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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四川省教育厅景观与游憩研究中心重点项目

地震灾区集镇生态保护、旅游开发与
景观发展研究

设计＿姜 璠

山体生态进行恢复和景观设计，使罗浮山山体生态得到

生态景观效果：迎春为早春黄花，花期长，柔化

最大程度的保护和恢复，也使环山路成为晓坝镇旅游开

挡土墙的僵硬线条；回填土内种植斑竹，遮蔽断崖面；

发的重要交通道路。环山路分为五段，其中环山路入口

爬山虎生长快，能很快覆盖裸露泥土，吸盘有一定的抓

区、过渡区和“中国院子”入口区属于土质边坡段，而

力，防止水土流失，且春夏绿意盎然，秋季红叶俏丽，

海绵生物礁及湿地公园段属于碎石边坡段。

为山体绿色景观增加点点红艳；鸢尾适应性和抗性强，

2.1.1 土质边坡修复

养护简单，夏季蓝花点点。

修复技术：环山路坡度较缓，土壤主要为黏土，渣
土土坡分层压实后回填种植土（见图1）。

2.2 晓坝新场镇生态恢复与景观设计
晓坝镇总体规划中定位为绵阳市温泉之乡、安县
中西部地区旅游服务型小镇，该镇以“5·12”地震后
重建为契机，围绕旅游服务做文章，中国院子是晓坝镇
灾后重建旅游开发和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目前

□ 曾明颖

项目已初具规模。项目配套的几个子项目对新场镇生态
和景观产生很大影响，对新场镇生态和景观起到积极
作用。

[摘 要]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及次生灾害对灾区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地震对山体有所破坏，形成了一些破损山体。如何

图1  土质边坡修复前后景观效果对比

保护、恢复灾区集镇的原有生态环境，如何将生态环境的保护恢复和新场镇旅游景观设计相结合，成为当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
认真翔实调查地震对旅游场镇安州区（原为绵阳市安县）晓坝镇周边生态破坏情况，基于低强度开发的原则，用生态设计的原理，
突出环境生态修复，尽量采用乡土植物和本地材料，提出相应的景观设计方案，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以晓坝镇为代表的震灾区旅游场
镇为地震后如何既快又好的使景观生态得到恢复，开发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地方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提供环境保护和旅游景

种植配置：紫薇（Lagerstroemia indica）×香樟

从罗浮山前山羌王城大门到后山晓坝镇小学有一条

（Nnamomum camphora）×天竺桂（Cinnamomum

现状的山路，全长2.11千米，为泥质路面，蜿蜒崎岖，

pedunculatum）×红花檵木（Loropetalum chinense

杂草丛生，沿路主要为茂密的原生植被，在山顶可以俯

观设计可借鉴的先进经验。

var.rubrum）×大叶栀子（Gardenia jasminoides）×

瞰晓坝新场镇。设计保留原生植被，沿原有道路线性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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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叶女贞（Ligustrum vicaryi）×红叶石楠（Photinia

理两边植被，路面进行提升，就地取材采用罗浮山的原

serrulata）。

生岩石铺设路面，在适当的地方增加休息观景点。

生态景观效果：香樟为大乔形成道路绿化景观的骨
架，天竺桂为补充，紫薇又名百日红，花期长，灌木用

2.2.2 罗浮山后山湿地保护与景观设计
罗浮山后山一片低洼水湿用地，在环山路晓坝镇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使灾区内关键物种栖息

内，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是震后第一个经四川省政

红色、金色和绿色搭配，丰富道路景观。

方向的尽端，成为环山路景观与新场镇景观的一个重要

地破碎、区内土地覆被物减少、水土流失加剧，地震灾

府正式批准建设的原地异址重建场镇，也是国家灾后重

2.1.2 碎石边坡修复

节点，这块天然湿地不仅可以调节安昌河流量、控制洪

区生态屏障功能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加强地震灾区生

建六个试点镇之一。2008年7月16日，晓坝镇整体异址

修复技术：该路段边坡坡度较大，水土流失严重，

态环境保护，恢复重建退化生态系统，确保汶川地震灾

迁建工程正式启动。经过专家实地考察和研究，多处比

且结构不稳定，少量土夹杂其中，需要人工固定，可采

区生态屏障功能，是汶川地震灾区最为关键的恢复重建

较和科学论证，并综合当地群众意见，最后确定选址

用台地续坡式修复法，用石材分层叠砌挡土墙，以防止水

该地块地震破坏小，保留原生植物群落，将对现有

任务之一。同时，地震灾区自然景观独特、风景名胜集

在罗浮山后山。2008年9月13日，《安县晓坝镇总体规

土流失，增强边坡稳定性。叠石间预留种植池，回填种植

植物进行梳理，适当增加游览栈道，通过绿色景观的设

中、历史文化遗产丰富、民族文化独特，是我国乃至国

划》正式进行公示，将晓坝新场镇定位为国家灾后恢复

土后栽植小乔木、灌木，靠近边缘处栽植垂枝型植物，

计使该用地既保持原有的生态功能，又能发挥其旅游休

际上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在国家“整合资源，突出重

重建试点小城镇、绵阳市温泉之乡、安县中西部地区旅

内侧栽植攀缘植物，靠近坡脚处种植乔木（见图2）。

闲、教育科研的美学功能和社会功能。

点，加快旅游业发展步伐，要把旅游业从恢复重建的先

游服务型小镇。

水、保护堤岸，还能调节新场镇小气候，是晓坝新场镇
的“城市之肾”。

2.2.3 罗浮山后山“中国院子”旅游配套服务区环
境保护与景观设计

导产业转变为促进灾区民生发展的支柱产业”的政策指

罗浮山后山紧邻中国院子的狭长用地，是一块依

引下，四川利用自然和人文的资源，在汶川县漩口、水

2 生态保护、恢复与景观营建

磨、三江等镇形成独具特色的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品

托秀丽的罗浮山，原有生态条件良好，地震对山体植被

2.1 罗浮山山体生态修复与景观设计

有局部破坏，本文对破坏部分按照生态设计的原理，利

牌农业和农家旅游集镇。地震后绵阳市恢复和开发了猿

晓坝新场镇位于罗浮山后山，为了连接罗浮山前

王洞、药王谷、吉娜羌寨等富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景区。

山风景区与晓坝新场镇，在原有道路的基础上加宽提升

用乡土物种对其进行生态恢复，使其能自我循环再生，
图2  碎石边坡修复前后景观效果对比

为晓坝新场镇提供优质氧源——“城市之肺”。旅游景

形成全长3千米的罗浮山环山路，道路分别设计机动车

种植配置：迎春（Jasminum nudiflorum）×

观方面，该地块设计布置旅游配套服务部分和具有独特

旅游道路和自行车旅游道路。地震和道路拓宽对罗浮山

鸢尾（Iris tectorum）×爬山虎（Parthenocissus

民族特色的风情旅游街区，为规范旅游车辆的停放，引

安州区晓坝镇位于“5·12”汶川大地震极度重灾

山体生态造成破坏，形成了一些破损山体，有土质边坡

tricuspidata）×斑竹（phyllostachys bambusoida

导车辆停放至镇入口，保证镇内部交通通畅，使该镇内

县绵阳市安州区的罗浮山—白水湖省级风景名胜区范围

类型和碎石边坡类型。本文利用生态设计的原理对沿路

f.tanakoe）。

尽可能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从湿地到地块

1 晓坝镇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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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条排洪水渠一直延伸到旅游配套服务区，在保证排

态修复是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特大地震灾

洪功能的同时进行驳岸设计。排洪水渠湿地公园段对沟

害的生态修复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国内外皆没有现

渠驳岸柔化处理，增加乡土植物种植；风情旅游街区段

成的经验可以借鉴。经过多年的灾后重建，灾区生态状

充分考虑游人的亲水性，将临街侧改为台地设计，非汛

况明显好转，并积累了应对生态环境恶化的经验，但是

期可人工调节水量，与商业街呼应，形成一派水乡风情

针对汶川地震这样急剧的、大规模的生态破坏，仍然需

（见图3）。

要长期研究。同时，工业棕地对生态的破坏与地震有很

设计＿姜 璠

吴文化在江南建筑中的应用研究
□ 袁佩玲

梁 玉

闫 晶

冯 琴

徐文声

多相通之处，其生态修复也可以相互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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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一一让步，许多古建筑也因此被拆毁。现如今，北

人民生活和劳动智慧的结晶，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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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地安门到鼓楼两侧沿线的地面上古建筑都因此荡然

风貌、建筑风格方面，深入且全方位渗透到吴地人民的

无存。随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旅游已成为

日常起居中。本文将叙述与分析吴文化在江南建筑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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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各省市开始重视对古建筑的保护，相继出台历史文

1 国内外具有文化背景建筑的现状对比

化建筑保护条例，针对国情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文化古

1.1 国内外对古建筑保护的认知过程

建筑保护发展的道路。如青岛政府修缮，企业与私人出

由于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的国

资，对优秀的历史建筑进行改造及修复。园林城市——

家，面临工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环境污染对古建筑墙

苏州作为文化名城，由政府拨专款派专人做维修，促进

体、色彩等危害，使英国意识到保护古建筑的重要性。

拙政园、留园等古典园林花园的发展，增加园林文化的

19世纪后，英国成立古建筑保护协会并颁布保护法令，

多样性空间。江南地区对古建筑保护的案例如南京朝天

使英国对古建筑的保护走上了法制化轨道。时至今日，

宫、常州天宁寺、无锡南泉古城等。

在英国很多城市的街头还能看见维多利亚时期的古建

1.2 国内外对古建筑的保护措施

筑，无论是大到圣保罗大教堂，还是小到街头充满欧式
气息的红色电话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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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古建筑保护的实践开始较早，德国、英国、
法国等国家的保护机制相对健全。我国设立专项资金由

意大利在1960年便成立历史文化古城保护协会，

政府拨款对古城古建筑进行修缮，如苏州古建林立，园

其编制相关的研究报告由政府出台法律法规，从保护古

林遍布，每年花费数亿元资金进行维修。我国《文物

建筑本身扩大到古建筑周围的文化环境，由小到大积点

法》明确规定对古建筑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成线，成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最多的国家。得天

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在实践中付诸行动，在理论

独厚的文化背景让罗马文化一路传承，造就了当地人浪

中也不甘落后。“十二五”发展规划时期，国家高度重

漫的艺术细胞。

视历史文化和古建筑的保护工作，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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