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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l Conservation方法，在运河本身物质遗产尽量不

相处的物质环境的记忆，并由此生发对它存在与否的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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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少干预的前提下，利用运河沿线进行谨慎、有限

愁和怀念”。历史文化街区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

地开发旅游资源。这条18世纪末工业革命时期留存下来

部分，生活在历史文化街区里的原住民和原始的日常生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价值的运河至今仍保持着鲜活的生

活状态是层叠的历史与文化的见证，形成了特定区域的

命力。

活化和流动的文明史，具有鲜活的展示与教育意义。因

活态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以柳州市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实践为例
□ 陈玲玲

梁晓慧

城市的发展是势不可挡且不可逆转，西方国家城市

此，未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方向和重心，不仅要保护

的再次快速更新与发展缘于二战之后的城市重建规划，

历史文化街区的静态物质遗产，还应当保护街区中原有

由此带来广泛的城市规划重建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产生

的鲜活的生活状态以及非物质遗产，这样才能实现“乡

了巨大的矛盾。那该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

愁”的目标。

盾？英国地理学家彼得·拉克汉姆就曾指出文化遗产是
[摘 要] 历史文化街区内居住着大量的居民，他们传统的日常生活方式构成了街区内充满活力的场景，是体现乡愁和延续记忆的地
方。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类型，应当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两个方面进行考虑。然而，由于我国
大多历史文化街区长期以来主要采取静态保护模式，使得很多街区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和生命力。本文以柳州市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

2 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与特色

就是如何处理好城市发展与旧区之间的关系，并就不断

2.1 概况与价值

变化的城市环境提供了一个检验旧区保护理论与实践的

柳州目前有2个历史文化街区，其中一个是东门历

区保护规划实践为例，探讨活态文化遗产保护对街区保护的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促进活态文化遗产保护的几点建议。

指导方法。他的方法主要基于英国康泽恩（Conzen）

史文化街区，它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主要为街区内保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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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在西方城市形态的分析与应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门城楼、部分城墙遗存，

至文化遗产以及历史建筑保护项目上，主要为按照历

以及较多的近代历史建筑，东门历史文化街区是柳州近

史发展的时间进程将街区、建筑等划分为不同的区块，

代历史的见证地。东门历史文化街区相对于曙光西路历

按照历史时间发展顺序建立层级保护和控制范围，为

史文化街区而言，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建筑单体较为明

政府以及规划部门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保护规划时

显和突出，目前大部分建筑已经被保护起来作为博物馆

提供参考依据。而涉及文化遗产的保护，罗德·克拉

对群众开放。而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与东门历史文化

克（1969）、彼得·拉克汉姆（1996）等学者均表明

街区不同的是，这里并没有特别突出的文物保护单位和

文化应当定义为“永久的感知”，即一个文化人应当

历史建筑，但是，这里保存了历代叠加而形成的有当地

“可以感受曾经属于的时间和空间，并能够回溯和展

特色鱼骨状的街道空间肌理和传统露天市场，居民的日常

望”。而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原则遵循不干预或

生活在这里非常具有代表性，即具有传统文化和生活方

者少干预，以保持文化遗产的原有状态。英国长期以来

式的历史空间，这是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中最具有价

执行的适度开发原则，使英国能够实现几十年甚至几百

值的地方，是具有回忆和乡愁的代表性历史文化街区。

年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保证乡愁是可以有的，回家是

从有明确记录的明代柳州古城地图来看，柳州府从

从1982年我国第一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提出到

史演变过程的研究，应当从物质和非物质两个方面来考

名城保护体系的逐步建立，在过去30年历史文化名城的

虑，并且这两者不是孤立而是紧密联系的。本文以国家

保护工作中逐步完善和成熟。其中历史街区保护制度的

级历史文化名城柳州市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为例，探

确定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向着逐步完善与成熟阶段

讨街区内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为今后该街区规划保护、

迈进的重要标志。30多年来，我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

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和整治工作有不少成功的实例，也有许多历史文化街区

希望能促进历史文化街区的传承和发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遭到建设性破坏的例子。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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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人付诸巨大贡献而叠加的辉煌成果，关键性的问题

是，不管保护实践过程多么艰难，有关于历史的载体一

1 国内外活态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发展

旦遭到破坏，就不复存在。因为历史文物的生命只有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是联合国主管文

次，是不复制和取代的。因此，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

化事务的政府组织，主要从事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

和适度开发过程中，开发的速度上应当取一个较为合理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历史文化街区的提出至今30

史文化街区的形态从明代起就已经形成，至今已有700

方面的保护和管理。自1972年颁布的《保护世界文化

多年的保护实践中，保护工作可谓有喜有悲。其中部分

的平衡点，才能争取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如何能够正确地

多年的历史，其中中山西路、曙光西路、青云路、小南

和自然遗产公约》至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

历史文化街区得到高度重视，保护工作做得较好；但

保护这些历史的载体。

路、小南路后街、南一巷、南二巷等街道明代时均已形

遗产公约》，说明了对有关于文化遗产概念的理解、保

更多的是许多历史文化街区在城市发展的浪潮中快速消

成，它们构成了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基本形态骨架

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

护的内涵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即是由起初

失，或因保护工作不利，历史文化街区成为空壳或者复

（见图1）。从明代到清代，街区内有重要的行政教育

通知》，对遗产概念和范围给出权威的解释。文化遗产

仅有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扩大到了包括非物质文化

制品。随着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理论与实践工作的不断发

机构——提督学政行署，以及原军事机构驻扎于西半城

由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它是某一族群

遗产保护的范围。因保护对象的不同，所采取的保护原

展和完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理论和体系也上升了一

直至撤离，街区内逐渐形成中下阶层，小手工业阶层的

世代相传的、反映其特殊生活方式的知识和实践等的传

则、方法和策略也有所区别。在把握文化遗产保护的基

个台阶，其中2005年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

商住混居区。随后历史上多次的洪涝灾害和战火毁坏了

统文化形式，是人类创造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本原则原真性（Authenticity）、完整性（Integrity）

范》中就规定了有关于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和保持街区活

街区内大部分的房屋，1928年的大火更是几乎将街区的

的物体。

等的基础上，很多具有双重特征的文化遗产区域（同时

力的内容应当体现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当中。2013

民居建筑化为灰烬。此后陆陆续续重建再建，从中华人

城市是一个时间和空间持续发展的承载体，从物

具备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特征）的保护方法也从保存

年中央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文件提出，城镇的发展应当

民共和国成立前至20世纪80年代基本形成曙光西路历史

质变化上看，它是规模从小到大、从简单关系到复杂联

（Preservation）走向了保护（Conservation），这里

结合自然环境，要有传承，能让居民记得住乡愁。这次

文化街区今天所能看到的街巷形态和建筑肌理，目前街

系的连续发展的过程；从非物质角度上看，它记录和体

的保护是指既保护又恰当利用，特别适合文化遗产保

会议文件为历史文化街区的活态保护指明了方向。阮仪

区内鱼骨状的街巷机理保存完好，传统民居成片聚集，

现了人类活动叠加和发展的过程。因此，对于城市的历

护传承和发展。比如英国伯明翰的运河遗产保护采取

三先生将“乡愁”表达为“人们对故乡里，人与人之间

传统生活方式保留较好。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能够找到路的。

明洪武元年（1368年）迁址至今柳州古城，曙光西路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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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是柳州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的见证地，体现了传统

更多的拆迁补偿款，街区内众多居民私自加建居民楼，

控制的可操行和安全防护要求进行划定。曙光西路历史

而丰富的文化遗产的生命活力。当前传统手工艺主要依

导致街区内传统民居风貌受到严重的破坏。为此，柳州

文化街区总面积为17.85公顷，北至中山路，东至小南

靠年长者在传承，年轻人继承的非常少，这也是历史文

因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失利被住房城乡建设部通报批

路，西至红光大桥，南至滨江西路。其中核心保护范围

化街区传承和发展面临的一大问题。因此，强调保护历

评，这才引起柳州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于2013年成立历

为5.29公顷，主要为沿曙光西路两侧，小南路以西的传

史文化街区中物质文化的同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包

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整改、制定保护规划、加大资

统民居聚集区。建设控制地带为12.56公顷（见图2）。

括居民社区文化、延续一切与生活有关的记忆（如小街

金投入，才算是从意识上开始了真正的保护工作。

2.2 传统与特色
历史文化街区是活态的文化遗产，一个成片的有
图2 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小巷、传统风味小吃、传统手工艺、老字号）等，如何

曙光西路街区在明末清初时已成为该区域的商业繁

能够将两者紧密结合，推进其可持续的发展，是今后我

华地带，距今有400多年的历史，延续至今一直为传统

们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居民居住区和传统商业区，传统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历史

然而要保持历史文化街区内的稳定与活力，与居民

文化街区的鲜活的生命力。居民对改善生活环境和提高

渴望改善物质生活之间取得平衡也是非常大的难题。直

生活质量渴望是强烈的，街区内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

至目前为止，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主要侧重于物质环

产需要进行结合保护和发展。王景慧提出保护历史街区

境方面的改善，还未真正涉及民居内部以及居民内心的

应该有特殊的方法，尤其是居民的生活质量如果得不到

需求，2017年9月在街区调研时，不少居民表示居住环

提高，居民就很难在街区内继续生活，保护就会成为一

境差，但又没钱改善居住环境，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并不

句空话。

理解目前所在区域属于被保护区域，他们更希望推倒重

从2013年开始，柳州市政府对历史文化街区存在的

建，这说明保护力度仍不够，政府目前主要的保护工作

问题进行回应和整治，编制了《柳州市历史城区和部分

还处于初级的静态保护阶段。居民有多种需求，聆听、

历史传统街区保护和整治规划》，给出了一定的保护、

安抚、鼓励远远比命令或者告知更能赢得民心。英国对

发展的定位与要求。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通过挂牌、

和保护其特有的社区文化，保存文化的多样性而不仅仅

柳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起步较晚，原因有很

于文化遗产和保护区的保护更强调不干预、少干预，他

街区立面整治、改善街区内基础设施建设等使得街区内

只是保护物质载体的躯壳。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内仍

多。2013版《柳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曙光

们不干预、少干预的前提是居民都参与到其中，并对保

的生活环境问题得到一定的改善（见图3）。但是，截

居住着大量的原住民，以及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随着时

西路历史文化街区被提出要求保护，但具体功能定位和

护要求有深入的了解。而我们很多保护区内的公众参与

止到目前，街区整治还只进行到初期阶段，也就是“面

间的变迁，叠加的历史构成了街区内传统的老柳州的生

保护范围等还未明确划定，直至2016版《柳州市历史文

度非常低，很多居民并不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情况，以

子工程”阶段。居民生活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2017

活方式，比如传统的生活方式（大家庭多代同堂共同生

化名城保护规划》才确定了曙光西路历史文化保护区的

及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保护工作开展时往往体现

年9月走访街区访问居民时，发现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活）、传统的居住模式（民居基本为二层以上居住，一

“正式身份”和保护范围。从功能定位来看，基本能够

的是由上至下的单向开展，公众参与少、政府与公众交

一方面是居住环境还未得到切实的改善，很多居民抱

层为商铺）、自发生长的露天市场等。其中最具有活力

按照传统居住功能进行定位，延续现有社会网格和生活

流少，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应付相关部门的检查，这样开

怨居住环境差，认为没有办法再继续居住；另一方面，

且最能体现居民日常生活场景是街区内由历史叠加而形

方式。而从保护要点来看，主要着重于保护物质方面的

展的保护工作效果并不理想。

调研中发现大部分居民随意改建居民楼，随意搭建和粉

成的自发生长的青云露天市场，很多当地特色小吃比如

内容，比如历史街区鱼骨状的空间肌理、骑楼风貌等。

卷粉、水糕、发糕、油堆、豆腐花、芝麻糊、马打滚、

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来看，2016《柳州市历史文化名城

汤圆等均为街区内居民自家传统手工制作，这里没有过

保护规划》提出了较为详细的要求，比如历史街巷的分

柳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起步较晚，2013年

多的商业广告和宣传，仅仅是日常生活场景就已经非常

级和具体保护范围、保护内容、建筑高度控制、用地调

以前，因保护规划、保护机构、资金、人才等方面不健

热闹和有活力。市场里狭窄的街道聚集大量的买卖人

整等。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来看，2016版《柳州市历

全，经济建设方针的导向问题导致柳州市很多具有历史

群，买卖场景、吆喝声等构成了街区内最鲜活的生活方

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也提出了原地保护、整体保护、

价值的古建筑、街区均被快速的城市化建设所毁坏。如

式，也是整个柳州市最典型以及为数不多的传统文化发

动态保护和公众参与原则，基本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山中路、中山东路以南地段，历史上均为重要的政府

源地。居民生活、社会关系、传统技艺等构成了街区内

和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的动态保护办法。然而，从柳州

机构所在地，但因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的两次市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要将其传承和发展，应当

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看，柳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

中心规划调整，现在是高楼林立，历史痕迹几乎无处可

将居民作为主体作用打破自上而下的规划模式，以保护

产大部分集中在柳州周边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比如侗族

寻，只剩下几处明城墙地下考古遗址和近代建筑。此

柳州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出现失误，其中最

原始的状态为原则来保护有生命的整体。

聚居区、苗族聚居区等，柳州古城内、历史文化街区在

外，跟风将具有传统生活方式的窑埠全部推倒，重建假

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从上至下在意识上的落后。领导希

名录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少。而实际上曙光西路历

古董窑埠古镇以及文庙的大规模重建等与文化遗产保护

望大力推进城市现代化，居民渴望有更好的生活物质条

史文化街区内鲜活的居民生活状态和真实的传统手工食

的基本原则均是相违背。任何一种文化遗产的根本属性

件，于是看来破旧的、残缺的、环境差的地段、有意义

从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划定原则来看，

品和手工艺构成了传统老柳州人的日常生活场景，是

之一是具有不可再生性。2013年以前曙光西路历史文化

的街区、建筑等被高楼大厦所替换，等回过头来才发现

能够按照保护历史文化遗存本体、历史环境和历史信

最真实地反映柳州当地居民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聚集

街区内居民因担心街区有可能会被重新规划，为了争取

找不到我们的根。身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在哪里，文

3 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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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原则，同时对历史文化遗产管理

图1 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形态发展（明代至今）

大量居民在期间生活的地区，对于它的保护，应当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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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没有任何的自觉保护意识。

4 教训与启示

图3 2016年整治后的曙光西路历史文化保护街区

5 建议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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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哪里，无处可寻。
历史没办法重蹈覆辙，剩下的几处较为具有代表性
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最能
体现和代表传统柳州人日常生活状态的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空间环境里的老房子，演绎着一代代人平凡生动的
故事，让人终生难忘、无法释怀。为了让曙光西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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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3 建模操作流程

知，也需要由上而下的进行宣传，要让柳州人在认知上

该项目为房建项目，位于贵州省贵阳市，由于场地

（1）标高和轴网可按照上述要求进行，可设置多

知道：这里是柳州的历史见证地，这里是柳州人的生

受限，场地地面标高为1051.00m～1079.36m，拟建场

个轴网，也可在关键节点设置，但是标高建议根据支护

活记忆，这里是柳州人寻找乡愁的地方，这里很“柳

地工程环境较为复杂，边坡具有一定的放坡空间，高回

形式进行设定，对于把握不准的距离均设置辅助线。创

州”，这里很有味儿。

填区无法完全放坡，需采用抗滑桩方案。具体支护形式

建模型后，辅助线会自动消失，不会对模型产生任何影

5.2 加强公众参与

抗滑桩+2道8束锚索+桩间板或挂网喷浆、300×300格

响，可方便查看并修改，避免不同构筑物遮挡影响视图

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特别重视公众的参与性，没有公

构梁+4束锚索，同时1058.200m以上永久边坡采用C25

调整。

众的密切参与，政府有关政策的落实非常困难。历史文

混凝土面层，厚150mm。双层双向钢筋网Φ8@200。

（2）族创建，这里以最复杂的锚索和框格梁进行

化街区的保护工作首先应当得到居民和公众的支持，尤

1058.200m以下临时边坡采用C20混凝土面层，厚

说明。先创建锚索，再创建混凝土结构。锚索采用拉伸

其是保护区内的居民，他们有权力参与到改进保护区的

100mm。单层双向钢筋网Φ8@200。

命令进行创建，需要注意角度和数量，角度要求在里面

活动当中。同时，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宣传，告诉居民和
公众政府在做什么、能做什么、有什么意义等，要将宣
传深入到家喻户晓，让每个居民知道并且具备自觉的保
护意识，加强公众参与，才有可能将保护区内物质遗产
与非物质遗产鲜活地传承和发展下去。

5.3 不干预、少干预
不干预、少干预主要是针对街区内居民日常传统生
活方式而言。在不改变街区传统网格和建筑肌理的前提
下改善居民生活环境，逐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满足居
民能够在街区内继承、延续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对他
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不要过多地干预或者不干预，尽量由
其随着时间的变迁自由的生长和叠加，这是较为有效的
活态保护方式。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历史的承
载体和人类记忆延续的组成部分，要传承和延续至我们
的后代，不仅仅要保护它们的物质层面，更多地应当保
证街区具有持续的活力，活态保护是未来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的趋势。

创建，数量则从平面开始创建。然后对盖帽、混凝土结

2 建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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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进行拉伸创建，如不方便查看，可多创建几个视图，
用不同颜色来区分不同的构筑物。

一是按照创建土建模型习惯创
建轴网和标高。其标高和房建标高有

先创建混凝土框格梁，再创建锚杆。因框格梁相交

些区别，标高采用不同防护结构类型

的位置是放置锚杆的位置，只要框格梁定位准确，那么

进行设置；轴网以基坑不开挖基础为

锚杆位置就准确，锚杆采用拉伸进行创建。框格梁混凝

边界进行划分。边界是以地基最大的

土结构可直接在项目中进行拉伸创建，而锚杆则需另外

基础进行划分，主要为了方便后续创

创建公制常规模型才能创建完成。分别创建一是为了保

建空心模型。二是创建相关族。如锚

证模型的准确率；二是为了保证后续进行材质赋予时，

索、锚杆、钢筋网片、钢筋等一系列

可以保证材质的区别。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出具效果

不方便建模的构件，均要通过族来提

图时，如果材质无法进行细分，效果图就会很差，看不

[1]

前创建 。创建族还可以根据实际情

清楚分布构件的装饰材质，所以需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

况是否形成企业族库，方便类似项目

创建。

直接插入使用。三是创建山体，确定
相关构筑物的位置，从下而上创建。

图1 主要技术流程

如果基坑体量比较大，可以做段高程区域山体，然后再
创建相应的支护结构。不用创建整个山体，只创建需要
进行施工的部分山体。四是对结构进行定位，运用陈
列、插入等操作将基坑模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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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云霞.文化遗产的概念与分类探析[J].理论月刊,2010(11):5-9.

文化街区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

集中区，但“活态”的特点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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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锚索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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