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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城镇建设

大城镇，而呈现出更加均衡分布的状态。

（4）值呈持续下降趋势，显示出城镇规模分布更加

均衡，阿坝州各县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育壮大。
6  阿坝州城镇化发展建议

6.1 合理规划城市人口和城市用地，坚持适度规模

和地域特色

阿坝州各城镇应以城区土地、生态等资源承载力

为基础，合理规划城镇人口。一方面坚持城镇规模适度
扩张以发挥城镇的规模和集聚效应，另一方面避免人口
图2 2012年阿坝州城镇位序—规模分布图

过度集中带来或加剧相关城市问题。随着城镇化水平提
高，城镇人口增加，阿坝州各城镇用地也处于不断扩张

之中，但受制于地形地貌，部分城镇后备用地十分紧

型范例

为潮溪村，迄今已有380多年的历史。潮溪村自古频出

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经济结构等转变。在城镇规模扩

0.8025、0.7616、0.5398，从q值呈持续下降的趋势来

大的过程中，如何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管理，对城镇

（1）阿坝州城镇人口规模扩大明显，城镇化水平有

了大幅提升。但与同期全国和四川城镇化水平相比，还
有继续提升空间。

6.3 优化城镇经济结构，筑牢发展基础

根据城市发展理论，决定一个城市发展兴衰的是城

总体上看，阿坝州各城镇发展对旅游经济的依赖性高，
敏感，所以旅游经济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阿坝州各
城镇特别是部分城镇用地充足的城镇宜放眼长远，积极
拓展旅游业以外的其他产业，不断优化城镇经济结构，
夯实城镇可持续发展基础。

6.4 统筹城镇乡村发展，推动城乡共同进步

由于地域原因，阿坝州乡村较为分散，居住人口密

（2）阿坝州城镇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不均衡

度低，随着乡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及其子女持续向城镇

县域城镇化速度也存在明显的快慢差异，其中阿坝县、

国家的重要战略，是推动区域整体发展、城乡共同进步

性。相较于前5年，后5年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同时各
九寨沟县、金川县、小金县、若尔盖县增速较快。

（3）阿坝州城市首位度指数表现出逐渐下降的趋

势。表明阿坝州城镇人口并不是集中在某一个或某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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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形

成的传统村落，承载着不同时期、地域、民族的文化信
息，而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作为时代生活方式在物质空
间上的投影，是其社会经济、意识观念、伦理道德、审美
情趣、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等在地域空间上的折射

。近

[2-3]

及自然环境、土地制度 等物质形态，多方面开展对传

加，它们对城镇化有序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但旅游业对自然灾害、新冠疫情等突发状况或因素较为

根据前述阿坝州城镇化进程及城镇规模分析可以看

[1-2]

镇规模小的时候不突出或不是主要矛盾，但随着城镇人口增

置、水电气供应保障、污水和垃圾处理等。这些问题在城

较快，吸引的城镇人口较多（见图1—图3）。
出汶川地震后近10年时间内：

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是研究现代人类生存条件的典

年来不少学者广泛从中国传统文化、宗族礼制、宗教信

市基本职能，即城市为城市以外的地方服务的能力 [8]。

5  阿坝州城镇化结论

亦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集中体现

管理者和服务者提出了要求，如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和配

看，在研究期间阿坝州高位序城镇规模不突出，低位序
城镇比较发育，相较于马尔康市，其他城镇城镇化进程

1  研究区域、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州市21km。始建于明代崇祯年间，原名栽陶溪村，村

城镇化不仅仅是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还意味着

步继续探讨。2008年、2012年、2017年的q值分别为

传统村落根植于区域历史文化生产力发展，是人

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人居环境，并创造人与人和谐共处

6.2 提高城镇治理能力，提升服务和管理水平

均大于0.8，因此拟合的方程可信度高，可以用于后一

[关键词] 象征意涵；空间形态；传统村落

发展过程中必须合理规划用地，要从单纯地外延式拓展向
重视合理配置和布局城镇防灾应急空间、城镇生态空间。

2017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690、0.9303、0.8420，

[摘 要] 基于潮溪传统村落及其周边自然环境的地形地势、建筑平面布局数据等基础资料，在进行充分的文献研究和现场调查与访
谈的基础上，结合GIS技术和数理分析的方法，对潮溪村外部空间形态和内部空间形态的特点和意涵分析得出：潮溪传统村落空间
形态的形成受中国传统堪舆理论、礼制思想和防御要求的深刻影响，是人们对自然物质空间形态认知与选择和精神文化与信仰等意
识形态相互作用的外在表现。

类以族择居、聚居不断发展的一种重要形态。传统村落

内部挖潜为主、外部拓展为辅的方向进行转变，并要高度

从拟合的线性回归方程来看，2008年、2012年、

□ 张 艳 黄启铨

张，人地冲突渐趋加剧，部分城镇用地靠山、临河的距离

越来越近，加剧了自然灾害对城镇的破坏风险。各城镇在

图3 2017年阿坝州城镇位序—规模分布图

雷州潮溪传统村落空间形态意涵分析

转移，乡村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日益突出。乡村振兴是
的重要举措[10]，因此阿坝州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兼顾城

乡发展，谋城乡共同发展之路。
（下转第12页）

仰、风水文化、传统习俗、防御意识等意识形态
[7]

[4-6]

以

统村落内部形态形成机制的研究。与此同时，交叉学科

1.1 研究区域概述

潮溪村位于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市龙门镇北部，距雷

子因地处河溪之畔，有潮有溪，因此在清乾隆年间更名
书香世家、富商大贾，是清代至民国时期闻名雷州半岛
的“富贵双全村”，流传着 “住在潮溪村，葬在潮落

港”的民谚。现为“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
统村落”。潮溪村常住人口约2000人，传统村落格局

保存较好，村中明清时期古建筑存留比较完整的有26
座，具有较好的研究价值。

1.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通过文献研究、村落田野调查、问卷调查和访谈、

融合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刘大可运用聚落地理

无人航拍技术，并结合遥感影像（0.27m×0.27m精

结构及空间意象的研究；王浩锋、叶珉采用空间句法的

程分析对村落和周边（以潮溪为中心，东西总跨度约

学与社会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对传统村落的空间
理论和方法，以村落功能布局表达研究村落空间格局的
形成[4]。

本文基于潮溪传统村落及其周边自然环境的地形地

度）栅格地图数据，通过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高

12.5km，南北总长8.5km，其中由潮溪村向西北方向长

约10km）高程环境分析，实验数据有30m空间分辨率
的Aster GDEM数据①，为使结果直观明显，采用20m分

势、建筑平面布局数据等基础资料，通过实地调研、文

级对高程数据进行重分类，运用潮溪村及其周边自然环

潮溪传统村落空间布局形态进行图示化和数理化解读，

筑布局进行图示化和数理化解读。

献分析，并利用GIS软件对潮溪村高程地势分析法，对

揭示潮溪村格局象征意涵的特点，以丰富雷州半岛传统
村落形态形成机制的研究方法与成果。

境地势高程分析等方法，对潮溪传统村落空间选址与建
2  村落空间形态的形成

传统村落格局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受地

[基金项目] 2016年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项目（自然科学）课题“基于景观生态学的雷州半岛传统村落形态及民居可持续
发展研究”（2016KQNCX231）。
[作者简介] 张 艳，湛江科技学院，城乡设计系主任，讲师，硕士。
黄启铨，湛江科技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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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环境、社会形态、族系发展、文化传统、经济水平等

平缓的盆地内，村落地势东、西、北偏高，海拔在

防护带，种植密密麻麻的刺竹、灌木、仙人掌等各种荆

形态共同组成，外部形态主要受山形水势决定 [4]，具体

与园地，村落西北方向依次分布着毛云岭山、围谷岭、

难攻。东南西3个方位建造的3个闸门楼是与外界联系

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8-9]

。村落的形态由外部形态和内部

表现为村落在空间上的点线面分布形式和构成的形态。
村落的内部形态则是表现以村民建筑分布、道路布局、
生活设施和公共空间所构成的分布形态。无论是村庄的
外部形态还是内部形态，都是人们对自然物质空间形态

37m～137m，而南面偏低且开阔平坦，分布着大量农田

金山岭、虎头岭和狮子岭，这些山岭恰好位于一条线

上，且逐级升高。地形貌似古代的“谷箕”，因此亦称
为“谷箕地”（见图2）。

认知与选址、精神文化与信仰等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外

排，临近东门，入口处有开阔前坪，是村中最宽阔的公
图2 潮溪村“谷箕”空间格局意涵图
潮溪村虽地处山水格局不显著的地势平坦的雷州半

分类，对村落及周边范围进行高程环境分析，得出高

岛，但能巧妙利用“微山小水”，以“百尺为形，千尺

拔最低地区（-3m～37m），最为平缓，东南向地势

空间形态，以实现平安吉祥、富贵兴旺的愿望。村庄选

平坦开阔（见图1），其中西北向是主要地势起伏区
域，沿着西北方向地势逐渐升高，并形成间断性的4
个高程高点，靠近村落西北向的第1个高点高程位于

57m～77m，此为毛云岭山；第2个高点高程点位于
77m～97m，此山为围谷岭；第3个和第4的高程点属
于该片区最高区域，属于117m～137m，分布着金山

岭、虎头岭和狮子岭。以潮溪村为核心，连接4个高程
点发现，它们基本位于同一条线上，形成一条脉络。

村口的布局位置与村民的社会行为紧密联系，几百年来

格遵循传统理制。六成宗祠和妈祖庙位于村落建筑前

村落坐西北朝东南，南偏东约27°，背靠毛云岭，村落

程分析结果：潮溪村传统村落选址主要位于该片区海

嫁女的外出口；西门曰“兑悦”，是村里出殡的村口。

共建筑是村民祭拜祖先和神明的主要场所，位置布局严

形地势比较平缓开阔，村落周边曾经是低洼水泽之乡。

为使结果直观明显，采用20m分级对高程数据进行重

平面布局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发现建筑存在着一个共同

兴”，是村落娶亲迎亲入口；南门曰“离明”，是村民

系，尊卑有序依次排列，严谨有序。村落祠堂庙宇等公

（1）数据分析。潮溪村位于雷州半岛中部地段，地

结合实验数据有30m空间分辨率的Aster GDEM数据 ①，

的唯一通道，又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例如东门曰“震

式深宅豪门，布局严密，宅宅相接，以家族血缘关系维

3.1 外部形态与意涵分析

塘，三面水流皆入塘。通过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

（0.27m×0.27m精度）栅格地图数据，对潮溪村保留

围墙内6条大巷子，呈梳式布局。村内共85座合院

3  潮溪村空间形态意涵分析

东、西、北三面偏高，皆有溪流，南面偏低，有一溪一

棘。村内有碉楼9座，全村只有出入口3个，可谓易守

影响着人们对空间和方位的认知。

在表现。

为势”营造山水格局，实现“背山面水，山环水抱”的

共活动空间，是村民祭拜祈求平安与出入安全的重要场

所。“朝议第”（村里议事会客的主要场所）位于南
向，前方设置“水塘”，附近设置土地庙。由此可见

潮溪村村落格局（见图3），依托其构建的强大防御建
造，并以“一村之土地营一城”之格局，建筑布局与方
位认知无不体现其格局上与传统礼制的契合。

址方面深受中国传统堪舆理论的影响，堪舆理论根植于

筑规模大小，厢房、正房、厢房大致呈现近似2∶6∶2

的比例关系（见图4），其比例数理关系是中国传统院
落式建筑房间布局中常用的吉祥数理（记载于《三才图
会》）。遵循其数理关系，潮溪村合院古建筑均保持严

谨的对称线，供房主主人居住的正屋位于整座建筑核
心，照壁、天井与正厅构成中轴线，厢房位于两侧，凸
显了潮溪村民在建筑营造过程中对吉祥数理的追崇和长
幼尊卑传统礼制建筑文化的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形成既是人们适应自然环境的选

择，也体现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意识
观念、伦理道德、宗族礼制、审美情趣、行为方式和社
会心理的时代特点。无论是村庄的外部形态还是内部形
态，都是人们对自然物质空间形态认知与选择和精神文
化与信仰等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外在表现。

在充分的文献研究和现场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通

落格局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着改变。每一个历史阶

着城池、村落、墓地、建筑等与人密切相关的场地的选

段，人们对于村落格局的认知与创造有着共性也会存在

址与格局设计。古人选址意向，内涵十分丰富，而究其

变化。共性来源于传统文化的共识，而变化则是发展中

主要原因为“天人合一，生生不息”，与自然环境相融

不同诉求的满足。潮溪村民对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的认

合。当代的学者早已从地理学、环境生态学等不同的视
于良好微气候的形成，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与自然相互

的数理关系，即正屋分3间，左右厢房各开2间。无论建

分析，笔者认为潮溪村历经380年兴衰更替，其传统村

演变出一套处理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论和思想，指导

定科学依据的，背山面水、山环水抱的空间格局确实利

的核心单体建筑朝议第、富德、峥嵘、分州第及德辉的

过对潮溪村外部空间形态和内部空间形态的特点和意涵

传统文化与万物之间的趋利避害，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

角研究并证明我国传统村落在空间格局上的选址是有一

（2）建筑数理与意涵分析。利用遥感影像

图3 潮溪村布局形态分析图

可是积极而乐观的，体现着对其意涵文化的自信，而这
种文化自信对村落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意义。

和谐的一种智慧。

在调查与访谈过程中，发现潮溪村民对村落选址

和布局有着较高评价的共识，认为潮溪村的选址和布局
是经过先人周密设计，普遍认为潮溪历史上富甲一方的
辉煌历史与其村落选址布局有着密切的联系，故几百年
来村庄历经变革与建设，原有空间格局未曾遭遇较大破
图1 潮溪村及周边GIS高程分析图
（2）外部形态与意涵分析。通过上述对潮溪村

外部空间地势的分析可看出，潮溪村坐落于一个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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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代代口头相传，维持并保护其外部形态。
3.2 内部形态与意涵分析

（1）村落内部布局与意涵分析。在《潮溪烽火》

一书中记载，古时潮溪村拥有一套完整的防御建设，外
围四周建设坚厚的围墙，有闸门。围墙外还有一条植物

图4 潮溪村主要古建筑平面数理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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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2002(3):1-4+9.
京林业大学,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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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中大拆大建、千篇一律的重要保障。科学辩证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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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更替下城市闲置空间改造设计思考
□ 韦胜财 杨 辉

[摘 要] 通过对城市闲置空间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城市闲置空间存在的潜在价值，提出城市闲置空间的改造应该参照分类原则，并
根据个性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按照最优化的方式进行保护、改造和利用。这将有助于改善人们生活的环境，提升城市品质，激发城
市空间的活力，实现城市“新生”。以城市中某一闲置建筑空间改造设计为实例进行分析，通过为旧建筑植入新的功能，激发闲置
空间的活力，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周边居民，并成为城市中一道美丽而独特的风景线，营造更多年轻人喜欢的城市公共空间。
[关键词] 城市设计；闲置空间；改造；建筑设计；公共空间

1  引言

随着我家社会和经济迅速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

加快，当下我们生活的城市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们对城市的改造从未止步，城市的新旧更替，不仅是

高以及政策影响等种种原因，导致许多老房子没有人管

期待着城市未来的发展，城市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美
好。对城市闲置空间的改造和利用，有助于改善人们
生活的环境，提升城市品质。通过空间的挖掘，植入
新的功能，可以有效激发城市空间的活力，实现城市
“新生”。

2.1 城市闲置空间概念

在许多文献资料中，城市闲置空间也常被称为城

市剩余空间，它是城市中没有被合理和有效利用的那部

[1]侯本柳,侯兰功,桥标.阿坝州少数民族聚居区县域城镇规模

[6]张青霞,王丽娜.四川藏区民族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初探——

演变研究[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8(1):5-10.

以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的城镇发展为例[J].四川建筑,2012,32(6):

[2]肖诗顺,陈莉.阿坝州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同发展研究[J].

28-31.

商业经济,2012(18):40-43.

[7]杨莉芸,徐晓宗.四川藏区城市发展：现状、原因及制度保障[J].

[3]建红英.多维视角下藏区城镇化进程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8,27(2):54-60.

以四川阿坝州为个案的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8]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

学版),2012,33(10):115-118.

等教育出版社,2009:163-168.

[4]杨丹.四川藏区旅游业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效应及路径研

[9]李斌.基于位序—规模发展与分形理论的重庆市城镇体系结

究——以阿坝州九寨沟县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6,37(12):160-

构测度及其优化[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4,30(2):167-169.

164.

[10]王可苗.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基于四川省的空间实证分析[J].

[5]张莞.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研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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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空间[1]。这些剩余的空间往往不如城市广场空间、街

道空间等容易引人注目，而是处于城市中的某个角落，
如城市巷道、街道转弯处、临街居民楼下、房屋山墙之
间，它们是具有一定消极性的城市空间类型 。
[2]

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随着城市建设活动空前繁

荣，城市也在不断发展和壮大，而人口增长的速度，跟
不上城市建设的速度。城市的快速扩张，使大量的土地
和空间没有被及时开发和利用，这是导致城市闲置空间
产生的主要原因 。城市结构布局不合理、资源分配不
[3]

子，因房地产开发的脚步逐渐减慢、动迁的成本不断增
理。一些中小城市随着人口的外迁，老房子因年久失修
被遗弃；建筑外墙涂料已脱落、斑驳，变成危房。废旧
建筑空间与兴起的建筑空间及周边坏境显得格格不入，
被丢弃在悄无声息的城市角落。

2.3 城市闲置空间带来的问题

当前，城市中大多数的剩余空间都被闲置或低效利

用，形成消极空间，这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老
城区问题尤为显著。越来越多的城市随着产业外迁、年

2  城市闲置空间现状及影响

108.

当前城市闲置空间因为没有得到合理利用，长期

量拆迁破坏了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抹掉了人们的“乡
们从未停止对可以发生偶遇和邂逅的空间场所的渴望，

[参考文献]

2.2 城市闲置空间的现状

或暂时处于闲置状态。城市角落保留有许多破败的老房

愁”，并驱赶了人和人之间自然亲切的社会交往。但人

究——以阿坝州茂县为例[J].民族学刊,2019,10(3):21-28+106-

城市闲置空间的大量出现。

一次“死亡”，更是一种“新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里，城市的改造往往是通过对房屋的拆迁来实现的。大

（上接第8页）

均、社会贫富差距较大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助了

轻人逃离，老城区日趋“空心化”，主动或被动地面临
“衰败”，在一定程度上抹平城市间各具特色的文化印
记。城市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将会被遗忘，人们再
也回不到记忆中的故乡。同时，城市闲置空间的存在，
浪费城市资源，占用城市的空间，破坏城市完整的景观
形象。如老房子长时间没有使用，导致建筑坍塌破坏、
院内杂草丛生、大量废弃物堆积等，严重破坏城市的景
观形象[4]。

3  城市闲置空间改造和利用的思考
3.1 城市闲置空间价值认识

城市闲置空间是城市的一部分，与人们的生活紧密

联系，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

[基金项目] 2019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新旧更替城市拼贴中的空间挖掘与改造设计研究”（201910669005）。
[作者简介] 韦胜财，凯里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学生。
杨 辉（通讯作者），凯里学院，讲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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