我

国庞大的槭树科资源数量明显不足。其中，很多生

长势强、叶色艳丽、季相明显的槭树科植物仍然没

有得到足够重视，从而应用于城市景观建设[9]。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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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许多野生槭树科种质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

槭树科的种质资源收集、应用、推广和研究还不够

全面, 园林应用中可供选择的优良槭树资源有限。

因此，本课题组收集我国槭树种质资源及一些国外

槭树种质，从中选取24个槭树科植物种质为研究对

象，以较为全面综合的方式进行评价，最终筛选出

可供园林中应用的十个优良槭树种质，以丰富园林

与城市景观中的槭树应用资源，也为槭树资源在园

林和城市景观中的应用推广打下良好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杭州植物园内，地理

表1  24个槭树科植物

中名 拉丁名 树型

小鸡爪槭 A. palmatum var.thunbergii 落叶小乔木

鸡爪槭 A. palmatum 落叶小乔木

秀丽槭 A. elegantulum 落叶乔木

锐角槭 A. acutum 落叶乔木

紫果槭 A. cordatum 落叶小乔木

樟叶槭 A. coriaceifolium 常绿乔木

三角枫 A. buergerianum 落叶乔木

三叶槭 A. henryi 落叶乔木

五角枫 A. pictum subsp. Mono 落叶乔木

毛鸡爪槭 A. pubipalmatum 落叶小乔木

橄榄槭 A. olivaceum 落叶乔木

毛脉槭 A. pubinerve 落叶乔木

光叶槭 A. laevigatum 常绿乔木

长尾秀丽槭 A. elegantulum var.macrurum 落叶乔木

天目槭 A. sinopurpurascens 落叶乔木

罗浮槭 A. fabri 常绿乔木

元宝槭 A. truncatum 落叶乔木

杂交三角枫 A. buergerianum ×coriaceifolium 落叶大乔木

庙台槭 A. miaotaiense 落叶乔木

鹅掌槭 A. japonicum  'Aconitifolium' 落叶灌木

栓皮槭 A. campestre 落叶乔木

毛果槭 A. nikoense 落叶乔木

苦条槭 A. tataricum subsp. Theiferum 落叶灌木

北美红枫 A. rubrum 落叶乔木

坐标在北纬30°15′，东经120°16′，海拔高度

26.42m。该地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雨

量充沛。年均气温17.8℃，年均相对湿度70.3%，

年均降水量1454mm，年均日照1765h。

1.2 试验材料

24个槭树科植物（见表1）为研究对象，开展对

比试验。试验材料全部为成年实生苗，在杭州越冬

多年，生长情况良好。

1.3 筛选方法

对选择的24个槭树科植物进行生物学特征观测

与记录，收集第一手资料，再对这些收集到的所有

资料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此筛选出各方面俱佳的

槭树优良种质。观测记录的生物学特征，主要包括

花形态、果形态、叶形、秋冬叶色、枝干、树冠、

萌芽、展叶、初花、花期、初果、果期、叶变色、

秋冬变色叶观赏期、是否落叶、适应性、生长量等

17个方面，所有观测数据收集齐全后进行统一的量

化打分。综合得分的最高分值设定为50，考虑到实

际情况，其中叶变色分值设定为0-3，是否落叶分

值设定为1-2，其他每个特征项目的分值均设定在

1-3之间。打分结果以分值的形式表达出来，综合

总分高的为优先筛选的槭树种质。此外，考虑到不

同类群人的审美观念的差异性，美观度的评价采取

网上调查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以图片发送观看或

打印图片进行本地问卷调查的形式，随机选择50名

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区域的民众进行调查，尽量

保证客观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物候期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小鸡爪槭、紫果槭 、樟叶

槭、毛脉槭 、光叶槭、罗浮槭 、鹅掌槭和栓皮槭

都属于萌芽展叶较早的一批，锐角槭萌芽较早展叶

较晚，五角枫和北美红枫萌芽展叶均较晚。但是，

北美红枫一展叶即开花，开花却是24个槭树科植物

中最早的。在花期方面，紫果槭、鹅掌槭和北美红

枫花期最长，三叶槭和五角枫花期最短。叶变色方

面，杂交三角枫和苦条槭变色最晚，樟叶槭、光叶

槭和罗浮槭不变色，其他种变色较早。秋冬变色叶

观赏期最长的一批为小鸡爪槭、秀丽槭、锐角槭 、

三角枫 、三叶槭、五角枫、长尾秀丽槭、杂交三角

枫和鹅掌槭。

2.2 观赏性状分析

在叶形和秋冬叶色两个方面，小鸡爪槭、鸡爪

槭、秀丽槭、毛鸡爪槭、橄榄槭、长尾秀丽槭、元

宝槭、鹅掌槭和北美红枫表现最优。锐角槭、五角

枫、毛脉槭和栓皮槭叶片美观度高，但是秋冬叶色

一般，而紫果槭、三叶槭、杂交三角枫、毛果槭虽

然叶形一般，但是秋冬叶色均为美观。枝干方面，

小鸡爪槭和鸡爪槭最为优美。树冠方面，小鸡爪

槭、鸡爪槭和鹅掌槭最为优美。

2.3 筛选结果分析

对观测的24个槭树科植物的17个评价项目分别

进行打分，统计每个种的综合得分，结果表明总分

最高的前十个槭树科植物为：鹅掌槭(45.5)＞小鸡

爪槭(43.8)＞鸡爪槭(41.8)＞秀丽槭(39.2)＞长尾秀

丽槭(39.2)＞北美红枫(39.1)＞紫果槭(38.8)＞元宝

槭(38.3)＞橄榄槭(37.7)＞锐角槭(37.3)。这十个槭

树科植物可以优先筛选为园林绿化中的优良种质。

其中，鹅掌槭的得分最高，其次为小鸡爪槭。鹅掌

槭尚未大面积推广应用，小鸡爪槭在杭州推广应用

良好。秀丽槭与长尾秀丽槭得分相同，形态性状等

各方面比较接近，在园林中可以相互替代使用。前

十的排名中，鹅掌槭生长量低，小鸡爪槭和鸡爪槭

生长量高，紫果槭在适应性方面一般，其余种适应

性均为强。

讨论

本文的评价体系涵盖了物候与观赏等17个方面

的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与细致的评价分析，弥

补了一些评价方法太过抽象不够全面的缺点，更为

具体与实在。另外，考虑到观赏特性评价中的审美

评价往往会受人的主观意识影响，不同类群人的审

美观念具备差异性，因此以图片发送观看或打印图

片进行本地问卷调查的形式，随机选择50名不同职

业不同文化不同区域的民众进行调查，尽量保证客

观性。因此，本次评价总体来说是公正而客观的，

基本能够反映各个参加评价的槭树树种的优劣性。

譬如，综合排名第2和第3的小鸡爪槭和鸡爪槭，在

园林中的应用就颇为广泛，而综合排名最后的庙台

槭，种质资源稀少适应性弱，在园林中并未推广应

用。不过，本次评价里的适应性还是较为笼统，没

有对植株抗病虫害、土壤适应性等细分，而评价体

系里的平均分值设置方式也只是一种尝试，某些特

征是否需要调整分值加大比重，还需要更多的讨论

研究，因此评价体系还需根据初评结果调整提高，

使最终结果更符合槭树树种的真实情况。

另外，不同的槭树科植物在引种栽种之后表现

会有一些不同。有一些在北方表现优良的槭树科植

物，在浙江地区表现一般，譬如五角枫，在北方秋

色叶亮丽，但是在浙江地区秋冬叶片变色不明显，

不如在北方美观。一些在国外原产地表现不错的槭

树树种，在浙江地区表现也一般，譬如栓皮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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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生长量低适应性弱。也有一些某一方面表现优

良的槭树科植物因为某些项目分数偏低，导致总

分偏低，其实个体较为优秀。譬如紫果槭，叶片近

革质类型，花白色较小但是间杂在翠绿叶中很是小

清新，挂果优美，秋叶颜色橘红较为特别美观，但

是由于资源稀少而在适应性一栏上得分较低导致总

分排后。再如三叶槭，因为展叶较晚花形态一般而

总分未能进入前十，但其秋冬叶片变色较早，叶片

变色后植株整体颜色非常漂亮。而新种杂交三角枫

虽然总分未能进入前十，但秋冬变色叶欣赏可至1

月上旬，非常适合和叶片变色早的槭树科植物搭配

种植，以延长槭树科植物秋色叶的总体观赏时间。

因此，根据不同槭树树种的个体适应和表现情况，

加大对一些表现优良的槭树树种的引种和繁育研究

工作，适当考虑引种推广有特色的秋冬观赏槭树树

种，可丰富园林应用中槭树秋冬观赏资源。

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24个槭树科植物17个方面的生物

学特征的综合全面的评价，最终筛选出十个综合

分值最高的槭树科植物：鹅掌槭、小鸡爪槭、鸡爪

槭、秀丽槭、长尾秀丽槭、北美红枫、紫果槭、元

宝槭、橄榄槭和锐角槭。这十个优良槭树科植物，

可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园林和城市景观中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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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 北美红枫

2_ 鹅掌槭

3_ 橄榄槭

4_ 光叶槭

5_ 罗浮槭

6_ 长尾秀丽槭

7_ 庙台槭

8_ 杂交三角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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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3cm)于2010年3月25-31日种植一块田中，

随机种植，利用花莲花中的雌蕊早熟现象，任其周

边蜜蜂等昆虫自然授粉，自然杂交，因此只知母

本，不知父本。待种子（果实）成熟后采收并脱落

干藏，2011年3-4月将采收的种子（果实）破壳、

浸种、催芽，待长出2片浮叶后移植到Φ35cm塑料

盆中，开花时选择优良单株，选定后移植到大盆

(123×56×23cm)种植。共选择从370株母本采收的

种子14509粒，破壳后发芽成苗11560株种植于11560

个盆中，6-9月从中优选单株136盆。2012年从中选

育新品系27个，2013年确定为新品种7个。其中1个

品种花期延后到国庆节后。此后，每年培育自然杂

交子代苗3000-10000盆。

人工杂交选育选择晴天早上5:00-8:00时采集

父本的花粉，蘸取花粉涂抹在选定的初开的母本花

柱头上，然后标号、套袋或绑扎，第二天取开套袋

或解开绑扎绳。30-45d后种子成熟，第二年播种。

综合国际莲属新品种登录要求和《中国荷花新品种

图志I》[7]要求，制定新品种观测表，观察、记录数

据。 

3 结果与分析

3.1 品种基本特征特性

经连续3年多代观测，各品种多代之间、同代之

间主要性状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较好。4个新品种基本

特征特性如下：

‘希陶飞雪’（N. nu c i f e r a  ‘X i t a o 

Feixue’）：中型株型。幼根为白色；地下茎为短

筒形；立叶近圆形；立叶数为30-40叶/盆或m2；立

叶高80-103cm，叶长径22-24cm，短径20-22cm，

表面略粗糙。叶柄长75-98cm，粗4.5-5cm，叶柄

被刺少，叶姿凹形。成熟叶与幼叶均为绿色；很少

结实，种子形状卵形，顶端近平行于花托表面，表

面光亮。花显著高于叶面。在浙江地区种植，6月

上旬始花。群体花期120-140d，花期延续至11月上

旬。

‘丹艳韫秋’（N.nuc i f e r a  ‘Danyan 

Yunqiu’）：中小型株型。幼根为白色；地下茎为

短筒形；立叶近圆形；立叶数为21-38叶/盆；立叶

高43-69cm，叶长径18-23cm，短径16-22cm，表

面略粗糙。叶柄长37-55cm，粗4-7cm，叶柄被刺

少，叶姿凹形。成熟叶与幼叶均为绿色；不结实，

花托顶面微凹。花显著高于叶面。在浙江地区种

植，6月上旬始花。群体花期120-130d，花期延续

至10月中旬。

‘文才秋韵’（N. nuc i f e ra ‘Wenca i 

Qiuyun’）：中小型株型。幼根为白色；地下茎为

短筒形；立叶近圆形；立叶数为21-45叶/盆；立叶

高81-100cm，叶长径24-32cm，短径20-26cm，表

面略粗糙。叶柄长76-82cm，粗4-7cm，叶柄被刺

少，叶姿凹形。成熟叶与幼叶均为绿色；不结实，

花托顶面微凹。花显著高于叶面。在浙江地区种

植，6月上旬始花。群体花期120-130d，花期延续

至10月中旬。

‘秋衣明裳’（N. nu c i f e r a  ‘Q i u y i 

Mingshang’）：中型株型。幼根为白色；地下

茎为短筒形；立叶近圆形；立叶数为101-128叶

/m2；立叶高81-98cm，叶长径43-46cm，短径

丹艳韫秋

秋衣明裳

荷花（Nelumbo nucifera）为莲科莲属挺水植物，

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有 2500 年以上的栽培应

用历史。我国是全球荷花品种最丰富、赏荷景点最多

的国家，也是世界莲属植物的栽培中心，我国对荷花

的研究水平，居世界前列，尤其是对荷花新品种培育

[1-4]、应用 [5，6] 等方面研究成果卓著。杭州西湖名闻

天下，以赏荷为主体的“曲院风荷”是杭州西湖十景

之一，亦是国人赏荷之胜地。“十 ·一”（国庆）是

我国最盛大的节日之一，又逢黄金周，是众多游人游

览赏景的佳期，但本地区的荷花，一般在九月下旬前

花期结束，已无花可赏。荷花是非常大气、喜庆的花

卉，为使本地国庆有荷花可赏，增添节日喜庆，延长

以荷为文化和景观特色的景点游览期，选育花期延后

到国庆后的荷花品种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试验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

华联村杭州天景水生植物园荷花育种基地，N30°

20'43"，E120°02'37"，海拔7m，属亚热带季风

性气候，温暖多雨、四季分明。根据杭州市气象站

1971-2000年数据统计，年平均气温 16.45℃，年

降水量 1454.5mm ，年平均降水151.9d，极端低

温-8.6℃，极端高温39.9℃,最冷月平均气温4.3℃

（1月），最热月平均气温28.4℃（7月）。

2 材料和方法

2.1 材料

育种亲本从武汉中国荷花研究中心、南京艺莲

苑、山东沂蒙荷园、江西省广昌县白莲研究所、

山东省济宁市园林局等地引进,共536个品种。自然

杂交选育出白花品种‘希陶飞雪’的母本为‘绿

云’；红花品种‘丹艳韫秋’的母本为‘俊愉凝

丹’。人工杂交选育品种‘文才秋韵’和‘秋衣明

裳’的母本为‘泰粉’，父本为‘锦衣卫’。

2.2 方法

自然杂交选育是将引进的536个品种用大盆(123

A Study On Selective Breeding Technique Of New Lotus Cultivars 

陈煜初  邢小明  曾宪宝  余东北  马忠社  余翠微 
/ Chen Yuchu  Xing Xiaoming  Zeng Xianbao  Yu Dongbei  Ma Zhongshe  Yu Chuiwei 

荷花新品种选育技术研究

【摘 要】采用自然杂交和人工杂交选育的方法，选育出花期至10月中旬以后的迎国庆荷花新品种4个，自
然杂交选育出白色系‘希陶飞雪’和红色系‘丹艳韫秋’两个新品种；人工杂交选育出红色系‘文才秋韵’
和白色系‘秋衣明裳’2个新品种。人工杂交选育出的新品种，母本为含有热带基因的‘泰粉’，表明利用
热带型荷花为亲本杂交，选育出花期延后的荷花新品种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育种途径。
【关键词】荷花；品种；选育；自然杂交；人工杂交

Abstract: Four lotus cultivars flowering at October were selective bred for National Day by natural and artificial 

hybridization. Two new cultivars,“Taoxifeixue” with white flowers and “Danyanyunqiu” with red flowers, were 

from natural hybridization; while “Wencaiqiuyun” with red flowers and “Qiuyimingshang” with white flowers, 

were from artificial hybridization. The female parent for new varieties from artificial hybridization contain tropical 

gene "Thailand powder", which indicated that using the tropical lotus as the parents for hybridization is the effective 

way for developing the lotus of delayed flowering.

Key words: Lotus; cultivar; selective breed; natural hybridization; artificial hybri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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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艳韫秋国际登录 文才秋韵国际登录 希陶飞雪国际登录

4 结论及讨论

4.1 结论

4.1.1 通过自然杂交和人工杂交选育，得到4个

迎国庆荷花新品种，其中自然杂交选育品种有2个，

分别为‘希陶飞雪’和‘丹艳韫秋’。花期分别可

延续至11月上旬和10月中旬。人工杂交选育新品种2

个，分别是‘文才秋韵’和‘秋衣明裳’，花期可

延续至10中旬和10月下旬。

希陶飞雪，其“希陶”以纪念浙籍著名植物学

家蔡希陶（1911-1981年）教授。“飞”以其花态

呈飞舞状，“雪”有两层含义，一则花白色，二则

花期临近小雪节气。本品种已于2014年获国际莲属

栽培新品种登录证书。

‘丹艳韫秋’花色红艳，花期可延长至秋季，

秋天许多植物凋零的季节，红艳的花朵为自然添上

一点暖色调，故名。本品种已于2015年获国际莲属

栽培新品种登录证书。

4.1.2 通过自然杂交选育新品种，虽缺针对

性，但以量大取胜，从本研究中也可看出，偶然中

往往能获得意外的收获。

4.2 讨论

4.2.1‘希陶飞雪’在花期上与母本变异较大，

其可能原因是，母本与泰国野生莲种植盆的中心距

离为11.3m，属于蜜蜂等昆虫传粉半径内，实现自

然杂交，可能会有热带型荷花的基因，需要进一步

鉴定，以确定其父本是否为泰国野生莲。

4.2.2 人工杂交选育的‘文才秋韵’和‘秋衣

明裳’，其母本为含有热带基因的‘泰粉’，作者

后续的研究（另文发表）也表明利用热带型荷花作

亲本进行人工杂交，子代往往具有延长花期的性

状，可见这是选育迎国庆荷花新品种切实可行的一

条途径。

这4个新品种花期都有较大幅度的延长，取得了

预期效果，其盛花期虽临近国庆，但都在国庆前，

如盛花期能延后到国庆后，那效果就更好。通过

反复杂交、回交，应该还可以将盛花期延后到国庆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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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9cm，表面略光滑。叶柄长75-85cm，粗

7-9cm，叶柄被刺多，叶姿凹形。成熟叶与幼叶

均为绿色；部分结实，花托顶面平坦。花稍高于

叶面。在浙江地区种植，6月上旬始花。群体花期

120-130d，花期延续至10月下旬。

3.2 品种花部特征

经多代连续观测，4个品种花部特征基本稳定，

选育品种花色有红色系2个，白色系2个。花型包括

少瓣、半重瓣、重瓣、重台。花径在10-20cm。各

品种花部性状详见表1。

3.3 特异性

由表2可知，各品种群花期120-140d，初花期

在6月上旬，盛花期稳定在国庆前后，终花期在10月

中下旬，甚至到11月上旬。

表1 花部特征

性状 希陶飞雪 丹艳韫秋 文才秋韵 秋衣明裳

花色系 白色系 红色系 红色系 白色系

花型 少瓣 重台 重瓣 半重瓣

花态 碗状 碟球状 碗状 碗状

花径/cm 11-14 11-13 12-14 17-19

花被数/片
外被17-20，
内被3-5

96-118 86-98
外被：12-17；
内被：33-41

被片形状 匙形 倒卵披针形 倒卵形
外被：倒卵形 
内被：匙形

被片/cm
外被长9-12，
宽4-5；内被长
8-11，宽2-3。

长 5.0-6.5，
宽1.5-3.0

长4.8-7.2，
宽1.4-4.0

外被长8.5-9.8，
宽5.8-6.2；

内被：长 4.2-7.3，
宽0.7-4.3 

着花密度 30-40朵/盆 6-11朵/盆  10-15朵/盆 28-36朵/m2

花蕾性状 绿色、长卵圆锥形 红色，卵球形 绿色，卵圆锥形 绿色，卵圆锥形

花被色

基部YELLOW 
GROUP4C，中部
WHITE GROUP
NN155A，上部

WHITE GROUP155B

基部YELLOW 
GROUP4D，中上
部：RED-PURPLE 

GROUP57B

基部YELLOW 
GROUP2C，           
中上部RED-

PURPLE GROUP70C

WHITE GROUP155C

雄蕊/个 150-180部分瓣化 0-30全部瓣化 104-156部分瓣化 193-211部分瓣化

花丝/mm
长9-12，宽

0.5-0.6，黄色
长11-13，宽
4-6，白色

长11-13 宽3-5
白色 

长10-12，宽
2.0-2.1，黄色

花药/mm
长12-13，宽

0.5-0.6，黄色
长8-10，宽 
5-9，黄色

长12-14，宽6-9，
黄色

长12-13，宽
1.0-1.5，黄色

附属物/mm
长5-6，宽

0.9-1.0，白色
长4-6，宽8-11
白色具彩斑

长4-7，宽
8-10，白色

长4.0-6，宽
1.0-1.2，白色

雄蕊心皮/枚 4-8   8-13  4-13 17-23

表2 花期

花期 希陶飞雪 丹艳韫秋 文才秋韵 秋衣明裳

始花期 6月上旬 6月上旬 6月上旬 6月上旬

盛花期 7月15日~9月30日 7月20日~9月10日 7月20日~9月10日 7月20日~9月10日

终花期 11月上旬 10月中旬 10月中旬 10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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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叶量主观评价

在2012年4月27日末叶期对叶量进行主观评价，

汇总后的结果如图1所示。其中对照的叶量最大，施

肥量与叶量呈线性负相关关系。说明随着施肥量的

增加叶量减少，即叶枯萎提前，绿叶期缩短。

2.2 施肥对叶数和叶长的影响

2013年4月2日、2014年3月27日叶盛期观测结果

如表1所示，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各因素水平间无

显著性差异。施肥未显著增加叶数，也未显著增加

叶长度。从表1二年间的数据变动中发现，叶长变化

相对较小，而叶数的变化相对较大且具有一致性，

A2、B2处理叶数增加值相对最大。

2.3 施肥对鳞茎产量的影响

各处理鳞茎干重无显著性差异，仅示平均值(见

表2)。用收获时的鳞茎鲜重与种植时的鳞茎鲜重之

比即鲜重比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因为鳞

茎种植时大小不同带来的影响，但处理间无显著

性差异(见表3)。而空白交叉处理(A0×B0)种植3年

后，鲜重增加182%，相当于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

41.3%。

3 结论与讨论

由于叶芽分化在出叶前完成[7]，因此，9月份的

施肥对随后叶期的叶数量影响不大，但有可能增加

叶长度或延长叶期[4,8]，从而影响下一年的叶数量。

通过研究得知，施肥种植后的第一个叶生长期，各

处理间相对叶量表现出随着施肥量增加叶量减少的

趋势。由于进行主观评价的时间略迟，叶量的多少

施肥对石蒜属植物生长的影响，前期已有不少

研究，有的认为施肥增加了产量[1,2]，笔者认为施肥

未显著增加鳞茎产量[3-6]，这是否与施肥方法及N、

P、K配比有关，值得进一步研究。本研究通过不同

用量的豆饼肥和磷钾肥配合，探讨改进施肥方式对

长筒石蒜生长及鳞茎产量的影响，为实践应用提供

参考依据。

1 试验方法

试验在杭州植物园试验地进行，试验地为红壤

土，全氮1.0g/kg、全磷2.0g/kg、全钾3.6g/kg、

有机质11.2g/kg、pH值5.6。长筒石蒜鳞茎取自

杭州植物园圃地，选取鳞茎直径大小比较均匀一致

的种球，于2011年9月15日种植，每行均匀种植8个

鳞茎，株行距10cm×50cm。种植时先挖约20cm深

沟，底部施腐熟豆饼肥，豆饼肥上面施过磷酸钙(记

作OP)和氯化钾(KCl)，再覆一层薄土后种植鳞茎。

各处理平均湿重283.3±43.2g，处理间平均湿重无

显著性差异。采用腐熟豆饼肥(因素A)(ω(N)=51g/

kg、ω(P2O5)=12g/kg、ω(K2O)＞=28g/kg)、

ω(有机质)=332g/kg)和过磷酸钙+氯化钾(因素

B)(ω(P2O5)＞=120g/kg)+ KCl(ω(K2O)＞=600g/

kg)双因素4水平区组设计，试验共用鳞茎384个。

以干重计，豆饼肥施肥水平，用A0(0kg/hm2，

CK)、A1(5800kg/hm2)、A2(11600kg/hm2)、

A3(17400kg/hm2)表示。磷钾肥(OP+KCl)施肥水

平用B0(0kg/hm2，CK)、B1(1300kg/hm2+900kg/

hm2)、B2(2600kg/hm2+1800kg/hm2)、B3(3900 

kg/hm2+2700kg/hm2)表示。A1×B1交叉施肥处

理用量相当于295.8kg/hm2纯N、171.6kg/hm2 

P2O5、565.2kg/hm2 K2O。

种植后进行常规管理，2012年4月末进行叶量主

观评价[4]，2013年4月初及2014年3月末进行叶生长

量观测，测定叶数、叶长。2014年5月28日收获鳞

茎，样品85℃烘干至恒重。数据用SPSS16.0软件进

行分析，显著性水平取P≤0.05。

Growth Responses Of Lycoris Longituba To Application Of Soybean 
And P-k Fertilizers

鲍淳松  张鹏翀  江 燕 / Bao Chunsong  Zhang Pengchong  Jiang Yan

豆饼和磷钾肥对长筒石蒜生长的影响

【摘 要】试验采用先施豆饼肥、上面施化肥后覆土，再在上面种植鳞茎的沟施方法，探讨不同用量的豆饼
肥和化肥(过磷酸钙+氯化钾)对长筒石蒜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施肥未显著增加叶生长量和鳞茎生物量。
施肥后首季表现出用量越多叶量越小的趋势，表现出施肥的负面效应，但随后年份负面影响减小。长筒石蒜
生长缓慢，鳞茎鲜重平均年复合增长率仅41%。建议选择相对肥沃的土壤种植，施肥则宜多次薄施。
【关键词】长筒石蒜；豆饼肥；过磷酸钙；氯化钾；沟施；生长量

Abstract: A furrow fertilizer application method was carried out, in which bulb of Lycoris longituba was planted on the 

top of soil over the applied fertilizers, soybean fertilizer at the bottom and superphosphate and potassium chloride 

fertilizer on the upper layer, to study the fertilizing effects by different usages of soybean and chemical fertilizer 

on the leaf growth and bulb biomass. Results showed that relative leaf biomass was decreased with the fertilization 

amount at the late stage of the first growth season. Bulb of L. longituba grew slowly, and the average annual compound 

growth rate of fresh bulb weight was only about 41%. It is suggested select relative fertile soil and use multiple and 

light fertilizations strategy if necessarg.

Key words: Lycoris longituba ; soybean fertilizer; superphosphate; potassium chloride; furrow fertilization; biomass

表1 各处理平均叶数和叶长度 

指标
观测日期

(年/月/日)
A0 A1 A2 A3 B0 B1 B2 B3

平均叶数 2013/4/2 9.1 a 9.0 a 9.0 a 8.5 a 9.4 a 8.8 a 8.8 a 8.7 a

平均叶数 2014/3/27 12.9 a 13.2 a 13.4 a 11.7 a 11.9 a 12.6 a 14.1 a 12.6 a 

平均叶
长(cm)

2013/4/2 35.4 a 38.2 a 37.8 a 37.5 a 37.3 a 37.2 a 36.7 a 37.8 a

平均叶
长(cm)

2014/3/27 39.1 a 37.2 a 40.1 a 38.4 a 37.7 a 39.1 a 39.0 a 39.1 a

注：相同字母表示差异未达5%显著性水平(分别在同一指标同一日期同一因素不同水平间比较)。下同。

表2 各处理平均鳞茎干重(g)

处理 A0 A1 A2 A3 平均

B0 248.02 202.79 230.95 217.74 225.80a

B1 215.91 215.05 215.43 212.54 207.49a

B2 189.96 175.59 210.86 168.45 195.37a

B3 239.95 200.18 196.30 174.07 214.94a

平均 231.65a 203.95a 212.54a 195.46a —

表3 各处理平均鲜重比

处理 A0 A1 A2 A3 平均

B0 2.82 2.45 3.05 2.87 2.80a

B1 2.93 2.49 2.78 2.37 2.59a

B2 2.79 2.21 2.37 2.42 2.42a

B3 2.77 2.66 2.28 2.61 2.59a

平均 2.82a 2.46a 2.54a 2.58a 　—

图1 施肥水平与相对叶量

注：施肥水平0、1、2、3分别代表豆饼肥A0、A1、A2、A3相应

的施用量和磷钾肥B0、B1、B2、B3相对的施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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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绿叶期的长短，结果与鲍淳松等[5]研究类

似。空白处理主观评价值最高，A1、B1水平的施肥量(饼肥

5800kg/hm2、过磷酸钙1300kg/hm2+氯化钾900kg/hm2)表

现出过高。随后的生长季叶数量和叶长度以及鳞茎生物量，

仍表现出无显著性差异。然而从年度增加值分析，到第3年

A2或B2处理增加的叶量相对较多，即随着时间的延长，施

肥的负面影响减少，可能适当的残存肥料有一定的正面作

用，但仍可说明石蒜属植物需肥量很小[6]，土壤相对肥沃即

可。

长筒石蒜生长缓慢，特别小球阶段生长更慢。试验种植

时单个鳞茎湿重平均在35g左右，属近中等大小，因此，整

体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会小于41%。如果从种子播种开始，第

1个生长季不出叶，第2个生长季末其鳞茎鲜重在3g以下，以

3g和年增长率41%计，从种子到达35g鲜重大小需要8.5年，

即估计需10年才能开花。绿叶期长的种类如石蒜和红蓝石

蒜、换锦花生长速度比长筒石蒜快，大田状态下从种子到开

花最早的需6-7年[9,10]。

尽管采取先施基肥、化肥施于上面再覆土的相对安全的

施肥方法，但由于石蒜属植物在适宜季节或适宜条件下发

根、生根速度很快[11]，而且长度可达10cm以上，有可能种植

后次月根系生长过程中会接触到基肥或化肥，从而对根系的

生长产生负面的影响，造成随后的叶量受到影响，甚至影响

产量[4]。石蒜属植物耐瘠薄，具有缓生种的养分策略，一般

的土壤能满足石蒜属植物生长的需要[6,12]，可选择相对肥沃

的土壤种植，基肥要充分腐熟，均匀翻入土中，而如果土壤

需要追肥，施肥的方法值得考虑，既要考虑到叶期不发根生

长的特性[12,13]，又要考虑到浓度不能太高，宜遵循多次薄施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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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筒石蒜

前言

城市河道往往偏重于防洪，排涝，护岸硬化，

渠化现象严重，加上两岸居民生活污水，垃圾的

排入，导致很多河道变成臭水沟，水生生物无法生

存，生态系统遭到极大破坏。在日益严峻的环境危

机中，城市的建设者们开始寻找一套有效的生态化

解决措施。为创造一个水清岸绿的生态河道，提出

了生态系统的恢复。并为生态系统的恢复设计创造

条件——建设生态化河道，即通过人工物化，使治

理后的河道能够贴近自然原生态，体检人与自然和

谐同处，逐步形成草木丰茂，生物多样，自然野

趣，水质改善，物种种群相互依存，并能达到有自

我净化，自我修复能力的生态河道及人与自然和谐

生存的水岸环境。本文将从分析当前国内的河道绿

化现状出发，进而探讨如何科学合理强化城市河道

绿化。

  

1 目前城市河道绿化存在问题分析 

1.1 河道绿化设计方案不合理，不能发挥应有的效

益。

河道绿化一般是市政工程，政府部门为了政绩

往往会注重短期内的美观，而不从长远立场考虑，

设计部门为了迎合政府要求，做设计方案时过分地

追求美学效果，违反了河流的生态可持续性，绿化

后的河道不能发挥出自身的生态、景观效益，浪费

资源和人力。 

1.2 河道绿化工作质量不达标，力度不够。 

近年来，国家意识到水土流失的严重性，也着

手采取了一些措施。近年来，河道绿化面积虽有增

长，但植物种类过于单一，种植结构不合理，水土

流失保持情况不乐观。有一些地区的河道，没有明

确的责任部门，分工不明，绿化维护不到位。 

1.3 居民缺少环保意识，河道污染、破坏严重。 

Brief Analysis On The Problem And Strategy Of Urban River Greening

丁时安 / Ding Shian

浅析城市河道绿化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

【摘 要】城市河道绿化作为城市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河道绿化也直接
关系到一个城市的精神内涵，因此.城市的河道绿化应作为城市建设的一个重点问题，相信只要我们能在这
个问题上多努力，我国的城市河道建设将出现新面貌，城市景观得以发展，城市内涵也会得到提升。
【关键词】河道绿化；生态河道；绿化原则；绿化建设；植物配置

Abstract: As the main part in the city, urban river greening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the city. Thus, urban river greening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key issue in city construc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as long as we make effort on this, urban river 

construction, urban landscape and connotation will be improved.

Key words: Urban river greening; Ecological river; Greening principle; Greening construction; Plant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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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河道附近的居民，缺乏环保意识，就近排

放生活废水，随意丢弃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宠

物尸体等。不仅招来苍蝇、蚊子，还污染了水系，

破坏了生态平衡。有的居民在河道附近开垦“荒

地”，用来种菜、种庄稼，认为这是废地利用，创

造经济效益。还有一些企业、个人非法采砂，非法

占领河道、水域等，破坏了绿化植物。 

1.4 河道绿化养护政策不完善，有些工作无从下

手。 

国家出台河道绿化养护方面的政策法规不全

面，规范标准不统一，国家和各地区相关部门没有

真正认识到河道绿化的重要性，对河道绿化养护投

入资金不足。政府也没有很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进

来，很多环保人士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2 城市河道绿化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河道生态治理需要秉着尊重自然，维持可持续

发展，合理配置植被，协调统一和发挥河流的社会

功能等原则。尊重自然的原则是城市河道生态治理

的基本原则。在对河道治理的过程中尽量维持河道

的自然形态,注意结合生态学的相关知识,充分发挥

河道生态系统自净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城市河道

的生态治理在满足河道防洪、排涝等基本功能的同

时,也要发挥河道的休闲娱乐、景观等社会功能。城

市河道生态系统应该能够为人们提供可亲水的休闲

娱乐的空间。 

河道绿化建设是指在保证河道安全的前提下，

通过建设生态河床和生态护岸等工程技术手段，重

塑一个相对自然稳定和健康开放的生态系统，能长

期维持河道及两岸植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最终构

建一个人水和谐的理想环境。 

河道绿化设计都应该在遵循生态学原理的基础

上，根据美学特征和人的行为游憩学原理来进行植

物配置，体现各自的特色。植物配置应视地点的不

同而有各自的特点。 

河道治理完后，要加强管理，以维护河道的生

态平衡。要加强对水体质量的观察与调查，及时掌

握水体质量变化规律。监督检查流域的污染物排放

情况，禁止向河内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和垃圾，保

持河水水质良好。

3 城市河道绿化中植物合理配置

3.1 水中绿化带。

在河流水面之下种植水生植物，常用种类有芦

苇、香蒲、荷花、水葱、千屈菜、矮慈菇、鸭舌

草、水菖蒲等，可以起到减缓流水冲刷、净化改善

水质的作用。在地势低洼、时有积水的河道边沟地

带，种植一些喜水植物进行绿化，常用的植物种类

有芦苇、香蒲、荷花、鸢尾、水杉、池杉、杞柳、

垂柳等，能改变单调水域环境、丰富河道绿化景

观。 

3.2 防浪林绿化带。

防浪林绿化带通常营造在河道内侧下部的滩涂

上，其主要作用是在雨季或遭遇洪水水面上涨时，

减少水流对堤岸的冲刷，发挥对堤岸的保护作用。

可选择喜水湿、耐水淹的绿化树种，常用种类有水

杉、池杉、枫杨、青檀、欧美杨、落羽杉、紫穗

槐、水杨梅等。若进行混交或间作种植，能够增强

防浪效果，可以起到更好的防护作用。 

3.3 堤岸绿化带。

可以细分为堤坡绿化带和堤顶绿化带。堤坡绿

化的主要作用是护坡和防止水土流失，可选择根系

比较发达、固着力较强的灌木、藤蔓植物和草本植

物，常用种类有紫穗槐、白蜡、簸萁柳、黄刺玫、

常春藤、爬山虎、狗牙根、文羊茅、高羊茅等。堤

顶绿化的主要作用是护堤和进行景观美化，要以观

赏乔灌木为主，常用种类有垂柳、玉兰、栾树、合

欢、黄杨、月季、女贞、紫荆等。 

3.4 主绿化带。

主绿化带是位于河道绿化单元最外侧的绿化

带，是构成河道绿化生态廊道的主体部分。主绿化

带在植物配置时，既要考虑景观美化效果，也要考

虑廊道生态功能，还要考虑其他社会作用。可以选

择的风景植物有雪松、侧柏、泡桐、楸树、臭椿、

香椿、苦楝、竹子等；可以选择的果树植物有苹

果、梨树、石榴、核桃、大枣、银杏、樱桃、板栗

等；可以选择的药用植物有木瓜、杜仲、辛夷、山

茱萸、党参、丹参、麦冬、薄荷等。

4 城市河道绿地环境小品合理布置

城市河道景观中的环境小品设施，主要包括花

坛花钵、休憩亭廊、座椅、雕塑、景石等，虽然其

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其发挥的功效却很显著，不但

能够为人类提供休息的场地，最主要的是它的一些

造型特色等本身就具备一定的观赏性特征，常常因

为它们的精致而带给我们非常深层次的体会。在生

活中，我们常会发现那些设计非常精妙的雕塑等，

衬托在花草之间，不但能够体现出一个区域的文化

内容，符合当代的精神活动规定。同时还可以体现

出当代群体的审美思想等。由于景观被赋予了美学

的思想，所以整个城市也被融入到非常浓厚的文化

气息中。经过合理的设计以及治理，景观能够更好

地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追求，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加实

用美观的生活环境，进而在无形中提升了我们所在

区域的总体形象。我们坚信，只要大家携起手来共

同努力，城市会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充满生

机。

 

5 结语 

河道绿化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部分，与环境保护

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忽略河道绿化对环境保护的

促进作用，环境保护发展速度就会越来越慢；忽略

环境保护，河道绿化就无从谈起。所以，让企业带

动经济增长，让经济增长来推动环境保护，用环境

保护来促进河道绿化，增加绿化面积，调整植物结

构，让河道绿化和经济发展达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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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Fiscal And Financial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Of Hangzhou West Lake Scenic Area ( 
Municipal Gardens And Cultural Relics Bureau )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市园文局）财政财务运
行特点和发展建议

“三区”体制调整后，特别是2003年开始实施

分税制财政体制后，名胜区（园文局）（以下简称

“区（局）”）的管理范围明显扩大，职能进一步

扩充，经济工作重心由“财务管理”向“财政管

理和财务管理”并重转移，支出范围由“园林文物

支出为主”向“园林文物支出与社会支出”并重转

变，并逐步开始编制和完善了区、局合一的预算本

子。从2003年到2014年的十二年间，财政财务运行

呈现了鲜明的特点。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财政局课题组 / Finance Bureau group of Hangzhou West Lake scenic area

1 区（局）财政财务运行的特点

1.1 财政收入快速增长

自2003年财政体制运转以来，区（局）财政收

入呈快速增长的态势。2014年财政总收入比2003年

增长8.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1.5%；其中地方财政

收入增长9.8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3.1%。十二年间

的2013年比较特殊：受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力度持续

加大的影响，财政收入一改连续多年的单边增长，

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14年财政收入重新出现正增

【摘 要】 2002年9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对西湖区、西湖风景名胜区、之江旅游度假区等地区管理体制
做出调整，成立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与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合署，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职能进一步扩充，管理范围明显扩大。新管理体制自2003年开始
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经济管理由“财务管理为重”向“财政财务管理并重”转移。本文着重对2003年至
2014年新体制运行以来的财政财务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总结了其运行特点（从中可以看出取得的成就和
存在的问题），并围绕“平衡财力保运转，发展经济促保护”的主题，为助推名胜区（园文局）未来经济发
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财政；财务；特点；对策

Abstract: In September 2002, the Hang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made adjustments to management system of 

Xihu District, West Lake scenic area, Zhijiang tourism & resort region and establish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Hangzhou West Lake scenic co-located with Hangzhou Municipal Gardens and Cultural Relics Bureau. Management 

Committee with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two brands for one team” further expanded functions and the scope 

of management significantly. The new management system began to implement the tax sharing system since 

2003, economic management changed from "mainly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to "equal on fiscal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new system from 2003 to 2014,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the fiscal and 

financial data, summarizes its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which revealed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Finally 

suggestions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was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topic of “balance the finance 

for operation, develop the economy for protection”.

Key words: Fiscal；Financial；Characteristic；Strategy

长（表1）。

1.2 一般预算支出刚性增长

从表一可以看出，剔除杭州市主要的专项转移

支付因素（西湖综保、历史文化名城等）后，区

（局）一般预算支出从2003年的22248万元增长到

2014年的73179万元，增长3.3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11.4%。2003年以来一般预算支出呈现单边增长态

势，各项政策性增支因素逐年累积。主要因素为：

行政事业人员工资薪金和离退休金标准逐年大幅度

提高；新建成项目投入使用后，基础设施维修费用

增加；景区开放时间从8小时提高到全天候开放，编

外用工成本和绿化养护费用节节攀升；游客逐年递

增，管理养护频率明显增加，大量公共基础设施和

设备需要及时维修维护；社会公共服务支出标准逐

年叠加提高等。

1.3 财政可用财力占比逐年下降，收支缺口越来越大

尽管财政收入增幅较大，但是区（局）上解

省、市支出的增幅又明显高于财政收入的增幅，并

且形成的剪刀差越来越大，区（局）自求平衡的能

力不是逐年增强，而是越来越低（表2）。

通过数据分析，可用财力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

例逐年下降，从2003年的99.72%下降到2014年度

表1  区（局）财政收支情况对比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03年
决算数

2008年
决算数

2009年
决算数

2010年
决算数

2011年
决算数

2012年
决算数

2013年
决算数

2014年
决算数

2014年比2003
年增长(%)

2003-2014年
平均增长率(%)

财政
总收入

7918 31383 35541 40522 57844 65722 58787 67181 848.46% 21.5%

地方
财政
收入

4769 21928 25845 30443 40765 49375 42917 46773 980.77% 23.1%

一般
预算
支出

22248 34532 46031 56710 62950 72967 70869 73179 328.92% 11.4%

表2  区（局）可用财力对比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03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4年比
2003年
增长%

03-14
年平均
增长率

财政总收入 7918.00 31383 35541 40522 57826 65722 58787 67181 848% 21.5%

其中：地方
财政收入

4769.00 21928 25845 30443 40765 49375 42917 46773 981% 23.1%

地方财政
收入增幅

14.90% 17.86% 17.79% 33.91% 21.12% -13% 8.98% —

各项上解 13.55 9948 12529 14697 21184 24835 22121 24089 177779% 97.4%

各项上解增幅 16.90% 25.94% 17.30% 44.14% 17.23% -11% 8.90% —

可用财力 4755.45 11980 13316 15746 19581 24540 20796 22684 477% 15.3%

可用财力增幅 13.20% 11.15% 18.25% 24.36% 25.33% -18% 8.32% —

资金缺口 4839 10979 10352 18068 13752 23682 18420 22173 458% 14.8%

可用财力占地方
财政收入的比例

99.72% 54.63% 51.52% 51.72% 48.03% 49.70% 48.46% 48.50% —

各项上解占地方
财政收入的比例

0.28% 45.37% 48.48% 48.28% 51.97% 50.30% 51.54% 5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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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相应地，上解支出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

逐年增加，从2003年0.28%增长到2014年的51.5%。

与此同时，区（局）2014年可用财力比2003年增长

4.77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5.3%，远远低于各项上

解支出的平均增幅（97.4%）。理所当然地，缺口

资金由2003年的4839万元增长到2014年的22173万

元，增长4.58倍，年平均增长率14.8%。形成了这

样一种现象：在可用财力总量逐渐增加的态势下，

资金缺口反而背道而驰、逐渐扩大——显然是由于

上解支出增长比例远高于可用财力的增长的缘故。

1.4 事业单位收入和专用基金余额呈略有上升趋势

多年来，区（局）在不断推出免费景点的同

时，为了追求收支平衡、适当缓解经费自给率逐年

下滑的态势，通过门票考核、招商引资、经费包干

和增收节支等政策进行引导，促进了事业单位财务

收入相对稳定并呈略有上升趋势。2014年区（局）

属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收入为4.55亿元，比2003年

的1.97亿元增加2.58亿元，增长131.38%，年平均

增幅为7.9%。其中，2014年门票收入3.03亿元，比

2003年的1.67亿元增加1.35亿元，增长为80.74%，

年平均增幅为5.5%。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收入和门

票收入的年平均增幅远远低于财政收入的年平均增

幅（图1）。

如图，基金结余同样增幅明显，其中：事业基

金余额从2003年的-130万元增加到2014年的0.99亿

元，增加78倍，年均增幅为48.7%；专用基金余额

从2003年的0.21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亿元，增长近

4.7倍，年均增幅为15.3%。

1.5 近年来事业单位收入增长乏力、门票收入增长

缓慢

由于西湖风景区经济结构单一，服务业占收入

的比重很大，近年来受宏观政策影响明显，事业

单位财务收入在2012年达到历史高点4.56亿元后，

最近三年的收入增幅出现瓶颈，到2014年仍徘徊在

4.55亿元。

而作为区（局）事业单位收入主要来源的门票

收入，在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而且近年受

到景区交通单双号单循环的限行措施、团队出游减

少、其他景点分流等因素影响更加明显，因此门票

收入增长趋缓，其中2010年到2014年的门票收入分

别为：2.85亿元、2.86亿元、2.84亿元、2.7亿元和

3.03亿元，同样步入平台期，处于滞涨状态。

1.6 事业单位支出规模日益扩大，增幅明显高于收

入增幅，经费自给率逐年下降

主要受政策性因素影响，区（局）基层单位的

刚性支出逐年增加，事业支出总额到2014年为8.07

亿元，比2003年的2.49亿元增加了5.58亿元，增长

224.19%，年均增幅为11.3%，高于事业单位收入的

年平均增幅（7.9%）3.4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占事

业单位收入主体的门票收入年平均增幅（5.5%）近

6个百分点。

也正因为如此，事业单位的经费自给率逐年下

降：2003年区（局）属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收入为

1.97亿元、行政事业支出为2.49亿元，经费自给率

为79.1%，到了2014年区（局）属行政事业单位的

财务收入为4.55亿元、行政事业支出8.07亿元，经

费自给率为56.4%，下降了23个百分点。

1.7 行政事业单位支各项出均明显扩大

区（局）基层单位支出规模日益扩大，在职人

员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和公用及业务经费等三个

大类呈现全面上涨的态势（图二）。

一是人均在职人员经费增加。从2003年的2.42

万元，增加到2014年的12.53万元，增长近5.2倍，

年均增幅为16.1%。除了每年晋档晋级等原因以

外，主要是2012年大幅提高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

费比例，2013年事业单位全面落实了绩效工资政

策，2014年因实行绩效工资导致“五险一金”缴费

基数大幅增加等。

二是离退休人均人员经费（其中财政适当补助

单位为事业单位补充发放的退休工资）增加。从

2003年的0.48万元，增加到2014年的2.7万元，增长

近5.6倍，年均增幅为17%，略高于在职人员经费的

增幅。近年增支的主要原因是2012年开始实行绩效

工资（并补发了前两年）；2013年起分别增发离退

休人员“活动费”人均0.35万元和0.3万元。

三是人均公用及业务经费增加。从2003年的

3.39万元，增加到2014年的10.49万元，增长近3.1

倍，年均增幅为10.8%，明显低于人员经费的增

幅。公用及业务经费增支的主要原因是逐年的物价

指数上涨、景区管养标准提升、在职人员减少导致

使用编外用工和服务外包项目增多等因素综合影

响。需要说明的是：在职人员减少，本身也会造成

人均公用及业务经费的增加，如2011-2014年的公

用及业务经费支出从3亿元增加到3.32亿元，增加

了10.69%，而人均数却从8.66万元增加到10.49万

元，增加了21.13%。

1.8  区（局）财政对基层单位的补助逐步增大

如图四所示，在保持区（局）事业单位“收支

结余”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随着刚性支出的不断增

加、在财务收入增加乏力的情况下，故唯有逐年提

高财政补助的投入数量。例如：事业支出数从2003

年的2.49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8.07亿元，增长

224.19%，年均增幅为11.3%；而财政补助数从

2003年的0.97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4.35亿元，

增长348.5%，年均增幅为14.6%。与此同时，事业

收支结余数保持地相对稳定，从2003年下属26家行

政事业单位结余0.44亿元，到2014年下属37家行

政事业单位结余0.83亿元，增长88.64%，年均增

幅为5.9%，事业结余的年平均增幅与门票收入的

年平均增幅接近，明显低于事业支出的年平均增幅

（图3）。

此外，为保持对基层单位经济刺激政策的相

对稳定，同时调动其创收与节支的积极性，区

（局）优化了绩效工资政策中关于“主管部门调

控额”的使用政策，将其额度分解至各项考核政

策之中，均纳入区本级预算，按考核结果补助给

相关单位，例如“增收节支”、“税收贡献”、

“门票创收”等考核都是多年来主要且有效的激

励政策。

1.9 各项激励政策达到了“藏富于民”的效果

区（局）自成立以来，积极开源节流，坚持招

商引税、狠抓门票收入，主动盘活存量、优化资产

管理，深化政策激励、积极减员增效，坚持“养事

不养人”的原则办事业，自行化解了巨大的增支额

度。与此同时，通过增收节支、包干政策等综合管

理手段，有效激发了基层单位的创收积极性，“放

水养鱼、藏富于民”已取得初步成效。截止2014

年底，区（局）事业单位各类基金结余共计1.99

亿元，其中：事业基金0.99亿元、福利基金0.35亿

元、折旧及修购基金0.65亿元；尽管1.99亿元尚不

足以弥补2015年当年预算收支缺口，但其总量毕竟

已经比2003年增加了1.79亿元，增长了9倍，年均增

幅为23.3%，基层单位的财力比体制调整之初有所

壮大（图4）。

图1 区（局）事业单位财务（门票）收入与基金余额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图2  区（局）基层单位人均经费支出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图3  区（局）基层单位收支余和财政投入的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图4  区（局）事业单位各类基金组成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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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区（局）有效控制了财政供养人员数量，但逐

渐走入困境

区（局）行政事业单位数量从2003年的26家增

加到2014年的37家（含市场监管局，但不含2014年

底接收的工美馆和运河保护中心），增加11家，增

长42.31%；在职人员数量从2003年的4146人，减少

到2014年的3167人，减少979人，下降23.61%，有

力地控制了财政供养的在职人员数量；离退休人员

从2003年的1635人，增加到2014年的2875人，增加

1240人，增幅为75.84%。分析其原因，除了正常的

人员到龄退休因素，主要是2008年区（局）引导基

层开始实施包干政策，其后的五年内，基层单位通

过内部挖潜，取得了减员增效的实际效果。不过，

随着在编人员年龄结构老化的问题显现，单位缺人

现象日益突出，往往采取了“以编外顶补编内”

的现象，而且是“退多补少”，有效地节约了资

金。到了2015年，受国家对事业单位压缩编制人数

政策的影响，杭州市对区（局）控编人数大幅度压

缩，以此为转折点，区（局）从“主动压缩”变成

了“被动压缩”，从“减员增效”演变成“人员饥

渴”的状态（图5）。

有效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的结果是：从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财政负担，而且为市委、市政府压缩

财政供养人员提供了空间；但对基层单位来讲，在

培养专业技术及管理人员、构建人才梯队方面，也

受到了明显的制约。

2 发展建议

以区（局）财政财务运行上体现的特点为基

础，围绕着“平衡财力保运转，发展经济促保护”

的主题，我们不囿于就单一经济角度论事地提出以

下发展建议。

2.1 不断提高保护管理水平，筑实世界遗产地的根基

2004年8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杭州西湖风景名

胜区管理条例》，将“科学规划，严格保护，统一

管理，永续利用”这十六字方针作为各项工作的指

导原则。杭州市委、市政府和区（局）站在公益而

非功利的角度考虑风景区的保护和管理问题，体现

出对“规划”和“管理”的高度重视和对“开发”

的谨慎态度。今后区（局）应当继续按照“三分建

设、七分管理”的思路，更加专注于对西湖风景区

的保护和专业化管理，这是区（局）的首要任务和

长期目标，不能动摇和偏移。

建议进一步明确具有前瞻性的管理目标、引入

科学化的管理绩效指标，着力提升管理水平和管理

手段，加强综合执法，不断督导管理行为与发展目

标的统一，在对西湖风景区实施有效保护和管理的

成绩单上，先要得高分，更要追求满分。

2.2 持续优化人员结构和配备，控制财政供养人数

在国家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的大背景下，区

（局）作为杭州市较大的部门，已经带头践行并

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今后固然要注意“量”

的控制、更要注意“质”的提升和“结构”的优

化。一是不断优化人员结构，提高知识化和专业化

水平，提高科技管理的含量，实现“机器换人”。

二是在人员配备上，有必要向重点领域倾斜，包括

向园林、文物、绿化等特色高端人才倾斜，同时提

高区（局）机关作为首脑部门在各领域政策研究的

能力，优化核心机构的专业化研究水平。三是在减

员增效的指导思想下，不断提高编外人员待遇，对

于在管理岗位和专业岗位的编外人员，更要高看一

眼，单设一套更高的待遇标准，缩小他们与正式编

制人员的收入差距。四是梳理运行机制，研究如何

整合和逐渐减少管理政策和考核政策、合并工作流

程、减少相邻单位之间的人员重复投入，甚至考虑

对职能相近或地理位置相邻的单位的合并问题，为

压缩冗员创造条件。五是可以考虑在保留事业单位

档案工资的基础上，打破事业人员、企业人员、临

时人员的身份界限，鼓励利用集团公司或事业单

位所属二级企业平台对外拓展市场，通过向外输出

技术、服务等方式，集中优势专业和工人技师、大

师，打造园林、文物、绿化等主业的核心竞争力，

走出景区、乃至走出杭州发展和输出品牌，主动创

收和提高员工待遇。

2.3 稳步走向“限制客流量”阶段，加强停驻空间

的构建

从各个“黄金周”客流量情况来看，西湖风景

区可谓是人满为患，游客的旅游感受未必舒适。

然而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对旅游舒适度需求的

增加、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很有可能推动区

（局）今后走向“限制客流量”的发展阶段。

一旦客流量走入平台期甚至下降阶段，即“初级

消费者”数量逐步下降、同时“中级消费者”数量增

加，两个群体的此消彼长将是大势所趋，加之不同层

次消费者对消费体验的要求总是逐步提高的，因此很

有必要面向不同的消费群体设计停驻空间，让游客在

西湖风景区从单纯的“到此一游、拍摄相片、留下

垃圾”式的走马观花式旅游，逐步向具有“环境型、

文化型、体验型”特点的沉浸式消费过渡。

当然，政府部门主导和设计的停驻空间，不宜

走豪华奢侈路线，而是要追求停驻空间的舒适度和

文明程度。在设计停驻空间时，由于需要游客慢下

来、坐下来、静下来，因此很有必要下决心解决景

区的交通问题——可以考虑在核心景区实施封闭式

管理，禁止机动车进出，同时推出公共电动车微利

乘坐、公共自行车免费租用等举措保证游览需求。

2.4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起抓，发展健康经济产业

区（局）推出的旅游产品、提倡的产业当然要

关注经济效益，但是也要摆脱急功近利地浮躁思

想，引导基层单位、农民树立培养长远财源的思

想，不应当走那种不节制地提高租金的“杀鸡取

卵”式的路子，那样只会把一些优质企业“赶出”

西湖风景区，无异于涸泽而渔。同时，更要凸显主

流文化，提倡审美化和健康化，负责任地引导消费，

而不是鼓动游客单纯地消耗资源。比如：针对西湖风

景区的产业限制和环保要求，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应积

极吸纳总部经济，尽量减少对风景名胜资源的消耗

和污染；构建和发展健康经济产业，把疗休养和健

康养生产业作为新的发展扶持领域；稳定既有税源

存量，增强主动服务意识，及时解决企业提出的问

题；对于税收增长潜力大的重点纳税大户，主动关

心和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积极扶持风景区本地企

业，支持发展茶楼经济，壮大本地茶叶企业，帮助

其提高纳税能力和带动农民增收的能力。

2.5 在西湖风景区产品推介领域尝试PPP试点

毋庸置疑，西湖风景区有着极其丰富在自然资

源和文化资源，其保护与管理水平也处于较高平

台上并依然在不断进步，这是区（局）的强项。但

是，在推出同样较高水平的产品方面却是区（局）

的短板，总是面临着“有好原料做不出好饭菜”的

尴尬。

因此，建议在旅游产品推介平台建设上，不必

自我摸索，而是直接找“高手”搭档，实现强强联

合，可以尝试走PPP模式，诸如可以与强大的电商

企业合作，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合作企业专营西

湖风景区的产品和产品组合，更好地为游客提供旅

游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政府和企业形成“利益

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合作关系，通过合

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强强联合来减轻

政府负担，降低企业投资风险。

2.6 继续推进收取“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工作

收取“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具有法律依

据、理论依据、实践依据。2006 年 12 月 1 日起实行

的国家《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风景名

胜区管理机构应当与经营者签订合同，依法确定各自

的权利义务。经营者应当缴纳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

费。《条例》第三十八条明确：国务院财政部门、价

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制

定出具体管理办法。这个规定为征收“风景名胜资源

有偿使用费”提供了法律依据，如果能够得到有效

执行，这笔资金将可以成为区（局）保护和管理资金

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因此此项工作有必要持续推

进，创造好各项条件，蓄势待发，适时推出。

2.7 发挥各类基金的统筹作用和使用绩效

随着国家新《预算法》、财政部新颁布的《行政

单位财务规则》、《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的实施，在突

出预算刚性的同时，也要求充分发挥事业基金弥补收

支差额和支持单位事业发展的“蓄水池”作用，将其

确定为单位预算的经费来源之一。同时根据《关于名

胜区（园文局）事业单位进一步深化绩效工资分配的

指导意见》，对绩效工资发放方式不搞“一刀切”，规

定在单位新增财力及上年福利基金有余额的前提下，

图5 区（局）基层单位数量与财政供养人员的增幅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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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在主管部门调控额度内按比例由单位根据工作

实绩进行自主发放。对于折旧及修购基金，可以将

其作为名胜区一般性建设维护项目的资金来源之一，

发挥其“价值补偿”功能。

2.8 对上争取资金或财政体制支持

鉴于西湖风景区对杭州市区旅游经济的显著贡

献，对上积极争取资金或体制支持也是维持现行体

制运转的可行途径。

方法之一，为了保证政府对西湖风景名胜资源

的保护与管理，在遇到重大政策性增支、突发公共

危机或其他不可抗力等情况时，由上级政府帮助解

决相应的资金缺口，以保证各单位、各项公共事业

的正常运转和发展。

方法之二，将现有的“定额补贴法”改进为

“定额补贴递增法”，即在市对区（局）的财政体

制中，除了明确“定额补贴”的基数，再确定一个

定额补贴的“递增比例”。这个“递增比例”可以

是一个具体数值，也可以是一个变数，比如：可以

选择每年杭州市区旅游收入的增长率，也可以是每

年杭州市区当年地方财政收入或财政总收入的增长

率，还可以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为保证财政补助

资金的实际使用效益不降低，参考国家、省、市每

年的通货膨胀率确定递增比例。

方法之三，根据目前区（局）承担的“事权”和

“财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事实，结合国家税制调

整的实际情况，重新核定区（局）财政收支基数。

2.9 不断完善现行体制，积蓄实力，寻求突破

由于设立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是国家法

规，省、市相关法律的要求，也是西湖作为世界文化

遗产保护与管理的需要，更是今后长远的保护和管理

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有效形式。由此，我们认为现有的

“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具有一定的稳定

性，将在今后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下去。

因此，绝不能忽视现有管理体制中尚不够完善的

方面，需要在区（局）的各项政策、决策、工作中充

分考虑西湖风景区的长远发展，应当督促相关各方

把不断完善管理体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长抓不懈。

今后，区（局）所属部门及单位，应当主动开展“研

究西湖”的工作，在几年来开展社会管理和专业管理

经验的基础上，及时总结经验，继续积蓄软、硬两种

实力，为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做好准备。

下一步可以适时建议市委、市政府决策合并现

有的“两条线”，即“西湖风景名胜区规划红线”

和“托管区界线”，进一步丰富区（局）的管理职

责，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长久保护和有效管理提供更

加完善的体制保证。如果实现“两线合一”，增加

了近13平方公里的管辖范围，尽管管理面积和社会

事务增加了，但有利于发挥财政资金的规模效益，

也有利于调整现有的街道设置，增设一到两个街

道，形成区（局）所辖的两、三个街道的竞争发展

的格局，还有利于街道干部的交流和调整，调动不

同层面干部的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解决一部分西

湖风景区内农民、居民的就业问题，推动西湖风景

区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

2.10 站在“世界级”高度宣传自身形象

自2011年6月25日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成为中国的

第41处世界遗产、2014年6月23日中国大运河项目

成为中国第46处世界遗产项目之后，杭州成为拥有

了“二处遗产”的省会城市，但仍未步入一线城市

行列。在可以预期的将来，随着国际间交往更加密

切，我国国力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外

友人、旅行者、商务团体们势必更加频繁地来到中

国，同时也不会仅满足于驻足在原有的已经比较成

熟的一线城市，所以区（局）有必要积极建议浙江

省、杭州市乘势而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加快回答

好“向世界展示什么形象？”的问题，不但要习惯

于走向世界，敢于站上世界舞台上展示形象，更要

有世界级遗产地的自信，一方面要练好“内功”，

另一方面大力度、高频度地将设计成熟的浙江省、

杭州市的美好形象展示给国内外公众，牢牢抓住世

界的视线，助推杭州快步迈向国际著名城市行列。

【课题组成员介绍】                                                                           

吴文革，男，1966年12月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杭州西湖风

景名胜区管委会财政局 局长，从事财政管理工作。

刘涛（执笔者），男，1974年12月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杭

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财政局 副局长，从事财政管理工作。 

林李红，女，1979年8月生，本科，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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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男，1976年2月生，本科，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财政局 

副主任科员，从事财政管理工作。

山茶科（Th e a c e a e）茶梅（ C a m e l l i a 

sasanqua）是当今山茶属的四大观赏树种之一。有

着“阳光茶花”美誉之称，因其花型兼具茶花和梅

花的特点而得名。尤其现冬季开花的植物稀少，故

它以其花开秋冬、花开稠密、观花赏叶俱佳而独树

一帜，据观察其群体花期从初秋至春，长达半年之

久，有些品种还具浓郁的芳香。

清代的西湖隐花翁陈扶摇（陈淏子）著有《秘

传花镜》一书，对茶梅作了描述：“茶梅，非梅

花也。因其开于冬月，正众芳凋谢之候。若无此花

点缀一二，则子月几虚度矣。其叶似山茶而小，花

如鹅眼钱而色粉红，心深黄。亦有白花者，开最耐

久，望之雅素可人。”该文是最早将茶梅与山茶区

分记载的著作。秋冬时节，正值茶梅品种陆续开花

之时，一幕秋雨后，姗姗花满地，别有一番风韵。

下面介绍杭州常见的10个具代表性的茶梅优良品

种，以飨读者。

1、小玫瑰Little Rose
识别：原产中国。别称‘小茶梅’，花玫瑰红色，

时有粉红色雄蕊瓣，花瓣近圆形，25-35 枚，略有

皱边状，花径 5-7cm，半重瓣型，花期 11 月中旬至

翌年 3月下旬，具淡香。叶椭圆形，稍中折，浓绿，

质较厚，富光泽，锯齿细而钝，树形开张至丛生形，

枝条横向展开，呈矮灌状，长势旺盛。偶能结实，可

与其它茶梅品种杂交，产生许多实生后代。 湖南长

沙称‘大红铃’。日本东京称‘寒椿’。

2、朝仓Asakura
识别：花奶白色，最外轮的两层花瓣瓣背略泛

粉红色，花瓣40-50枚，初开呈荷花状，花径9 cm

左右，完全重瓣型，花期较早，在9月下旬呈翌年 1

月上旬，着花率多，具淡香。叶椭圆形，略尾尖，

中等绿色，中折较明显，侧脉清晰，齿粗浅。树皮

灰白色。嫩枝有细毛，芽鳞表面有倒生柔毛。树形

挺拔紧凑，长势旺盛。偶能结实。

Introduction Of Camelia sasanqua Excellent Cultivars

章丹峰 / Zhang Danfeng

茶梅优良品种介绍

 1  2 
1_ 小玫瑰

2_ 朝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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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富士之峰Fuji-no-mine
识别：原产日本。杭州地区别称‘秋芍药’，

花纯白色，花瓣近圆形，约55-65枚左右，雄蕊基

本瓣化，花开随瓣化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

态，初开呈荷花状，盛开后花瓣反卷呈飞舞状，后

期花瓣颜色变暗且外翻，花径8-11 cm，玫瑰重瓣

型到完全重瓣型，覆瓦状排列，花期11月下旬至翌

年1月下旬，微有淡香。叶片淡绿色，时有黄斑，椭

圆形至宽椭圆形不等，光亮，锯齿粗浅。树挺拔紧

凑，树冠呈圆锥形，长势中等。

4、肥后樱Higo-zakura
识别：别称‘樱花’，株高可达4-5m，花极浅

粉红色，花瓣大而圆，边缘略皱，花瓣约7-8枚，

单瓣型，花期11月中旬至翌年1月中旬，花蕾心脏

形，具芳香。叶浓绿，长椭圆形，齿较浅。树形直

立，长势较旺。该品种结实多。`

5、乙女Otome
识别：原产中国华南地区。花粉红色，雄蕊大

都瓣化，花瓣30枚左右，盛开时偶见残存雄蕊，花

径7-8cm，玫瑰重瓣型，花期11月上旬至翌年2月

下旬，着花量多。叶狭长椭圆形，中折，浓绿，齿

浅而稀，侧脉清晰。树形较开张，矮灌状，发枝较

长，长势旺。亦可作基础种植及常绿篱材料。

6、东牡丹Azuma-botan
识别：原产中国。又称东红牡丹，花暗红色，花

瓣大而圆，平铺，中到大型花，中部花瓣直立稍扭曲，

偶有少量金黄色雄蕊混生，花瓣约 30-35 枚，花径

7-8cm，牡丹型，有淡香，花期 11 月中旬至翌年 4

月上旬。叶椭圆形，锯齿尖而密，浓绿有硬质感，有

光泽，叶稍反曲。树形开张，枝条粗壮，长势较强。

7、绯乙女Hi-oteme
识别：别称‘红乙女’、‘昭和之誉’。花深

玫瑰色，花瓣25-30枚，初开中心花瓣呈珠状，渐

呈荷花状开放，花径6-7cm，玫瑰重瓣到完全重瓣

型，花期10月下旬至翌年1月，着花量多。叶狭小

椭圆形，略弯曲，浓绿，光亮，齿钝而浅；植株立

性，长势旺盛。

欣赏：玫红小朵有创意，可作地被和花篱，美

化应用它第一。

8、笑颜Egao
识别：原产日本。 花深粉红色，花心有短的

近离生状黄色雄蕊排列，花瓣阔圆形，先端凹陷，

约16-18枚，花径10-11cm左右，半重瓣型，大型

花，花朵稠密，花期12月中旬至翌年3月下旬。叶狭

长椭圆形，锐尖，光亮、浓绿，叶稍反曲，锯齿尖

而密。主干直立，冠幅开张，生长旺盛。

9、宝冢Takarazuka
识别：原产日本兵库，1970年前后传入久留米

繁育普及。花色极淡粉红，接近白色，外轮花瓣泛

粉红色，花瓣长椭圆形，约25-28枚，雄蕊基部连

生，花径10cm左右，半重瓣型，有淡香，花期11月

下旬至翌年4月上旬。叶长椭圆形，边缘呈波曲状，

浓绿，齿深而稀。树形横张，矮性，长势较强。

10、立寒Kanjiro
识别： 别称‘勘次郎’、‘立寒椿’。花为

鲜艳的玫瑰红色，花瓣长圆形，10-15枚，花瓣中

心有白粉状细点，瓣端凹陷，金黄色雄蕊集聚于花

心，花径9-10cm，半重瓣型，花期11月下旬至翌年

2月下旬，属冬茶梅品种中开花期较早的品种，有淡

香。叶椭圆形，浓绿色，平滑，稍呈弧状弯起，中

折较明显，侧脉脉纹不明显，齿稀浅。树形立性挺

拔，冠幅较大，生长势极旺盛。是日本现园林应用

最为广泛的品种。该品种能结果。

（图/章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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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wei Pavilion

翠微亭

“翠微亭”坐落于杭州西子湖畔飞来峰北麓的

半山腰上，隔冷泉池与灵隐寺主体建筑群遥遥相

望。该亭始建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由南宋爱

国将领韩世忠为悼念民族英雄岳飞而建。岳飞遇害

后，投闲置散的韩世忠偶过灵隐登览形胜，寻得北

宋所建“紫微亭”旧基，因念岳飞曾登池州齐山翠

微亭并作《登池州翠微亭》诗：“经年尘土满征

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马蹄催趁

月明归。”故仿池州新建翠微亭。

千百年来，灵隐翠微亭历经风雨沧桑，几度兴

废重建。据史料记载，韩世忠建亭后不久即废，乾

道五年（1169年）由临安知府周淙重建，清光绪年

间钱塘丁丙再建翠微亭，后又遭损毁。现存亭体则

为民国十六年（1927年）由灵隐寺慧明法师重新修

筑，为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重檐八柱攒尖亭。亭

内现有横匾二块：一题“翠微亭”、一题“归存岳

峙”，八根石柱上分别镌刻着“路转峰回藏古迹，

亭空人往仰前贤”、“万壑松风和涧水，千年豪杰

壮山丘”等多组楹联。

如今的翠微亭，已成为游人香客们游览灵隐的必

经之地。一翼翠微亭，静静地矗立在杭州这座温婉而

诗意的江南古城里，默默地见证了两位南宋英雄将领

之间的深情厚意。这温婉诗意的城市与忠义气节的故

事相遇，便酝酿出了壮怀激烈的爱国情怀。

Cuiwei Pavilion is located in northern of Flying 

Peak of Hangzhou West Lake scenic area, facing 

Lingyin Temple across Cold Spring Pool. The pavilion 

was founded in Shaoxing twelve years (1142), by the 

patriotic general Han Shizhong in South Song Dynasty 

to mourn the national hero Yue Fei.After Yue Fei's 

death, Han Shizhong went to Lingyin occasionally and 

found "Ziwei Pavilion" built in North Song Dynasty. 

Considering that Yue Fei had climbed Qi Mountain in 

Chizhou and written a poem called “reach the Cuiwei 

Pavilion in Chizhou”: uniforms are full of dust after 

many years, especially go to the Cui wei Pavilion. I 

will never get tired of nice landscape, but I have to 

return immediately.” Therefore, Cuiwei Pavilion was 

built in imitation of Chizhou.

For thousands of years, Lingyin Cuiwei Pavilion 

has experienced a lot and reconstructed for several 

times.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the pavilion 

was destroyed shortly after Han Shizhong constructed 

it.In Qiandao five years (1169) the pavilion was 

rebuilt by Ling'an magistrate Zhou Cong.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pavilion was reconstructed by Qian Tang 

Ding Bing, then destroyed later.The existing pavilion 

is rebuilt by Master Hui Ming of Lingyin Temple 

in 1927, which is a double-eave and eight column  

pavilion reinforced by concrete. There are two 

plaques in the pavilion: one is “Cuiwei Pavilion”, 

the other is “return to save Yue Zhi”. Eight pillars 

are engraved with four setences: "historic monuments 

were hidden in roads and peaks”, “the pavilion 

served as a memorial”, “myriad pines and streams 

of water”, “the Millennium hero was as strong as 

mountains" .

Now the Cuiwei Pavilion has become the essential 

spot when tourists visit Lingyin. Cuiwei Pavilion 

located in Hangzhou which is a gentle and poetic 

Jiangnan ancient city, silently witnessed profound 

friendship between two general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en this gentle poetic city met the loyal 

story, patriotism emer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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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景中的涅槃

古老而年轻的西湖，秀美的外表下蕴藏着饱经

沧桑的灵魂。她从历史和传说中走来，看遍了无数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 经历了多少荣辱兴衰，朝代

更迭，情与爱，血与火，忠诚与无畏，气节与信

仰……那山明水秀的风景里，也诉说着许多铮铮傲

骨的故事。

万松书缘——因为爱情

万松岭上，书声琅琅，同窗三载，两小无猜，

老实木讷的少年始终不知身边那个最要好的伙伴是

余弦 / Yu Xuan

女儿身，错过了情窦初开的少女那一次次娇羞含蓄

的表白，待到他恍然大悟时，少女已被父亲另许他

人，悔恨交加的他郁闷而死。于是在那个悲伤的

日子，远嫁他乡的祝英台执意要在踏进夫家前的最

后时刻，身着素衣来到梁山伯的墓前哭祭。电闪雷

鸣，墓穴洞开，纵身一跃，彩蝶翩然。

这便是一千多年前记载在《金缕子》中的爱情

传说。因为爱情，真爱穿梭千年，万松岭上的松涛

林海见证了这对恋人爱情的永恒，也让追求真爱的

灵魂在后世人们的吟咏和传颂里重生。

万松书缘（孙小明 摄）

岳墓栖霞——因为气节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

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所向披靡的军队

曾经让金人闻风丧胆，他曾用一次又一次的捷报让

“岳家军”的美名威震海内。然而纵使他再治军有

方，作战英勇，也无奈昏君与佞臣，求和派那深入

骨髓的怯懦和恐惧，化作那催命的十二道金牌，让

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数十年的成果毁于一旦，也寒了

岳飞那颗精忠报国之心，然而或许他也明白，自己

也将成为求和派献给敌人的祭品。

“谋反”，莫须有的罪名。“天日昭昭，天日

昭昭”是岳飞留给世人最后的申诉，风波亭留下了

他最后的背影。因为气节，英雄已逝，浩气长存。

岳墓栖霞，将英雄的伟岸永恒于山川，永恒于连绵

不断的流长岁月。

西泠忠魂——因为信仰

秋瑾的照片，柔美端庄，秋瑾墓前的汉白玉雕

像，英姿飒爽。这是怎样一个亦柔亦刚的女子，

本该是大家闺秀，贤妻良母，却生就了远超男儿

的侠骨豪情。“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

烈。”身逢乱世的她腹有诗书万卷，心在家国之

间，意气如钢心如铁，甘为同胞洒热血。她为革

命抛家弃子，为共和奔走呼号，最终起义失败被

俘，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终用生命践行了自己崇

高的信仰。

 面对儿女的照片，她潸然泪下，面对敌人的

屠刀，她大义凛然。往者有幸，生者有幸，西湖有

幸，青山有幸埋忠骨。因为信仰，辛亥革命胜利的

号角为她吹奏最壮丽的挽歌，民主共和的理念深入

人心使她的信仰得以延续与升华,“鉴湖女侠”的傲

然风骨也在西子湖畔的青山绿水间成为永恒。

往事穿梭越千年，西湖山水还依旧。历史已成

为传说，时光是公正的看客，千百年来，万松岭花

丛中的彩蝶依旧翩然起舞，岳王庙四周围的青松依

旧傲然挺立，秋瑾墓道路旁的杨柳依旧迎风摇摆，

见证了无数肉体的死亡与精神的涅槃，西湖明丽的

风景，以她特有的姿态守护着那些高贵的灵魂，向

人们诉说着生命的意义。

【作者介绍】                                                                                      

余弦，女，1989年生，重度脑瘫，经医治和训练，7岁勉强站立。本

杂志第5期曾刊登过她的文章《伊人在水——西湖古韵中走出的女人

们》，清新而多情的文字，无法想象她勉强站立和书写文字的艰辛。

拜读她的《风景中的涅槃》这篇文章时，从犀利的文字中仿佛看到了

重重包裹在她身上涅槃的力量。余弦的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岳飞（孙小明 摄）

岳飞墓（孙小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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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ig Man With Great Wisdom
A Record Of The Master Qian Suosheng In Landscape Lighting And Debugging

“大块头”有大智慧
——记景观照明调试技能大师钱所省

“大肚皮”、“黝黑脸”、“大嗓门”，当这

些特征集于一人，你会想起谁？哪里电路坏了、哪

里水泵不给力了，你又会想到谁？在西湖风景名胜

区岳庙管理处大伙儿能想到的，总是钱所省。“块

头儿不小、嗓门儿不小、力气头儿更不小”，这便

是“水电全能手”、景观照明调试技能大师钱所省

留给大家最为生动的印象了。

“黝黑脸”练就的“门儿清”

钱所省的“小麦色皮肤”，似乎已经成了他的标

志。作为管理处的“元老级”职工，今年已经是他工

作的第三十七个年头了。“误打误撞”就读园林专业

的他，“误打误撞”进了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不

料这一撞一打就是近四十年，在与西湖的朝夕相处

中，他被湖风吹白了头发，更被骄阳晒黑了脸。

三十七年间，他干过园林、管过安全，做过采

购、任过总务。偶然的机会，他“半路出家”接

触了水电施工，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水电施工

不似其它工种，事事都需亲力亲为，每每都要实测

实查，为此他几乎踏遍了辖区的每一个角落，成了

单位里“跑”得最勤快的人之一。这不计其数的奔

走，正是他“黝黑脸”的由来，更让他独练了一身

水电“活地图”的好本领，对辖区内各条水电网

路、各个灯具电箱是实打实的“门儿清”。

2003年“两堤三岛”夜景灯光改造工程，前后

仅四十天的施工时间，从设计到监理再到施工，他

日日奔走于施工现场，日晒雨淋；2004年北山街历

史文化保护街区夜景灯光工程启动，从施工到全程

监管，他的工作范围在扩大，8000余套灯具的安装

使他的皮肤越发黝黑；2005年孤山夜景灯光建设，

2007年文澜阁、楼外楼灯光建设，2008年宝石山夜

景灯光优化，2010年岳庙、黄龙洞景区夜景灯光提

升，2011年孤山夜景灯光优化，2011年重庆园博会

水电安装项目，2012年“北山之夜”特色街区一期

夜景灯光工程，2013年白堤、孤山路夜景照明工

程，2014年宝石山夜景灯光优化工程等等，还有管

理处365天几乎天天不间断的大事小事杂事，这些对

他来说都是不容懈怠的要事，这里面有些很繁琐，

有些很枯燥，可是他始终兢业付出、认真对待。

正由于他的勤奋耕耘，2004年，年仅40岁的钱

所省被聘为电工技师，成了我处史上最年轻技师；

他参与的2011年孤山夜景灯光优化工程，被中国照

明学会评为 “中照奖”二等奖；他参与设计并建设

的“北山之夜”一期夜景照明荣获中国灯光界的最

高荣誉---阿拉丁神灯奖十大工程奖，白堤夜景照

明工程再次荣获阿拉丁神灯奖十大工程奖。而他个

人也荣获了2011年中照奖个人设计奖及2010、2011

年度杭州市夜景灯光工程先进个人；2015年以钱所

省为带头人的“钱所省夜景灯光美化技能大师工作

室”被列入西湖风景名胜区技能大师工作室。

几度奔波，黝黑脸成了他的“logo”,这背后说

起水电来“活地图”般的“门儿清”更是他全身心

投入工作的最佳佐证。

“好腿脚”下的“好精力”

三十七年与水电“亲密接触”下来，辖区内的

每一根电缆他都熟恁于心，完全可以信手拈来；每

一只电箱他都了如指掌，说起位置、编号来总是零

错误，每一根水管他更是知道大概位置与走向。大

伙儿总是笑谈，有他在水电施工必是一次到位无返

工。

G20杭州峰会当前，这位“门儿清”的水电施

工老技师更是当仁不让，全心投入其中。岳庙管理

处辖区内所涉及的15个峰会工程中，钱所省首先独

挑苏堤夜景照明工程、北山街及周边区域亮灯提升

工程的全部现场施工管理“大梁”。两个工程几乎

同步施工，首先迎面而来的大难题便是前期的管道

开挖。这边的苏堤是游人如织的步行长廊，紧邻的

北山街又是车水马龙的交通要道，工作面相对较大

岳庙正门灯光效果

重庆园博会杭州园开幕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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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道开挖势必会对交通及游客通行造成一定的影

响。怎么干？“趁着人少、车少的时候干！”。为

此，钱所省把对通行影响较大的过路管网开挖安排

在夜间，分段、分幅实施。克服了人流、车流的问

题，可是夜间施工的安全与质量又该如何保证呢？

“我来盯！”作为工程主要负责人的他当仁不让，

主动挑起夜间管理的担子，管道开挖、敷设管线、

复原道路等每一个步骤，他步步紧盯，保安全、保

质量，累了，就趁着施工人员休息的空档抓紧补个

眠。天亮了，管网铺好了、道路复原了、交通顺畅

了，钱所省搓了搓满脸的倦意，心里念叨着的却还

是悬铃木的投光灯是否装好、路边的施工围护是否

得当、上树操作工人的安全措施是否到位……两个

工程共计完成40000余m的管线敷设、7000余套的灯

具安装及5000余套的灯具维护，毫不夸张地说，每

一米管线、每一套灯具里几乎都有钱所省近百个日

夜的“连轴转”。

岳庙管理处 15 个工程，大部分都是“数箭齐发”、

同时进行，难免会碰到交叉施工。今年三月初，苏堤

亮灯工程管线铺设使得苏堤部分已整理完成的绿地

不得不面临再次局部开挖，这意味着部分绿地将面临

着二次返工。“大嗓门”钱所省心里很不是滋味，一

边安排施工单位积极复绿，一边在岳庙管理处G20工

程建设微信群里发表了一篇长长的道歉信，朴实诚恳

的言语与心思让大家深受感动。这些只是工程建设中

的一些暖心小细节。在工作群里，他总是那个“群里

一声喊、现场马上到”的行动派，他也总是那个会拍

着胸脯说“有困难找钱工”的“范儿”爷，踏着小电

驴就来到了你身边。

忙完了两个夜景灯光工程的活儿，“行动派”

钱所省也完全不得空，急忙被抽调去开展印象西湖

及跨虹码头夜景灯光布置的工作。其中，跨虹桥码

头是峰会嘉宾夜游西湖上岸之处，夜景灯光可是其

中少不了的添彩之笔，既要延续北山街亮灯“水墨

江南”的风格，又要与背景宝石山亮灯相互辉映，

难度可想而知。尤其是码头上新增的牌坊和立体花

坛，所有的灯光都需按其形态、质感、色泽等“私

人定制”，同时还需兼顾照明角度、距离等。此

外，灯光作为最后的描摹之笔，需待全部工程完工

后才可顺利开展。然而，为使效果更为独特，钱所

省早早便同步基建及绿化施工开始了灯光设计。尤

其是“花好月圆”立体花坛，施工正值酷暑，白天

扫完了北山街、苏堤等亮灯工程的尾，一到晚间夜

幕降临时，钱所省便会急忙忙赶往跨虹桥码头，趁

着天黑调试灯光色彩、角度等。因为此次所用均为

可控可调技术，可以精确到控制每一盏灯，听起来

十分便利，然后其程序的编写过程却繁琐，需要反

复调试反复编写。“灯光调试其实和女孩子化妆一

样，需要耐心、细心。”经历近两个月不断的精心

调整，9月4日夜间的“花好月圆”以最完满的姿态

与“妆容”迎接了各国首脑，也收获了无数好评。

三百余个施工日子里，他有近一半时间是在

“开夜工”、“调时差”，年轻小伙子都未必撑得

住，更何况是已年过五十的钱所省，这定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然而，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峰会

精神支持着那些他与星月共同奋斗的时日，正是这

种“舍我其谁”的峰会气质敦促着他做得完善再完

善。

“经过G20峰会这一遭，我感觉自己的腿脚是

利索了不少、精神头儿也好了很多，如果去国外倒

时差绝对不在话下！”钱所省打趣着说。“好腿

脚”与“好精力”，虽然这好腿脚的背后是几双运

动鞋的报废，好精力的背后是每到饭点时候的草草

应付、每到休息间隙的倒头补觉……

“大肚皮”里的“大智慧”

除了“黝黑脸”、“好腿脚”，“大肚皮”也

是钱所省的“logo”之一。不过，与普通的“大

肚腩”不同，他的大肚皮里却是装了满满的“墨

水”。

这一条园文路上，他从最初正值青春的“毛头

小子”变成现在的“半百老头儿”，从最初的“零

基础”起步变成现在的“满分”全能手，与时间一

起增长的不仅是年龄，更是技术与业绩。工作的几

十年时间里，他用心钻研每一个参与的工程，用海

绵般的吸力不断汲取知识与技能的养分，他时刻关

注着夜景灯光的发展，了解最新资讯以及新产品的

研发，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理念，珍惜每一次的实战

机会。尤其是G20峰会工程里，这个有着大肚皮、

大智慧、大作为的电工技师与其他所有参与一线工

程建设的施工人员一起，全身心投身峰会工程筹备

与建设任务。从2015年12月工程密集开工起至今年

峰会顺利落幕，近三百日不间断的“白+黑、5+2、

晴加雨”的施工模式里，钱所省的“大肚皮”不见

了，体重也少了十几斤。摸着几乎平坦的小腹，他

笑呵呵地说“终于减肥成功了”。

现在，“大肚皮”不见了，可是“大智慧”还

在不断增长着。“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园林景观照明

大师，不光要通晓基建施工、灯具安装等，还要了

解色彩学、植物学等等，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尤

其是在经历了峰会夜景灯光提升完善系列工作后，

他对于园林景观照明有了更多的想法：如何能够

设计出一款更加适合树木照明的灯具？如何使得灯

具适应不同的常绿树、落叶树的照明？如何能够更

加便捷且见效快地进行照明同时对树体零伤害？目

前，钱所省已着手用大师工作室的经费研制适合西

湖景区园林树木照明的灯具。

“大嗓门”下的“温柔声”

走进岳庙管理处大院，如果听到了一个高分贝

的声音，不用说，那一定就是钱所省。不过，虽然

多年的工程施工经历练就了他的“大嗓门”。但一

面对徒弟和晚辈，“大嗓门”就摇身一变成了“温

柔声”，不仅声音放低放柔了，就连教授语调都变

平稳了，不紧不慢中将技巧娓娓道出。

通过几次工程，他自主结对了好些年轻徒弟，

每次出工，几乎都是“一老+几小”的经典模式。

“我想最好能在退休前把自己的经验都教给小的

们，这样我这一辈子的积累也算是有价值了。”钱

所省如是说。

“大肚皮”、“黝黑脸”、“大嗓门”，这个

在园文岗位上兢业奋斗了三十七年的老职工、老技

师，用无声的行动书写了大块头也有大智慧、大嗓

门也有温柔心，更用辛勤的汗水助力峰会的完满落

幕，用扎实的印记烙下了园文人的至美至真。

（西湖风景名胜区岳庙管理处供稿）

工作照

北山街及香格里拉外墙灯光效果

西泠桥灯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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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进一步推进大师工作室建设

10月28日上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杭州市园文局、杭州运河综合保护委员会）在

中国茶叶博物馆召开大师工作室现场推进会。杭

州市人社局副局长方海洋、区（局、委）领导孙

德荣、王耀萍，机关相关部门负责人、大师工作

室领衔人和所在单位领导6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为2016年认定的大师工作室授牌，展

示工作成果，交流工作经验，提出新的设想。现

场还观看了茶艺、插花演示及名胜区大师工作室

建设成果。

为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打造“西湖工

匠”，西湖风景名胜区积极开展技能大师工作

室建设工作。截止目前，共有28家技能大师工

作室，其中省级1家，市级7家，区级20家，涉及

园林绿化、茶叶、动物饲养、餐厅服务等7个工

种、22个项目，分布在16家单位。这些技能大师

工作室领衔人技艺精湛，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技

术引领作用，在世界遗产地建设保护和G20峰会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区（局、委）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王耀萍

回顾了名胜区大师工作室建设和作用发挥情况，

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杭州市人社局方海洋副

局长对名胜区大师工作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希望名胜区能够不断创新，在标准建设、培养机

制、品牌塑造方面起到引领作用。区（局、委）

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副局长）孙德荣提出要

求，大师工作室建设是彰显大国工匠精神的重要

载体，是后G20和双遗产地建设的时代要求，各

单位、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大师工作室建设，

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彰显特色、注重传承，找

补短板、拓展领域，擦亮品牌、发挥作用，围绕

国际化目标，让大师工作室更接地气、更有底

气、彰显大气。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West Lake Scenic Area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aster Studio

【
活 

动
】

研讨花卉景观 建设美丽乡村
——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植物专业委员会组织专题考察交流活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建设美丽中国、

开创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当下，新农村建设得怎么

样了，在花卉景观、色彩农业方面有何启示与建

议，值得我们风景园林工作者思索与探讨。抱着

这样的目的，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植物专业委员

会组织30余名会员于2016年 10月 28-29日赴桐

庐开展美丽乡村与花卉景观建设考察交流活动。

两天的行程紧张而精彩，会员们实地考察了

桐庐新龙村、大路村、环溪村、荻浦村等新农村

建设示范村。每个村庄都依山傍水、干净美丽又

各有特色，比如新龙村将花海建设与生态农业相

结合，通过种植百合花田既提供花开似海的景

观，又保证鲜切花、种球、香料等农业副产品的

生产，获得乡村旅游与农业经济的双赢；大路村

通过杭派农居的立面整治及村庄亮灯工程，使村

容村貌精致和谐、焕然一新；环溪村的古建筑保

护别有成效，村庄内有历史文化内涵的老房子得

到了统一的修缮保护，村口参天的古银杏、环

村溪水中碧荷涟涟、锦鲤潜水，整个村庄古朴

雅致；荻浦村最有名的“荻浦花海”由园林企

业家投资建设，利用原有的地形地貌，筑山理

水、修路置亭，按季种植各种花卉，将园林景

观与花海观光相结合，成为了当地乡村旅游的

“金名片”。不难看出，通过美丽乡村建设，

改变的不仅是外在的村容村貌，更重要的是改

变了农村的精神面貌，增强了农村生态经济的

发展，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和凝聚力，真正实

践了生态文明！

在荻浦村村委会召开的专题研讨会上，会员

们与桐庐园林建设处相关技术人员及花海建设的

企业家围绕美丽乡村及花卉景观建设，开展了热

烈的交流讨论。浙江农林大学的蔡建国教授为大

家带来了有关花海建设的专题讲座，杭州市园林

文物局花卉专家吴宝莲针对“花海”实地考察进

行了点评，提出了许多宝贵而中肯的建议。“花

海”建设既要保证其园林景观特色，更要与经济

生产相结合，才能保证其艺术性与长久性。

此外，还对桐庐“天子地”及“天龙九瀑” 

等区域进行了植被考察。会员们一路跋山涉水、

识花摄景，美丽的自然风光令人赞叹不已，通过

活动开阔了视野也增进了交流，充实而有意义。

（文/图 袁彰欣）

Study On Flower Landscaping, Construct Beautiful Countryside
——Plant Committee Of Landscaping Society Of Hangzhou Organized Exchange Activities



行
业
资
讯·

IN
D

U
ST

R
Y IN

FO
R

M
A

T
IO

N

084
1.《杭州风景园林》是综合性风景园林学术和科普的刊物，现为内部刊物。主要刊登风景园林学科及交叉学科的基

础研究与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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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杭州风景园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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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请在文稿中注明并提供项目编号，同时提供项目批件复印件。

3.自2015年1月1日起，凡向《杭州风景园林》投送的稿件可通过电子邮箱投稿和纸质邮寄投稿。稿件须为 Word 文

档，投稿以不超过6000字为宜（含图、表），要求主题明确、论点新颖、论据可靠、语言简练、具可读性。

4.来稿书写结构顺序为：文题（20字以内，含英文标题）、作者姓名（含汉语拼音）、中英文摘要（请用第三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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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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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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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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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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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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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采用相应的国家标准。植物应配上准确的拉丁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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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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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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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随文章上传，图片编号应与文中图号保持一致。

8.图片要求照片清晰、色彩饱和，尺寸不小于15cm×20cm；线条图一般以A4幅面为宜，图片电子文件分辨率不应

小于300dpi。

《杭州风景园林》接受以下图片格式：

(1)135或以上尺寸的反转片。

(2)反转片电分或高质量底片扫描成的电子文件，电子文件分辨率不应小于300dpi，文件存储量为10M左右，存为

TIF格式。

(3)数码相机拍摄的照片，要求像素不少于1000万像素（分辨率3872×2592）以上，可以使用JPG格式（如果是数码

单反相机拍摄，要求1000万像素以上，TIF格式）。

如有必要使用地图，务必使用我国最新出版的地图。

附表应采用“三线表”，必要时可加适当的辅助线，表格上方写明表序和表名。表序应于内文相应处标明。

9. 文稿一经录用即按规定标准支付稿酬，并向每位作者赠寄当期刊物一册。

征稿简则

编辑部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桃源岭1号 |  邮编：310013

电话：0571-87997302  |  传真：0571-87997302  |  E-mail：zwybjb@hzbg.cn

【
会 

议
】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举办
“万众创新、共同打造西湖蓝”学术报告会

10月21日下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在杭州

植物园科普报告厅召开了2016年杭州市科学技术

协会学术年会西湖风景名胜区分会场学术报告

会。本次学术报告会主题是“万众创新，共同打

造‘西湖蓝’”，西湖风景名胜区有关基层单位

及杭州风景园林学会部分会员近百人参加了会

议。会议由杭州风景园林学会与杭州西湖风景名

胜区科协联合承办。

学术报告会上，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风景局的孙杰、杭州植物园的章银柯和郭帅分

别作了题为“西湖风景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

护”、“西湖风景区生态服务功能浅析”、“园

林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研究”的学术报告。本次

学术报告会围绕创新科技手段，努力打造“西湖

蓝”为主题，为建设低碳园林，打造“西湖蓝”

提供一些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将研究成果

和经验分享给西湖风景名胜区各个基层单位，

推广应用新技术，使西湖这颗天堂明珠更加璀

璨夺目。

（文/ 励敏）

Symposium Of Building The Blue West Lake Was Held At Hangzhou West 
Lake Scenic Area

11月17日，G20杭州峰会花卉应用技术总结

交流会在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召开。本次会议由

西湖风景名胜区科学技术协会、浙江省花卉协会

荷花水湿生植物分会、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花卉

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各主办单位会员、会员单

位代表及各城区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技术人员共计

130余人参加。本次交流会邀请了实际参与G20杭

州峰会花卉保障任务的一线技术人员和杭州市园

林文物局绿化处专家围绕荷花、月季、紫薇等植

物花期调控、花境配置及杭州市立体花坛制作等

内容作了5场学术报告。他们用详实的数据、丰

富的照片，总结交流了峰会期间花卉保障的技术

要点和心得体会。 杭州园林人为保障G20峰会在

花卉布置上的新技术新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它将继续指导杭城美化彩化工作，为建设生态城

市、打造美丽杭州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文/图 徐哲）

西湖风景名胜区召开
G20杭州峰会花卉应用技术总结交流会
An Exchange Meeting Of Flow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For G20 Hangzhou 
Summit Was Held At West Lake Scenic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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