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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色彩面貌的中国现实

但凡对国内各大中城市色彩有考察调

研的人都会认同，我国目前的城市色彩环

境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大多数城市的色彩

环境是乏善可陈的。由于城市色彩基础研

究和色彩规划实践的滞后，许多城市的色

彩面貌令人堪忧。

首先，趋同类似、缺乏表现的色彩环境

是我国城市色彩环境的常见问题。从东部

沿海到内地城市，平庸类似的城市色彩形

象比比皆是，而且城市的建设者们对这种

蔓延已久，并且正在继续的色彩趋同，表现

出一种无动于衷。如果说，缺少优秀的城市

色彩风景是一种遗憾，那么，对这种缺憾熟

视无睹就是一种悲哀了！

其次，色彩环境的“乱”是我国大中城

市普遍存在的城市色彩弊端。这些混乱的

色彩环境，或由于城市管理缺位引起、或是

设计者滥用色彩造成、或由无限制的广告

引起，而且这种混乱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从广州、苏州、厦门等几个城市色彩环

境现状看，混乱和趋同都是最常见的弊端。

以广州为例，在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中，岭南

地区传统建筑色彩逐渐消失，广州本土文

化中的色彩偏好和自然环境色彩基因被忽

视，趋同的高科技建造手段和现代建筑材

料削弱了城市色彩的个性，导致城市色彩

现状杂乱，色彩趋同与色彩滥用的现象并

为城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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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1]。如图1所见，无设计的城中村住宅楼

对色彩的滥用，商业广告的色彩混杂随处

可见。图1中某连锁酒店将朝向路口的一面

的墙，涂成了醒目的黄色，而其它墙面依然

是原来墙砖。在住宅建筑都不可以随意封

闭阳台，影响外立面统一的今天，城市中建

筑的色彩却可以随意改动。这不仅说明城

市色彩管理的空白，也体现出城市色彩景

观意识的缺失，城市色彩环境的混乱程度

之重，可见一斑。

苏州的城市色彩与国内很多城市相比，

具有一定的色彩特征，古城的色彩已在大

家心目中形成了“黑、白、灰”的色彩意象。

但是，苏州城市建筑色彩的特质尚未得到

深刻的认识，苏州城市色彩的构成并未被

了解，苏州城市色彩的演变和影响因素缺

乏被关注，苏州城市色彩的规划控制也缺

乏内在的依据，导致了古城老城的建筑色

彩被简单处理。“黑、白、灰”原本是一种

色调的概念，被简单使用为3种颜色，令古

城建筑失色(图2)，使老城区、古城区色彩

特征淡化。而且，苏州工业园区、高新区等

新区建筑色彩缺少苏州的色彩特质，与其

他城市建筑色彩的类似趋同的现象日益突

出。另一方面，苏州城市色彩的混乱主要表

现在：新城区和老城区一些建筑、广告的色

彩滥用(图3)；企业色彩形象造成的色彩杂

乱；此外，还存在着材料选择不当造成的色

彩杂乱，以及城市色彩管理缺位，居民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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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房屋色彩造成的色彩滥用等，色彩混

乱状况严重。同样的色彩混乱也存在于厦

门、南京、南宁等地。可以说，色彩环境的

趋同与混乱，在我国不同的城市中，有着同

样的表现。

2  中国城市色彩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

无论是苏州、广州，或是厦门，也无论

是色彩的混乱还是色彩的趋同，城市色彩

问题折射出深层次的思想背景原因，这其

中既有历史的，也有文化的。

历史背景原因：中国古代城市的色彩

主要表现在宫殿建筑和寺庙建筑色彩方面。

唐朝宫殿建筑的白墙、红柱，彩绘额枋，青

灰色瓦顶绿琉璃剪边装饰；宋朝的白色台

基、红色木柱、门、窗和黄绿琉璃瓦顶宫殿

建筑；青绿彩绘间装金色、朱红与白粉相间

的斗砚、额枋装饰；到明清时代，宫廷建筑

色彩更加成熟稳定。尽管中国古代宫殿建

筑色彩丰富华丽，但是民间建筑色彩却单

调沉闷、一片黑灰色。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建

筑的色彩使用，如同各地州府城镇的建设

规模、建筑形式一样，体现着上下尊卑的等

级制度，是一种明贵贱、辨等级的重要标

志，不可逾制。封建社会的建城制度严格确

定了各种等级阶层对建筑色彩的使用权利，

从帝王宫殿、王府官邸直至寻常百姓家，都

有明确的用色标准： 宫殿建筑可用至尊的

金、黄、赤色调，以下等级依次为绿、青、

蓝、黑、灰等，民居只能用黑、灰等色调。

色彩作为区分等级阶层的标志，从思

想形态的层面上束缚了城市色彩的发展，

也从政治制度的层面上抑制了城市色彩的

应用，使城市色彩在封建社会的中国缺少

生长的土壤和表现的环境，这是造成中国

城市缺乏色彩表现的历史原因。

文化语境方面：在东方的文化体系中，

“色彩”如同其他美学范畴的概念一样，是

以感性的状态存在的。人们习惯以一种体

会、感悟的心情去领会，而不是定量、分析

的态度去解析。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思

想宝库里，不乏有关色彩审美的精彩论述，

但是却鲜有关于色彩学的系统研究。这种

对色彩重感觉、轻研究，重定性、轻定量，

重描述、轻分析的文化思维，也造成了中国

城市色彩研究的滞后。在美学生活化的东

方思想体系中，人们习惯将色彩研究理解

为色彩欣赏，将色彩欣赏等同于色彩喜好，

又将色彩喜好联系到文化品位，而文化品

位往往代表了个人修养。

在如此的文化语境下，中国现代的城

市色彩研究往往陷入困境。例如，在公众层

面上讨论城市色彩问题时，大多数人将色

彩视为个人感觉、爱好，而不作为科学系统

看待，不能理解城市色彩景观的意义，也就

难于理解“干涉个人色彩偏好和文化修养”

的色彩规划了。而在城市规划建设者的层

面上，这种认识的误区同样存在，加之工程

类学科专业领域的专门化培养，一些城市

规划、建筑学等专业人士以及工程技术类

人才对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特别是色彩学

知识的缺乏，专业视域狭窄等缺陷，对城市

色彩研究这个新鲜课题的不甚了解，对城

市色彩问题的理解往往多有偏颇。

如果说公众对色彩知识的缺乏，对优

化城市色彩环境有负面影响的话，那么一

些城市建设者对城市色彩研究的认识误区，

并且以媒体只言片语介绍为基础的见解论

述，形成以讹传讹的城市色彩评论，就会严

重干扰城市色彩的研究和发展。有鉴于此，

在中国研究城市色彩问题亟待需要建立科

6 广州沙面色彩景观

7 鼓浪屿色彩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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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性的认识论和系统的方法论，但是比

这些更重要的是需要宽泛的知识背景、深

厚的人文精神，因为城市色彩问题不仅是

科学的或是艺术的，归根到底还是文化的，

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是以

开放的胸襟、理性的思辨，推动一切益于人

类发展进步探索活动的文化精神[2]。

3  色彩的景观，城市的风景

色彩在形成物体的形象时，具有突出

的视觉特性，总是先于物体的形态引人注

目。也正是由于这个第一视觉特性，色彩是

城市中最突出、最抢眼的景观元素。优秀的

城市色彩，往往带给我们第一眼的美，为我

们呈现出城市的第一道风景线。

例如以碧海、蓝天、红瓦、黄墙、绿树

为色彩特征的青岛，金色的威尼斯(图4)、

米黄色的巴黎(图5)、白色的科尔多瓦等。

城市的色彩以其第一视觉特性，先声夺人

地表达了城市的文化品位、人文魅力和地

域风情。在我们所进行色彩规划的城市中，

都有一些具有色彩景观特质强烈的地段或

城区。广州的沙面小岛，曾经是英法租界，

岛上集中了上百座集新古典、新巴洛克、券

廊和仿哥特式风格的近代建筑，形成了富

于欧陆风情的建筑群，用色大胆，艳丽明

快，如红、黄、蓝、绿等，形成色彩亮丽的

滨江风景线(图6)。

厦门著名的风景名胜区鼓浪屿，被誉

为中国最美丽的城区，荟萃了中西方文化

交流的建筑景观，领事馆、教堂、洋楼等各

国建筑融合了西方不同时期的建筑艺术和

技术，形成了多元融合的建筑色彩景观。既

有本土的红砖文化的延续和变化，也有西

方建筑在墙面色彩上的大胆使用，且装饰

色彩较多，整体以中低明度中高纯度的红

色、黄红等暖色系为主，点缀色丰富(图7)。

这些明显的色彩特征，突出的色彩景

观，为我们的城市平添了动人的风景，要保

护和强化这些色彩景观风貌，营造理想的

10 广州城市色彩总谱与赵无极的画作

11 苏州城市色彩推荐色谱与吴冠中笔下的苏州

12 广州城市色彩空间分布指引-平面分布

8 厦门鼓浪屿色彩景观 9 厦门新城区色彩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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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环境，就需要色彩规划的引导。

4  为城市描绘色彩的风景

在城市建设日臻科学系统的时代，城

市色彩环境将是城市规划管理的重要内容。

城市色彩规划是对城市所有的色彩构成因

素进行全面的调研解析，为城市梳理出色

彩脉络、总结其色彩环境特征，寻找属于自

己的色彩体系。通过对城市色彩的调研得

来的色谱进行分析整合，得出城市色彩的

总谱，提出该地区的色彩推荐色谱，包括城

市的主、辅色及点缀色系统，继而为城市提

出色彩规划设计建议与要点，提供进行色

彩规划引导的依据，并对城市需要进行色

彩控制的地段进行系统性的规划与设计，

协调各色彩之间的关系[3-4]。城市色彩规划

主要引导城市建筑物和其它构筑物等人工

色中的固定色，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引导城

市的临时色和流动色等，包括城市广告、标

识系统、街道家具等临时色和公交车辆等

流动色。

4.1  解读城市色彩景观

面对构成复杂、元素丰富、载体多样的

城市色彩，城市色彩景观规划首要的工作

就是解读城市色彩，研究作为城市的各类

色彩景观元素，如自然环境色彩、人文环境

色彩、人工环境色彩等，分析各类色彩元素

的构成关系，探究其对城市色彩景观的影

响作用等。

解读城市色彩景观的工作，既需要关

照整体色彩印象，也需要研读城市重点色

彩景观地段，并通过色谱化处理方式，使城

市色彩特征清晰呈现。例如通过对厦门的

城市色彩调研，找出分别代表典型风貌区

如鼓浪屿(图8)、旧城区、新城区(图9)等不

同功能性质、不同景观特质的景观地段，获

得色谱化的色彩印象。

对于城市色彩规划，仅有典型的色彩

景观印象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研究提取作

为城市自然环境色谱、人文环境色谱、建筑

为主的人工环境色谱等，分析它们的构成

关系，并通过一系列的色彩分析、整合处理

技术，得到既表达当地文化脉络，又与自然

环境相吻合的色彩谱系，再次通过归纳分

析与整合，得到城市推荐色谱。

在广州的城市色彩规划研究中，我们

在对广州城市色彩详尽调研和整合的基础

上，整理出的广州城市色彩即为广州城市

色彩概念总谱(图10)。广州特殊的地理环

境、艳丽的自然环境色彩、复合的文化内涵

以及丰富的人工环境色彩，决定了广州的

主辅色宜采用中明度、中纯度的色调类型，

也决定了广州城市色彩的特点，与江南城

市素雅的水墨画色彩不同，广州的城市色

彩是阳光明媚的粉彩画色彩[5-6]。在苏州的

城市色彩规划研究中，同样经过色彩调研、

各类色彩景观元素的分析归纳、整合，但是

还需要与苏州城市中密布的河流水色等进

行比色，以归纳出适合苏州水乡风情，展现

小桥流水人家、浓墨淡彩画卷的城市色谱

概念总谱(图11)。

4.2  规划城市色彩环境

城市色彩总谱主要用于规划引导城市

总体色彩环境的有序优化。在宏观层面上，

引导城市总体色彩倾向，并通过色彩景观

的空间分布指引表现出来，这种空间指引

包括城市色彩在平面格局上的变化，也包

括色彩在城市空间高度上的总体分布情况。

例如广州的城市色彩总谱的主辅色谱

分为传统式和现代式。老城区的无彩色系、

红灰、黄红灰和黄灰的暖灰主色调，新城区

的黄灰、蓝绿灰、蓝紫灰和无彩色系构成的

冷灰主色调在城市的平面规划图(图12)中

有序构成，为城市色彩环境的优化描绘了

理想图景。

13 苏州城市色彩空间分布指引—高度分布

14 苏州城市色彩控制层次及特殊控制区色谱与图谱

一般控制区

重点控制区

特殊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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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成都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生态进程以及环

境在成都城市空间发展中的生态制约分析，梳理了成都

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其内在的规律特性，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对成都城市空间的可持续发展策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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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ecological cour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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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城市色彩的宏观层面规划中，我

们结合苏州古城、老城、旧城区、新城区的

圈层结构，组织城市总体色彩环境的平面

分布，特别针对苏州古城、老城、新城的建

筑高度控制，确定色彩的高度分布(图13)，

以形成既有古城色彩特征，又具有新区色

彩变化的色彩高度分布引导。

在中观层面上，既分层面、又分控制程

度的色彩规划策略是城市色彩规划落实在

具体城市空间上的重要途径。以苏州为例，

将城市分为一般控制区、重点控制区、特殊

控制区的色彩控制范围(图14)，其中特殊

控制区主要为古城区，以及古城区以外的

历史保护片区。重点控制区又分为多种功

能类型的色彩重点控制片区，主要为观前

及平江历史街区、石路商业街区、工业园区

核心区、吴中区核心区、高新区核心区、相

城区核心区、人民路沿线、干将路沿线、护

城河沿线、大运河沿线等10个片区。其他

地区为一般控制区。针对苏州城市特点，研

究并提取适合古城(古城保护区)、老城(发

展协调区)和中心城区其他地区(除古城和老

城以外)3部分的建筑推荐主辅、点缀色谱，

以及相应的配色图谱(图14)、色彩规划导

则等，为准确高效地规划城市建筑色彩提

供依据。

在广州的城市色彩规划研究中，我们

选取8 个地段作为中观层面城市重点色彩

景观规划案例。这8个地段是广州有代表性

的空间地段、空间节点或典型的功能区，例

如：历史街区沙面、典型的骑楼商业街一德

路、著名的商业步行街北京路、广州新CBD

珠江新城核心区、大型住宅区五羊新城、广

州的大学城区、城市标志性建筑琶洲会展

中心等，它们的色彩特征和色彩问题都是

广州城市色彩环境中具有典型意义的，针

对这些地段的色彩规划思路和方法也是有

代表意义的策略[7]。其中珠江景观带色彩规

划(图15)，以体现韵律感、节奏感为目标，

采用从局部到整体，再从整体到局部的推

荐色谱选择途径，在深入调研现状色彩的

基础上，并与底界面珠江的色彩相契合，在

城市色彩总谱中选出与之对应的色谱，并

以形象图谱的形式形成配色意象。

5  结语

城市色彩规划是我国城市规划领域的

一个新鲜且陌生的内容，其目的是以优美

的色彩环境为城市创造美观、宜人的生活

空间，所以城市色彩规划的目标是城市，也

正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说过的那样：“美

是难的”。尽管关注城市色彩环境的人越来

越多，但是对城市色彩景观规划的正确认

识和理解还远远不够，尤其是与色彩环境

的混乱状况相比，显得严重滞后。因此在快

速发展变化的城市中，探讨规划城市色彩、

营造理想城市色彩环境的方略，就是非常

迫切且艰巨的事情。■

15 珠江景观带色彩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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