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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佛山禅城古镇历史文化遗存集中，但面临保护与发展的多重危机。以禅城古镇为研究对象，引入

景观生态学视角，将廊道概念从遗产保护等宏观尺度引入中微观的城市设计：通过分析空间结构演变、

评价历史文化价值并对重要遗产进行梳理，从而构建历史文化景观廊道；把以往古迹标本和分散碎片转变

成具有整体连续性的景观体验，注重时间、空间和感官维度对典型历史文化资源和景观进行系统保护和展

示再现，从文化景观的适应、传承、创新等方面探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和更新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拓展旧

城保护研究的视野。 

关键词：文化景观廊道；历史文化名城；旧城保护；佛山禅城 

 

Abstract: With numerous historic and cultural relics，Chancheng, old town of Foshan City, faced with 

contradictory of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Chancheng old town as the example, and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the Corridor of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ecology, to the heritage protection in micro urban design 

area. By analyzing the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combing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of cultural heritage, the 

paper raised the protection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corridors. Meanwhile, the research focus on the history 

landscape experience of the space-time continuum, typical historical cultural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landscape 

system reproduc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ime, space, and sensory dimension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mod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expand the horizons of historical town prote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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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廊道（corridor）概念来自景观生态学，指不同于周围景观基质的线状或带状景观要素，廊道包括生态

廊道和绿色廊道等①，这些概念主要通过景观生态规划方法解决当前人类剧烈活动造成的景观破碎化等

环境问题 [1-5]。廊道概念同时被应用于遗产保护②和文化线路③等方向，强调物质遗存和文化景观的交流

和影响，如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卡姆波斯拉朝圣之路”、法国“米迪运河”等以及我国的“丝绸之路”、“京杭

                                                             

①生态廊道（Ecological corridor）也称“绿色廊道”（Green corridor），是指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过滤污染物、防止水土流失、

防风固沙、调控洪水等生态服务功能的廊道类型。生态廊道主要由植被、水体等生态性结构要素构成。 

②遗产廊道是针对大尺度文化景观保护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途径，是融休闲游憩、文化与生态保护于一体的区域发展战

略和规划方法。 

③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 or cultural itinerary)是指拥有特殊文化资源结合的线性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族

群。文化线路与其他遗产类别不同的是它更为强调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这种影响通常是非直接的,不

仅有物质的方面,更有非物质的方面。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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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等[6-8]。但这些概念普遍停留于区域和宏观层面，缺少城市中微观尺度、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和城市设计为视角的研究和应用。  

佛山市禅城古镇作为岭南文化重镇，历史文化遗存集中[4]，城市肌理显示出遗产资源空间集中的特征和

文化线路微缩化构建的可能性。本文以该片区为研究对象，引入景观生态学视角；判别评价具有重要历史

价值的文化遗产，分析街区的空间结构和廊道的构建适宜性，并在城市设计的微观尺度上，提出文化景观

廊道网络的概念规划和保护策略。研究结合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的动态性，从历史文化景观的保护、传承、

创新等方面探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和规划设计方法，从而拓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的视野。 

二、 研究背景与现状 

佛山禅城古镇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东北部老城区，北依汾江三江汇流交通要冲佛山涌（西、北两

江为历史上的主要航道），是珠三角历史上商品流通网络的重要节点，水上“丝绸之路”的源头（图 1）。禅城

古镇是佛山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区域和历史文化遗产保存最为集中的片区之一，集中反映了明清以来佛山

由岭南水乡聚落向工商城市转变的历史变迁与城市发展过程，具有较高的历史保护价值[5-6]。 

 

图 1 佛山市、禅城区和禅城古镇区位示意

2.1 禅城历史脉络与空间演变 

 

图 2 佛山老城区空间结构演变示意 

古镇空间格局体现出依水而生、枕河而居的传统风貌特色，并且受到商贸活动的重要影响（图 2）。禅

城一带隋唐时称季华乡，唐贞观二年（公园 628）后称佛山乡，宋元时称佛山堡，是为“佛山”之由来。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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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栅下、祖庙、汾水三个传统商业中心，成为古镇最初的胚体；清代以来镇南大塘涌水道淤浅，商贸功

能逐渐北移聚集于镇北的汾江南岸，手工业随之南移，整体上形成北商南工的城镇功能格局。混合集聚空

间格局不断发展；民初以来，镇内的小河涌日渐夷为平地，明初的十五条村落已连成一片（图 3）。 

 

图 3 枕水而居的旧城空间布局（清末民初） 

总体来说，佛山古镇的城镇面貌，随着珠三角水系的改道和功能的转移而不断演变，也是广府重镇工

商贸活动和家居民俗长期沿袭的结果。其过程是数百年随着时代进步而渐变的、不断的自然更替形成的一

种历史真实，而并非刻意所为，因此呈现出具有“原生态”特征的历史街区总体面貌。 

 

2.2 禅城历史文化代表性 

禅城古镇在自然格局、商业文脉、城市职能和特色文化方面都具有典型的历史文化代表性（如表 1）。 

表 1 禅城历史文化价值代表性一览 

资源类型 代表性 基本情况 

自然格局 岭南水乡市镇

的典型代表 

“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淮南子》。  

地势坦荡，河道纵横，依托汾江支流形成了城镇圩市商品流通的网络空间格

局，曾形成处处可以引灌，村村可以通航的“岭南水乡”
[7]。 

商业文脉 因商成市的经

济重镇 

手工业可追溯至南汉；唐宋时期由渔村墟市逐渐形成工商业市镇，明清时期

崛起为全国手工业“四大名镇”之一，清代取代广州成为岭南国内贸易的中

心，工商云集，市井昌盛，并繁荣至今。 

特殊职能 发达的城镇工

商业文明 

手工业发达，尤其铸造、陶瓷和冶炼著称，规模大、品种多、技术先进，另

外还有纺织、制药等多个行业，使佛山成为全国最重要、规模最大的制造业

基地之一。 

特色文化 广府文化和市

井文化的集中

代表[7-8]
 

1、农业的多层次耕作技术以及经济的多元化；2、活跃的商贸活动；3、物

质生活的实用性；4、开放性和兼容性；5、强烈的变革意识；6、平民性和

市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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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禅城历史文化资源梳理 

2.3.1 宏观层面：名城整体风貌 

禅城古镇以佛山老城历史文化核心保护区④为基本范围，总面积 2.2 平方公里，汾江河道作为滨河道路

依然清晰。街区基本沿袭明清格局，品字街、梁园、祖庙-东华里、莲花南、新安街、任围等片区基本形态

保护尚好；东西向汾宁路、锦华路、莲花路，南北向升平路、永安路、筷子路、公正路、福禄路等重点古

街巷存留状况较好，形成“三横三纵”的“品”字形基本格局（又称品字街），并经福贤路、福宁路向南穿过祖

庙东华里片区延伸至新安街片区（图 3、4）。 

 

图 4 佛山老城历史文化资源整合[11]
 

2.3.2 中观层面：历史文化街区 

禅城古镇范围历史文化街区分布集中，品字街、梁园、莲花南、任围、祖庙－东华里以及新安街等历

史文化街区（图 4）[10-11]，都是历史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风貌环境所组成的核心地段，应该集中保护以强调

历史文化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的集中和完整。 

2.3.3 微观层面：岭南传统建筑 

禅城盛“饰其祠室以自榜”之风，庙宇寺观、祠堂家庙、故居旧宅、官邸府第星罗棋布，商贸和同乡会馆

散落其间。古镇存留祖庙、国公庙、太上庙、塔坡庙、仁寿寺、经堂古寺等寺庙，兆祥黄公祠、叶家庄叶

大夫祠、李大夫家庙、秀岩傅公祠等祠堂，青云街当楼、鸿胜祖馆、李广海医馆等传统商铺，李可琼故居、

                                                             

④佛山老城历史文化核心保护区其范围是： 护红路、高基街（红路直街口至松风路）、南堤路（松风路口至人民桥）、新堤

路以南；建新路（祖庙路至卫宁路）、卫国路（卫宁路至普君西路）、普君西路以北；松风路（南堤路至高基街）、红路直

街、护红巷、祖庙路、卫宁路以东；市东上路、市东下路、普君北路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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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巷土府、陈盛故居等宅第府邸，任围古建筑群、适安里古建筑群、培得里古建筑群、集贤坊古民居群

等民居古建筑群，民初以来兴建的基督教赉恩堂、佛山精武体育会、季华女子学校旧址、华英中学旧址、

中山公园牌坊等也颇具岭南特色。古镇建筑崇尚装饰，石雕、木雕、砖雕、灰塑、陶塑、金箔、打锡等工

艺发达(图 5)。 

  

图 5 佛山老城建筑和街道风貌                           图 6正埠酒楼复原意象图 

目前，位于“汾流古道”南侧的正埠码头是古镇水路交通门户，码头之上原有“勅赐忠义乡”牌坊和接官亭，

亭东侧不远有作为油豆行会馆的油行关帝庙，西侧有正埠酒楼（汾水第一楼，见图 6）；码头对岸江右侧有

广州府税馆和水上关帝庙，江左侧有粤海关税馆。这些反映古镇特点的重要历史建筑损毁严重，基本无存，

但古镇内岭南特色建筑形式——骑楼在升平路、筷子路、汾宁路等街巷均有存留。 

2.3.4 非物质文化遗产 

佛山古属百越之地，秦平定百越之后，北方始

有汉人迁入，民风民俗拥有自身特色。佛山工商业

繁盛，地广人稠，五方杂处，宗教和宗族势力强盛

的环境是各种迎神赛会产生的基础，居民多借神诞、

节日或农闲举行文化娱乐活动，其中，行通济、出

秋色和北帝诞最具代表性。这些民俗文化活动有利

于强化群体的认同和凝聚，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

组成部分(表 2、图 7)。 

 

图 7禅城非物质文化遗产 

表 2 禅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览 

主要类别  名称  

口头文化  方言  

戏剧  

曲艺  

粤剧  木鱼  

白榄  说唱龙舟  

南音  粤讴  

民间故事  

民间工艺  传统

技艺  

秋
色
艺

术 扎作工艺品  果品工艺品  

花卉工艺品  鳞蚧工艺品  

剪纸、刺绣  建筑工艺  

木板年画  迷信用品  

彩扎龙、狮  沙头锣鼓柜  

风俗、民间

活动  

节气

活动  

逛花街  清明行清  

行通济  端午龙舟赛  

庆典

活动  

秋色巡游  官窑生菜会  

乐安花灯会  大良鱼灯会  

茶基十番  武术 

舞龙 舞狮 

风俗 家族世系礼仪 婚丧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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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现状问题与挑战 

如今，禅城古镇地区既是历史文化的集中展示区，又是现代城市功能的主要承载地，这一双重性导致

老城在经历了多年现代化建设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突出（图 8）。片区虽然至今仍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化

资源遗存，但大型商业和居住开发的侵袭，致使历史文化资源孤立分散，传统风貌支离破碎，据统计，在

220hm²的老城核心区内，已经有 136hm²的风貌遭受较大改变。 

禅城旧城保护矛盾主要体现在：1.文脉断裂：古今传承受到阻碍，商贸功能缺失严重，经济重镇地位受

到威胁；2.价值薄弱：古镇商业特色逐渐丧失，传统商业和景观价值削弱；3.遗存孤立：历史商贸片区孤立

零散，凝聚力不够，城市功能和历史文化要素脱节。 

因而，如何在保护遗产资源传承文脉机理的同时实现有机更新持续发展，成为古镇亟待解决的问题。 

 

图 8 佛山禅城老城区现状鸟瞰 

三、 历史文化景观廊道构建 

3.1 概念引入 

引入景观生态学概念，从景观生态基质、斑块、廊道网络的角度，对名城的文化传承、文化物种和文

化生态多样性进行研究（表 3），在此基础上提出综合规划策略，即构建集保护和展示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历

史文化景观廊道的综合策略。 

 

3.2 构建目标与方法 

历史文化景观廊道的构建，旨在主动保护展示特色文化遗产、独特人文景观以及完整城市形态：通过

古今贯通的时间维度，注重体验的感官维度，景观连续的空间维度的设计，对古镇已消失的有价值的历史

文化资源进行再现，并对现存的典型文化景观的再开发，运用多方位的感官体验、行为体验、情感体验及

叙事体验等体验式设计手法，构建具有景观连续性和整体性的文化路径场所，营造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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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感，强化当地居民以及外来游客的人文体验。廊道构建的最终目的是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其背后的原动

力是经济的发展和人的感知体验。 

表 3 景观生态学理念在旧城保护中的应用 

类别 原始概念 基本原理 对应概念、应用与启示 

基本

原理 

生态基础格局 

（不可替代格局、集

中与分散相结合的

格局等[1-2]） 

几个大型的自然植被斑块

作为水源涵养所必须的自

然地  

优化历史文化的基

本空间格局 ,完善文

化“生态”系统完整

性 

集中保护重点历史文化街

区，保证重要遗存原真性和

整体性 

在开发区或建成区一些小

的自然斑块和廊道用以保

证景观的异质性 

开发建设片区进行点状保

护，保证历史文化景观遗存

的异质性和多样性 

有足够宽的廊道用以保护

水系和满足物种空间运动

的需要 

构建历史文化廊道，注重保

护与展示的双重路径和对整

体的连通性 

系统

要素 

生态基质 面积最大、连通性最好、

景观功能上起控制作用 

城市意象的区域概

念 

通过整体保护策略改善古镇

整体风貌 

生态斑块 大型斑块用以涵养水源，

维持关键物种的生存；小

型斑块作为临时性栖息地

或避难所 

大型斑块对应历史

文化街区和重点保

护区等，小型板块对

应城市意象的节点

和标志物概念  

注重整体保护与重点保护相

结合 

生态廊道 用于物种的扩散及物质和

能量的流动 

公共空间、步行系

统，以及城市意象的

道路和边界等  

实现展示路径的流通和旅游

系统完整 

分析

评估

指标

类型 

多 样

性 

物种多样性 评估景观组分类型和数量

构成的复杂性 

历史文化资源整体

资源和多样性评估 

历史文化遗存多样性 

基因多样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样性 

破碎化 通过单位面积板块数量，

衡量某一类景观整体或组

分的碎裂化程度 

历史文化资源现状价值评估 

异质性 评估景观组分的空间分布

差异，聚集、随机、规则

等分布类型 

分析历史文化遗存的空间特征 

 

3.3 廊道构建原则 

1) 历史展示与更新发展相结合。在不损坏资源历史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前提之下，充

分发挥其在当代的社会价值和积极意义，以促进市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旅游业的发展。 

2) 整体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应注重保护的层次性：整体层面服务于历史风貌维护区，同时改善

自身的环境状况，利用老城的历史文化资源激发区域活力；重点层面最大限度的保护历史文化遗

存，消除区域内与文物保护单位不协调的建筑和景观。 

3) 遗址标示与重建恢复相结合。注重保护与开发方式的多样性，通过立碑、嵌碑、挂牌等形式建立

空间导向系统，同时对部分已消失的历史文化建筑进行重点恢复，丰富完善廊道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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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整体意象构建 

构建历史文化景观廊道整体意象要素⑤，通过对禅城片区的空间要素进行提炼，评估提炼历史文化价值

和特征，概括出三类最重要的景观要素——江、街、城，并打造相应的特色主题，形成与之对应的空间结

构和行游体验轴线（图 9-10）。 

 

图 9 空间意象的叠加和整合 

 

图 10 佛山禅城古镇历史文化景观廊道系统 

3.4.1 江 

汾江河水道是佛山历史上的“财富之河”和“文化之流”。由于佛山居广州上游，汾江河为北方水路至广州

必经之地，所以“四方商贾之至粤者，率以是为归”，“川广云贵各省货物，皆先到佛山，然后转输南北各省。”

无论对于工业和手工制品的流通，还是对于粤剧和武术等文化的传播交流，汾江河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代著名的佛山八景⑥中，庆真楼观、冈心烟市、南浦客舟、村尾垂虹、汾江古渡等一大半的景点，都毗邻

汾江河畔或其支流。 

                                                             

⑤城市意象概念的提出始于凯文•林奇，他认为每个人在自己的环境中形成了对城市的局部印象，叠加后则对城市的整体印象

形成共识，并提出城市的物质形态五种元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 

⑥清代佛山八景分别为东林拥翠、庆真楼观、塔坡牧唱、冈心烟市、南浦客舟、孤村铸炼、村尾垂虹、汾江古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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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街 

明清时期，佛山是知名的南方商业和手工重镇，是明末“四大名镇”和清初“四聚”之一⑦，城中形成“三圩

六市九头八尾十三沙二十八铺”的基本格局，很多街巷都是以行业命名，有铸犁街、布巷、花衫街、牛肉巷

等等。今老城北部的中山桥、升平路、锦华路、富民路、汾宁路、永安路及福禄路等马路，是 1930 年及其

后依豆豉巷、升平街、快子正街三角市、富民里、汾宁里、汾流大街、福禄大街的原有走向扩宽所开建，

梳理整合这些古镇昔日繁华的商业街，形成与廊道网络路径对应的人文场所空间。 

3.4.3 城 

禅城古镇城市肌理和整体风貌是城市历史文化的“基质”，为提练文化保护要素、选择合适的街区尺度、

保护文物遗存及环境设计等提供了良好的本底。基于城市设计层面，建立整体保护框架，延续肌理、挖掘

文化、提升内涵；同时为城市注入活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对重点街区和片区的空间机理进行梳理，为历

史文化景观廊道的路径建立良好的整体性基础（图 11）。 

  

图 11 禅城古镇城市设计总平面和整体鸟瞰 

 

3.5 廊道空间结构 

佛山呈南北延伸的长矩形空间布局，并显现出北部工商业文化区、中部的混合文化区和南部的传统文

化区的功能分异特征，廊道通过工商业景观要素、民间信仰和宗族景观要素的耦合，构成点轴式的曲折“T”

形社会文化空间结构，并以祖庙作为文化景观要素的核心。选取绿化水系和商务、民俗文化体验走廊这样

的类线形空间要素，通过一横一纵一环三个景观廊将禅城的文化意向进行串联叠加（图 7-9、表 4），打造

城市文化的时空体验游廊。 

3.5.1 滨水休闲体验廊 

引水入城，用点、线、面多层次结合的设计手法，构建连续的滨水景观。沿汾江沿岸打造尺度宜人的

滨水景观带，营造共享、延续、开放的城市水系，以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丰富空间文化风貌，让城市有机

融合水中，使禅城恢复灵秀和活力。 

                                                             

⑦明朝中叶之后，佛山成为南方商业和手工重镇，明末，佛山与汉口、景德、朱仙并称天下“四大名镇”，清初，佛山与京师、

苏州、汉口并称天下“四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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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民俗风情体验廊 

以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别墅、宗祠寺庙等文物古迹为物质载体，当地民俗文化为导向、亲身体验感知

为主要内容，构建完整统一的文化感知体验路线。营造富有佛山特色的风情体验，充分挖掘佛山的人文资

源优势，展示文化遗产的主动保护和独特而完整的人文景观城市形态。 

3.5.3 商贸风貌体验廊 

古镇的街道格局承接传统街道构成与组合，极具广府地区城镇尤其是手工业基地与商贸名镇的特色，

两点两线，北起正阜码头广场，南至兆祥黄公祠，贯穿永安路、汾宁路、升平路、筷子路、莲花路、福贤

路，连接古今繁华商贸区，使商业文脉得以传承和延续。 

表 4 整体意象与景观廊道空间要素整合 

空间结构 一横 一纵 一环 

特色主题 滨水休闲体验廊 商业文脉体验廊 民俗风情体验廊 

景观要素 江 街 城 

体验视角 眺望 近观 游走 

空间路径 汾江及沿江滨水空间 上河广场、汾宁路、升平路、

筷子路、莲花路、福贤路、福

宁路 

品字街片区、梁园片区、莲

花南片区、任围片区、祖庙

东华里片区、塔坡片区 

体验内容 水道场景 城市历史风貌、传统节事场景 城市肌理、整体人文风貌 

 

3.6 文化遗存要素整合 

3.6.1 传统商铺 

传统商铺是佛山古镇商贸功能的集中反映，禅城现存的传统商铺大量集中于祖庙东华里一带，汾江南

部、古镇北部以及其它重要街区内的传统商铺古迹保留的并不多，昔日重要街道、片区的商业繁华景象如

今荡然无存，因此需要结合传统的商业文化、民俗文化和建筑风貌重新整合分配佛山传统的商贸资源，打

造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新型商业风貌。 

 

图 12 文化景观要素分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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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博物馆和纪念馆 

佛山禅城区博物馆资源丰富，民俗文化博物馆、粤剧博物馆、武术博物馆等充分体现了岭南文化特色。

结合文物建筑的再利用梳理博物馆资源，打造城市文化展示窗口和平台，分门类系统地对历史文化资源进

行展示呈现[错误!未定义书签。]。 

3.6.3 传统民居建筑 

禅城区内呈现集中和散布两种类型：位于历史文化街区和重点保护区内的岭南民居建筑布局相对集中，

院落特色突出，有利于集中保护；同时应该梳整合理新区中散布的民居建筑，对特色较为突出，建筑质量

较好，能反映一定历史阶段风貌的旧宅进行点状保护，并纳入廊道系统，保持网络系统文化景观的多样性

和异质性。 

 

四、 结语 

研究在重点保护区、历史文化街区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基础上，结合老城区的文化馆、博物馆等文化设

施，河岸、公园、广场和商业步行街等公共空间，对历史文化主题旅游路径进行优化，并完善禅城区文物

古迹和遗址标识系统；在此基础上，将粤语、粤剧、粤菜、武术、舞狮、陶瓷艺术、传统民间节庆活动和

民间信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挖掘，并在城市空间肌理上梳理，进行时间和空间

的策划；在保证遗留的建筑群落和城市肌理不再被破坏的情况下，有步骤地恢复一些历史的线索和元素，

建立起具有连续性的历史文化景观廊道，集遗产保护、观光旅游、文化传承、城市生活、审美启智与教育

等众多功能于一身，在唤起关于老城的历史记忆的同时，重新让老城焕发新的活力。 

“历史文化名城”一直是佛山人引以为傲的殊荣，“四大名镇”“四大聚”人人皆知，而文化多样性保护是

名城保护的基础，历史文化名城既要有城市的精神文化感受，也要有城市发展形成的诸因素物质反映，既

要有散落于城市中、地域色彩鲜明、价值特征突出的单体建筑文物古迹，也要有古城整体轮廓、连续特征

和建筑风格、风貌和格局等系统的外部视觉形象和体验特征，而后者在扩大和延伸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观

光价值中犹为重要。这就需要强调从单个古迹旅游景点到古城整体旅游的转换，把以往以游览分散古迹和

古城历史碎片转变成包容各历史景点的连续性廊道以游览古城整体风貌，因而构建遗产廊道网络对于佛山

等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和旅游休闲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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