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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古树名木一直是作为

城市园林绿地的形象和代

表，也是构成﹃城市生态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古树名木已越来越得

到广大市民与各级政府的

关怀和重视。保护好古树

名木，不仅是社会进步的

要求，也是保护城市生态

环境和风景资源的要求，

察

更是保护城市历史文脉的

明智之举。

观

GUANCHA

随着城市社会利益几诉求多元化发展，城市规划更多关注本土化，关注内涵式发
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突出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理念从指导思
想、核心理念、技术方法等多个层面直接融入城市规划研究与编制过程当中已经成为
城乡规划关注的重点。城市古树名木一直是作为城市园林绿地的形象和代表，也是构
成“城市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古树名木已越来越得到广大市民与各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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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关怀和重视。保护好古树名木，不仅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也是保护城市生态环境

生态文明背景下
柳州古树名木保护规划

对于古树名木的保护，原国家城建部在1982年首次颁布《关于加强城市和风景

文_陶月华（副主任规划师，柳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和风景资源的要求，更是保护城市历史文脉的明智之举。
名胜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意见》，并在全国层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管理规定，包括
《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全国古树名木普查建档技术规定》等，对古树
名木的概念、普查建档、保护措施与养护责任做出明确规定。柳州市历来重视古树
名木的保护工作，先后于1996年和2004年由园林局组织园林工作者两次对市辖范围
内的古树名木进行调查，工作卓有成效，并于2005年制定《柳州市古树名木保护办
法》，以法规形式确定古树名木的保护地位。但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镇建设与古
树名木保护的矛盾凸显，单纯以划定保护区的消极被动的保护措施不足以有效保护古
树名木及其生境。柳州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古树
名木。全面了解和掌握现存古树名木的生长状况，制定其专项规划，将有利于在科学
合理的支持下对柳州市的古树名木实施更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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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柳州古树名木保护现状保护
情况

性。百年以上古树名木中，樟树、小叶榕占绝对优势，占数量总数的

木棉

后备资源1109株。古树名木的数量和种类有明显的地域性、单一

樟树

柳州市建成区范围内现有百年以上树木共有445株，名木20株，

（4）观赏价值高
古树名木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再加上其较高的观赏价值
及历史研究价值，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现状的绝大部分古树名木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香樟和小叶榕

48.86%。这些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开展存在分级管控需求突出、与城

树高大挺拔，绿荫浓郁，为良好的庭荫树和行道树；桂花枝叶繁茂

市建设冲突较大、保护区难以有效实施等诸多问题。但总体保护情况

而秀丽，芳香馥郁，是点缀庭院、山头、亭旁、游道分岔处、草坪

良好，主要表现在：

中心的好树种；秋枫是本地常用的秋景定型园林树木，常用作风

（1）生长状况总体良好，但也存在部分缺乏养护、病虫害

规划摸底调查，柳州市古树名木生长状况总体良好，仅有少部分树种
因缺乏养护管理，病虫害严重，或遭雷击等天灾，出现残枝断臂的

秋枫

古树一般由于树龄较大，生长状况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根据本次

小叶榕

现象

景树。

现象。

（1）缺乏科学管理及保护宣传，市民对古树名木的保护意

（2）株数较多，种类相对集中

识不强

从总体上看，种类相对集中。其中樟树和小叶榕占绝对优势，

由于宣传不到位，诸多市民和群众还未养成爱惜古树名木的习

尤其是樟树有134株，占总数的28.82%；其次是小叶榕93株，占

惯，在大树上乱刻乱划、拴绳挂物、剥皮取材、乱搭建筑物或堆放

总数20.04%；桂花57株，占总数的12.26%；青檀54株，占总数的

古树名木主要集中分布于公园内及村落周边等地。例如柳侯公

物品等现象比较普遍，这些不利于古树名木保护的行为，造成了部

朴树

（3）公园、村落周边、学校及其旧址分布较多

桂花

11.61%。

二、城市规划管理中古树名木保
护存在的问题

分古树的损伤，使得许多古树名木生长的环境变差。更有一些不法
分子肆意滥挖、盗卖、非法移植古树名木，导致古树名木破坏严
重。破坏古树名木案件时有发生，古树名木的保护受人为因素的影

园、鱼峰公园、都乐公园、红园村、游山村、洛维村等地周边均保留

响和威胁。

相当多古树名木。

（2）现有古树名木的基础资料和普查数据未能满足日益更
新的城市规划技术管理需求，不能满足相关规划的编制

柳州市古树名木树种及数量统计表

柳州市前两次的古树名木普查及统计数据，虽取得了一定的保

垂叶榕

青檀

护成效，并形成了文字表格，但在城市空间上未进行精确定位，未
形成可供规划管理及编制使用的有效图纸文件，使得在城市规划管
理部门编制相关的规划中不能及时有效地掌握古树名木详细信息，
影响相关工作的开展。

（3）保护区的划定难以满足树木实际生长需求
目前国内多数城市颁布了本市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规定

20.04%

“古树名木树干以外10～15米为古树名木的生长保护范围”。而柳
州市只是规定“城市各类建设项目涉及古树名木时，应当避让和建
立保护设施，建筑物与树冠边缘的距离不得少于5米”。在城市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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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管理中，仅仅划定一个圆是不能切实保护古树名木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没有实施性和
可操作性。现实管理中，无论是古树名木还是后续资源，保护区划定都是基于现状树冠范
围，许多树木的根系范围远远超过了现有树冠，且对于一些现实生长受到抑制的树木，难
责，并制定古树名木保护措施。但跟发达地区广州市相

以反映其真实的生长需求。

比，仅仅是为古树名木保护提供规划法理基础。对后续

同时对于一些紧邻保护区的建设活动缺乏约束。尤其在日照、排水、通风、采光等涉

开展的一系列保护行动计划，清除古树周边违章建筑等

及周边建筑环境的影响因素上，仅划示一条保护控制线的管理形式难以做到有效管控。对

（4）没有制定切合用地规划管理的保护措施
目前国内没有涉及城市用地管理的古树名木的保护措施，现实工作中城市古树名木周
边涉及的土地利用类型较多，涉及古树名木的地块拟开发意向也很高，土地利用开发与古
树名木保护矛盾也很尖锐。城市规划用地管理中，亟须对古树名木的保护措施制定统一的
标准和规范，以便有效开展管理工作。

三、国内外经验做法

《常州市古树名

木保护规划》

树木生长影响因素缺乏系统性梳理，负面清单的制定有待完善。

从国内外已开展古树名木保护规划的城市来看，许多城市已突破传统的树木养护领
域，将树木的保护同周边环境控制、历史人文传承相结合，将自然与人的活动、城镇的建

有效落实规划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2）基于用地规划管理的建设环境管控
古树名木的保护历来以园林绿化系统为主，集中
在建档调查、复壮保护、政策管理等专业领域。2010
年，常州市探索基于周边环境管控的保护规划，由市规
划局、市园林局联合编制完成《常州市古树名木保护规
划》，对古树名木所处区位现状、周边建筑、规划用地
性质进行了摸底，从土壤、建筑、生长势等多个因子对
每棵树进行综合评价分析，一树一议确定保护措施。对
每棵古树名木的规划保护范围线进行落实，并对保护范
围内的建设行为做出明确规定。最为重要的是基于周边
用地的规划建设动态提出树木保护的需求，针对用地性

设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

质是否发生调整、调整的方向与类型提出控制要求。实

（1）从养护管理走向立法、宣传、研究、实施的全系统规划

现了古树保护与城乡规划的“一张图”管理，当有新的

随着城市空间的拓展，古树名木的保护需要从传统的专业技术管理走向更深入的环境

城市建设项目审批时，可以在系统上立即查询到古树名

管控、法规制定与公众参与，将保护的要求渗入管理的各个领域。2005年柳州市制定《柳

木的位置和保护范围，便于新项目在规划时就避让出古

州市古树名木保护办法》，以法规形式确定古树名木的保护地位。明确古树名木的保护职

树名木的生存空间，实现城市发展与古树名木的协调
发展。

（3）基于不同类型地区的分类管控导则
由于古树名木自身生长条件以及所处环境的不同，
以树木为主体或以环境为主体形成分类管控导则有利于
年，常州市探索了基于周边环境管控的保护
2010
规划，由市规划局、市园林局联合编制完成了

《常州市古树名木保护规划》，对古树名木所处

区位现状、周边建筑、规划用地性质进行了摸

底，从土壤、建筑、生长势等多个因子对每棵树

进行综合评价分析，一树一议确定保护措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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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棵古树名木的规划保护范围线进行了落实，并

对保护范围内的建设行为做出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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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细化保护的需求。

四、柳州市可借鉴的经验
（1）明确古树名木的内涵，提升公众保护意识
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明确其概念内涵，
“百年以上树龄”“树种稀有、珍贵、具有历史价值和
纪念意义的树木”等都是作为界定古树名木的要素，
本次规划提出了古树名木后备资源的保护措施和管理办
法，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保护思想。未来可以进一步扩
大保护内容，清晰界定概念内涵并向公众宣传，促进柳
州市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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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级分类，对不同的树种、保护等级及立地环境区别对待
树木所处的环境及树种习性的不同造成了保护需求的差异，对不同环境的分类指引有
利于明确树木生长面临的潜在威胁，并有针对性提出保护措施。

协调保护与发

展利用的关系

引公众参与古树保护工作，提高全民的保护意识，挺高公众认知度。

增加保护核心

变化进行引导，统筹规划管理和古树管理部门的多主体协同发展。此外导则还应积极指

区，建设控制

导保护措施，以预防为主，加强养护。近期以现状改善为主，远期根据不同的立地环境

地带

类自然、人为与周边环境因素，兼顾古树的历史和未来，提出有效的预防性和积极的引

评估本体及周

在具体保护管理措施方面，古树名木的保护应考虑在古树的生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

边环境

（3）控制与引导并重，多主体协同保护

五、柳州古树名木保护方法
（1）全面评估树木本体及周边环境，系统归纳影响因素
现状分析是制定规划策略的第一步。在系统梳理和总结现有古树名木情况的基础上，
借鉴先进城市及地区古树名木景观价值评价指标方法对柳州市范围内的古树名木进行分
级复核，主要以树龄为依据对古树名木进行分级。对现状的古树名木进行科学评价总
结，基于现状评估发现，柳州市古树名木本体生长情况普遍较好，树冠、树干、树皮、
病虫害等养护情况较为乐观。在合理的分级之后进行分类保护控制，以及针对本市的部
分古树名木的现状实际情况提出有效的养护措施和保护管理办法。

（2）增加保护核心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形成近远结合的分级分区管控要求
基于整体保护的原则提出不同层次的环境管控范围，将原有的保护区扩展至保护核心
区、建设控制地带两区的管控格局，对应不同级别的古树形成分级、分区的管控通则，

以此作为本次规划执行的核心内容。
核心保护范围即为现状古树名木冠径最大处的垂直投影线外扩5米的范围线或
现状树干范围线外扩10米，落实城市古树名木管理办法中的严格禁止规定；核心
保护范围外的5~10米为建设的控制地带，建设控制地带的规划建设主要是引导控
制，分为保护通则和特殊保护两类。
保护通则：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影响古树名木生长的，建设单位必须
提出避让和保护措施。主要对建设开挖、地面铺装、地下水标高、污染物排放等
要素做出限制和规定。
特殊保护措施的主要依据是在古树名木周边的远期规划用地发生改变的情况
下，针对不同的用地类型提出不同的保护措施。
汇总古树名木空间主体的关系，又分为整体保护和特别保护两种“双控”的保
护类型。整体保护的主要是柳侯公园、鱼峰公园、都乐公园、黄土村四个古树名
木比较集中的区域。特别保护的主要是针对一级保护古树及名木，这些重要地段
和重要的古树名木保护规划采取“一树一策”的措施予以控制和引导。规划成果
以保护分图图则的形式予以表达，不仅实现了保护管控导则的法定地位，同时也
创新了规划编制体系，落实了古树名木保护的规划导则直接作为后续规划建设管
理的依据，并在城市控规修改编制过程中以专项成果纳入。

（3）协调保护与发展利用的关系，提出分类地区引导导则
根据现状古树名木的生长、病虫害等每棵古树名木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养
护措施，从技术、管理、复壮等三个方面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管理。
对于分布在市郊的许多自然村庄用地的古树名木，其现状立地环境周边用地
局促，且因历史的原因未能按照相关规范划定保护范围及保护控制导引，规划建
议实行特别地段的特别保护，落实每株古树名木均须设置标志牌，标明树名、学
名、科属、树龄和管理单位，建立养护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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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之眼
——天津滨海图书馆

观察丨Observe

情怀之美
——红砖建筑

何崴：朴实真诚的设计更有价值

一级保护古树保护范围图示：

古树名木的空间特征、结构状况、生命延续、历史文化
性以及当前城市整体环境的联系是密切的，因此保护与利用
的过程中受到的制约因素很多，运作机制也有别于普通的绿
化，具有独特的特点。在改造和利用设计时必须从实际条件
出发，因地制宜，挖掘出有利因素，探究其景观价值利用的
方向。

六、思考与结语
二级保护古树保护范围图示：

古树名木宝贵规划的实施对于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大生
态文明建设力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具有重大的历史、现实
意义。古树名木也积聚了地方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生态

设计

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古树名木的保护规划是一项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工作，规划的实施落地更有赖于多部门的协
作与公众保护意识的提升。柳州市在古树名木保护方面虽有
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全面协调古树保护与发展利用的关系，
管理上还应完善以下几个方面：

柳州市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都是由园林绿化部门兼管或
代管的，没有专门的养护队伍与管理队伍，部分古树名木的
产权归为属地单位所有，缺乏古树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规
划建议将对市区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建立保护管理登记卡制
度，做好管护登记，建议对古树名木定期进行检查、复查，
落实保护的精细化管理和责任。

（2）进一步补充、完善古树名木保护有关法规管理
办法
制定适应柳州市古树名木保护需求的管理技术指导规
范，对破坏古树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

（3）落实保护古树名木的专项资金
古树名木保护需要合理化的建设资金，资金到位不仅对
保护古树名木起保障作用，而且还能进一步加强对古树名木
的复壮起推动作用。
总之，在具体的古树保护规划实践和管理工作中，古树
名木保护中新的问题还会不断地涌现，应尽快着手建立反馈
机制，力求真正将古树名木保护落在实处，促进柳州市古树
名木保护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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