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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漳州古城是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厚重的文化价值。目前，漳州古城正在经历经济

发展、规划格局变化、传统建筑风貌改变等多方面的变化，因此在对其民居建筑进行改造更新中面临诸多问题。针对

目前古城民居建筑改造更新中的诸多困境，文章提出了应对困境的有机更新策略。通过强调对各类民居建筑分类对待、

渐进式动态更新、强调古城整体环境塑造，居民社区营造等探讨了漳州古城民居建筑的有机更新。

关键词　漳州古城 ； 民居建筑 ； 有机更新

ABSTRACT　The ancient city of Zhangzhou is a nation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 with distinct geographical 

features and rich cultural values. At present, it is experiencing multiple chang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ning patterns,and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features, making the renovation and renewal of the ancient city's 

residential buildings face many problems. Regarding these difficultie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organic renewal 

strategy to cope with the situation, emphasiz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progressive 

dynamic update, overall environment shaping of the ancient city, and the creation of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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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之间矛盾也日益突出。因此，民居建筑改造更新势

在必行。经过大量的实地调研与实践经验，基于目前漳

州古城的现状，采用“有机更新”是极为适宜的。“有机

更新”是文化再生、社会活化、生活水平改善以及物质

更新为一体的综合性更新，是取代草率盲目激进式更新

的策略。当前社会背景下的漳州古城民居建筑，只有通

过“有机更新”的改造途径，才能走出一条物质更新与

文化延续共存的道路。

　　漳州古城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城，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闽

南重要的文化遗产。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

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革、规划格局变化、传统建筑风

貌改变等多方面因素的变更使得漳州古城内部新的矛盾

不断出现。如今的漳州古城大部分民居建筑遭受极大地

冲击，古城因而正面临着文化缺失的严重问题，大量传

统民居建筑亟待修复。同时，古城现状与现代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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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漳州古城概况

1.1 漳州古城概况

　　漳州古城历史悠久，自唐朝之始发展至今，逾越千年历史。

古城人文资源丰富，具有典型的闽南风格与海洋文化风格，同

时又具有自身独特的魅力。如今的古城格局规制沿袭了民国时

期的古城改造，形成“枕三台、襟两河”“九街十三巷”的基本

格局（图 11）、2）。到目前，漳州古城内留存着许多名人故居及

知名场所，它们或凝固着古城人民的生活形态，或蕴含着闽南

建筑艺术价值（图 3）。

　　古城内共有文保单位 14 座（国家级共有 3 个），可以说，

漳州 1300 多年的发展史是闽越文化、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等多

种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它是中华文化大家庭中极具地方特色

的亚文化，具有包容性、开放性与多样性的特点，是闽南文化的

发祥地和核心区之一。

1.2 漳州古城民居风貌特色

　　漳州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总结来说，漳州地域特色具有 ：

“中原文化的传承——变异的承袭 ；海洋文化的体现——开放的

意识 ；亚热带气候的影响——阳光下的柔情。”[1、2] 受地域影响，

漳州传统建筑在布局上有多种方式，但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

下商上住的骑楼形式，这类建筑形成了古城九街十三巷的独特

布局。一类则是以中轴线，以厅堂为中心组织空间，形成封闭

的院楼，或三间张或五间张 [3]。福建闽南地域是雕刻之乡，漳

州也是如此。漳州民居雕刻讲究精雕细作，尤其体现在窗、梁

之上，同时在建筑外立面以胭脂砖饰面、配以青石，形成极具

地域特色的建筑外立面。民国七年，陈炯明主持市政改造，大

量建筑因此“穿衣戴帽”带有了民国时期的建筑装饰 [4]。调研

发现，漳州古城具有大批不同时期的重要文物建筑，主要包括

唐宋时期的府衙，宋代的文庙、比干庙、石牌坊、东西桥亭、

简氏侨馆、王升祠等名人故居，以及民国时期留下的侨芗剧场，

木偶剧场等。总的来说，漳州古城地域特色是明显的，各个历

史时期的建筑并存使得古城显得生机勃勃，建筑特色具有多元

化的特点。 

　　传统漳州古城民居建筑的形式与建筑空间模式特点极为鲜

明，可以归纳为以下 3 点 [5]。

　　其一，“骑楼”式的建筑形式。漳州古城民居建筑具有典型

南洋风格，多为砖混结构的二层楼房，上家下店、家店合一，门

前留有街廊，其上是楼，闽南本地形容其为“五脚距”。

　　其二，漳州建筑的另一特色竹篙厝也在北京路体现，一个

门面十分长，有好多进，形如竹篙。五脚距这种建筑模式和谐

地嫁接到竹篙厝，形成街廊，既实用，又美化了街容。这样的

融合不知不觉之中促使传统建筑实现一次成功的转型，形成适

合本地特色的建筑商业空间模式，大大促进了闽南地区商业经

济的发展。

　　其三，漳州古城建筑还有传统的闽南合院建筑。闽南传统合

院建筑在布局方面与北方的四合民居截然不同，与闽西、闽北的

民居相比也别有一番风味。人们通常以“三间张”、“五间张”称

呼闽南民居布局：房屋第一进为“下落”，门厅所在；第二进为“顶

落”，大厅及主要居住用房所在。

图 1 漳州古城历史发展图（1a ：明代

万历漳州府地图 ；1b ：清光绪漳州府

城池图 ；1c ：民国 33 年（1944 年）

古城地图 ；1d ：1958 年古城地图）

图 2 漳州古城保护范围

图 3 漳州古城民居建筑风貌图

1a 1b 1c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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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困境与矛盾冲突

　　2015 年春，漳州古城改造更新项目组对漳州古城民居建筑

进行了深入实际的调研。对民居建筑调研资料进行整理。在对漳

州民居建筑进行实地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民居保护与更新的工

作存在诸多困境与矛盾冲突 2）。主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

2.1 民居建筑风貌分类级别差别较大，且数量庞大，全盘保护难

度很高

　　在对漳州古城民居建筑进行测绘调研，结合建筑风貌，建筑

质量，历史意义等因素将漳州古城的建筑等级分为 5 类（表 1）。

民居建筑大量为一到二层，有少量的高层建筑。平均的容积率为

0.89，最低地块为 0.18，最高地块为 1.8。笔者在进行调研时发现，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漳州古城民居被拆或者被改建，很

多街道古民居随处可见违章搭盖，断壁残垣，令人痛惜。然而也

有保护得比较妥善的，比如台湾路与香港路仍然能体现出浓厚的

漳州古城韵味。面对这样的现实，对民居建筑进分类难度是大的。

再加上漳州古城面积较大，民居建筑数量极为庞大。所以对其整

体全盘改造的更新难度可想而知（图 4）。

2.2 原住居民的生活需求与现实状况的矛盾

　　漳州古城的保护与更新需要在保护物质空间的同时延续其特

有的闽南气质。而这种延续需要原住民的参与。然而漳州古城因

年代久远，很多居住环境条件相对较差（图 5）。经过一段时间

调研，问题集中表现为没有专业厨房与卫生间，乱搭乱建现象严

重，供电设施老化，垃圾收集处理滞后，百年宋河污染严重，公

共活动空间缺乏，停车问题突出等等。这导致很多原住居民大量

外迁。目前，原住居民的生活需求与现实状况的矛盾显得十分突

出。经过一段时间的问卷调研，当地居民近 80% 的强烈希望改

善古镇生活基础设施与环境。

2.3 传统漳州文化受现代文明的冲击

　　传统漳州古城的形成，就其内在的传统的传承而言，是人与

人、人与街区之间的互动，使得古城一直以来在物质形态的发展

过程中保持高度连贯性与自我调适。然而，随着城市化建设浪潮

的冲击，大量的传统漳州文化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文明

下的产物。因此，如何留住记忆留住文化无疑成为所有古城所面

临的问题。笔者在随团队调研时，记录和整理大量的漳州民居建

筑传统元素（图 6、7，见下页）。其中一些元素已经处在消失的

边缘，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惋惜。但是古城也需要自我的发展更新，

建筑
分类

评定依据 建筑风貌图

文保
建筑

·文保单位裁定

一类
建筑

·建筑风较貌好 
·建筑结构稳定
·具有历史意义

二类
建筑

·建筑风貌较好 
·结构不稳定
·有待加固
·尚有历史意义

三类
建筑

·建筑风貌不好 
·结构稳定
·为现代建筑

四类
建筑

·建筑风貌不好
·建筑结构不稳定
·为现代建筑

图 4 漳州历史建筑风貌与性能综

合评估图

图 5 漳州古城居民生活状况

表 1 漳州历史民居建筑分类表

4a

4b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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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协调过去与未来的关系已经成为亟待探索的问题。

3 有机更新策略

　　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漳州，由于本地保

护思想和认识上的缺乏，许多古民居建筑古遗迹遭到了破坏。漳

州古城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闽南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如此，但在此后的几十年

间，古城保护与发展面临的问题却越发突出。针对目前的现状，

采用有机更新的模式是适宜的。“有机更新”理论是由以吴良镛

先生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古城保护者所提出的理论。其主要核心思

想就是采用适宜的规划设计、恰当的规模，合适的尺度，因地制

宜，按照改造更新的内容与要求，处理目前与将来的关系，不断

提高古城整体环境质量与建筑风貌 [6]。而具体针对漳州古城民居

保护更新，“有机更新”需要提出更为具体的解决办法。总体而

言，为了留住乡愁，活化古城，漳州古城民居建筑有机更新策略

上应该包含 3 个深层次的内涵：一是保护漳州古城整体的有机性。

漳州古城是本地居民生活工作的载体，古城从总体到细节都应该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部分互相关联，和谐共处。二是协调漳州

古城“细胞”和“组织”更新的有机性。民居建筑与街区是古城

这个有机体的“细胞”，而“细胞”的更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

需要协调漳州民居建筑与街道更新的关系，尊重古城千百年来既

有的内在秩序。三是尊重漳州古城动态的发展，保持民居建筑更

新过程的“有机性”。漳州古城民居的保护，不应该是古董式的

保护，而是应该尊重古城连续的，渐进的发展，应该在保护其内

在结构秩序的前提下，对其做出更新处理。以上 3 个层次的内涵

对于漳州古城民居建筑更新是极为重要的，无论在更新中具体提

出怎么样的具体策略，都应该把握住“有机更新”的内在要求，

这样才能使得漳州古城更新的“整体性”、更新的“延续性”、更

新的“阶段性”、更新的“在地性”以及更新的“经济性”与“综

合效益”得到有效的协调 [7]。

　　针对漳州古城民居“有机更新”理念的提出，在包含以上 3

个层次内涵的基础上，具体的改造更新策略主要为以下几点 ：

3.1 整体风貌保护建议 

　　“有机更新”首先强调的就是古城是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

因此，漳州古城的整体风貌应该视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进行考

虑，在改造更新中应该强调保持古城风貌的“整体性”，也就是说，

要具体深入挖掘古城更新地段及其周围地区的整体格局与风貌特

征，遵循古城城市发展的历史规律，使得改造后仍然保持古城肌

理的相对完整。具体而言，在对漳州总体的规划上的定位是打造

一座活的闽南古城。规划策略提出“活化古城，留住乡愁，营造

图 6 漳州民居的窗 图 7 漳州传统民居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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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指导思想。以保护开发为基本原则，体现生态性、多样性、

可持续性、经济性。对漳州古城的保护规划设计力求维护漳州古

城的原历史风貌和传统街巷的空间尺度感。在保护民居建筑风

貌，力求站在保护整个古城景观的高度，对至今保存完好，保存

价值高的建筑进行完整的保护。对于年代较近且功能形式变化不

大的建筑进行修缮，对变化较大的建筑形式和结构功能装饰元素

发生较大改变并影响漳州古城的整体风貌的建筑进行拆除或者

改造。适度开发旅游资源，引入商业，活化漳州古城的发展。另

外，漳州古城改造更新的原动力之一来自漳州居民的生活。因此，

针对漳州古城“有机更新”理论主张“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的方法相结合，充分调动原住居民参与。

3.2 民居建筑分类保护

　　漳州古城整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而其中的民居建

筑就是构成这个有机整体十分重要的“细胞”元素。只有对“细

胞”进行合理的保护与更新，才能有效的推动古城整体的发展。

漳州古城民居建筑属于典型的闽南建筑，同时有的建筑又融合了

民国建筑的风格，形成特有的漳州古民居建筑。概括起来说，漳

州古城民居建筑基本格局主要有下商上住的骑楼形式，竹竿措与

闽南大措形式，装饰特色主要在于胭脂砖贴面，民国风建筑装饰

细节，以及典型闽南传统建筑装饰等等。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

展，居民自发改建建筑使得漳州古城内的很多建筑风貌发生很大

变化，与当地传统的建筑风貌形成很大反差，影响了整个古城的

面貌。目前，很多民居建筑都呈现了衰败的迹象。漳州古城项目

组在接受改造委托后立刻进行大规模的调研，岂料在调研期间，

政府对局部衰败的民居建筑进行了强拆，其中一部分具有历史价

值的民居建筑也不能幸免，后来经过协调，才达成共识，进行有

机持续的更新改造。对漳州古城“细胞”——民居建筑的改造更

新，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放慢节奏，动态可持续的进行改造。

　　确立“有机更新”具体策略，决定了对民居建筑进行分类改

造更新，通过对漳州古城民居现状的调研以及对历史价值的的具

体分析，绘制出不同类型的分类图。将古城民居建筑的保护与发

展分为 3 类 ：原真性的保护、利用性保护、异地保护重建 3 种

类型（图 8），并提出具体的保护与新建方案。

3.2.1 原真性的保护

　　通过对漳州古城民居建筑的详细调研，考证其历史资料，并

对其用材、用色、结构、工艺、造型特点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

要求在保护中做到不改变原有建筑功能、格局、风貌，做到修旧

如旧，并且尽可能利用原有的建筑材料、建筑结构、建筑颜色进

行修复。尽力保留当地人在传统建筑内的生活习惯以及风俗特点。

3.2.2 利用性保护

　　漳州古城内有一大批民居建筑质量较好。但是传统风貌在逐

步缺失。对于这样的建筑只需适当的加以改造就可以取得良好的

效果。根据漳州古城特有的风俗，发展旅游、民宿、手工艺作坊

等，不仅能使漳州古城建筑重新焕发光彩，还能为居民带来一定

的收益。

3.2.3 异地重建保护

　　根据新民居发展试点计划，设计符合现代需求的传统漳州古

城建筑风貌的新民居。设计组提供了集中面积大小不同的方案供

选择。这些方案在保持传统建筑风貌的同时还设计了新的功能。

使得漳州建筑的发展与更新能够适应古城人民的需求，协调古城

风貌。新的民居要求包括 ；力求保持传统特色——在功能上沿袭

下商上住的骑楼形式，在形式上保持闽南特有的建筑形式特点，

装饰上以红瓦胭脂砖为主。改进平面功能—每层均设卫生间，灵

活处理空间分割，增设部分用房。简化结构形式——采用钢筋混

凝土柱、梁结构，混凝土或木楼板，钢、木混凝土屋架。统一柱

网尺寸。重视细节设计——在立面的细节处理上（檐口、窗檐、柱），

保留原真传统漳州味道的细节设计（图 9）。

3.3 基于历史的改造更新

　　“有机更新”强调尊重历史，强调更新应在历史积淀形成的

古城现状基础上延续的进行。因此改造更新是不可能脱离城市的

历史，民居建筑可以说是漳州最重要 “历史标本”，集合了有形

图 8 古城民居建筑的保护与发展分类

图 9 漳州修文路 31 号民居改造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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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无形的历史遗迹 [8]。针对民居建筑改造更新而言，历史性的

符号运用是极为关键的。漳州古城经过长期的发展与演化，产生

了独特的地域特征。古城记忆往往是对过去古城具体事务的抽象，

在改造更新中通常采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来表达。具体的可以通

过提炼出原型与符号，传达出隐藏在形式背后的文脉特征，从而

唤起人们心理上对古城的共鸣和历史的追忆。在漳州古城建筑改

造更新中，历史符号的应用将有助于人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构成古

城的文脉意义。如在漳州宋河两岸的建筑改造中，设计采用历史

上桥、廊、水埠等原型，提炼漳州古建山墙门窗的符号，营造出

适宜环境的理想场所。

　　另一方面，场所精神的塑造也极为关键。场所精神折射出的

是城市文化、历史内涵、市民精神、社会审美与意识形态等等。

漳州民居建筑改造更新中，保护文化与传统价值是改造更新的重

点。一方面从民居建筑群的历史性空间场所入手，挖掘保护继承

发扬“漳州文化”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创造新时代的、有特色的新

漳州文化内涵，营造出古城新景观、新的“场所感”，使之具有

浓郁的文化特色以及时代特点 [9]。

3.4 基于原住居民生活需求的有机更新探索

　　漳州古城是当地人们生活的有机载体，古城民居的改造更新

则与当地居民有着深刻的联系。针对漳州古城民居改造更新的“有

机更新理论”中，应把基于原住居民生活需求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来考虑。有机更新促进古城发展的核心内涵之一是以人为中心，

应体现漳州古城生活的真实选择性，不能以功能置换为理由，破

坏当地居民的原本生活规律。无视原有居民生活需求的历史街区

改善是违背“发展”“有机更新”本质内涵的。失去原有居民生

活内容的历史古城是“死”的 [10]。因此，有机更新策略中重要

一点是要基于原有居民生活需求的更新。

3.4.1 以实际生活需求为出发点

　　漳州古城民居生活现状与现代居住小区最大区别在于生活

设施落后，居住环境质量跟不上时代。对于漳州古城民居的改

造更新中，当地居民都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因此，在古城改造

更新中，面对资金的缺乏，虽然无法对古城进行一次性的改造，

但是应该以居民的需求为基本出发点，充分调动改造动力，提

高古城的环境。

3.4.2 小规模，渐进式的动态更新

　　“任何改建都不是最后的完成，是出于持续的更新之中”[6]。

漳州古城到如今历经 1300 多年历史，这么长久的历史形成的现

在的结构，由于漳州古城的结构具有复杂性与有机性的特点，进

行大规模的拆除改造是极为不妥的，甚至会割裂文脉。为了避免

传统文化的缺失，必须对漳州古城进行详细的调研，在一定的范

围内逐步进行动态更新。因地制宜，保证古城居住环境，社会网

络，经济结构得到有机修复 [11]。

3.4.3 更新因以良好的经济性为基础

　　漳州居民目前的经济状况与收入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之

一。只有保证了更新良好的经济性才能确保其可行性。对此，我

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分阶段改造 ；确定适当的改造更新标

准，减少资金的浪费与流失 ；重视使用当地低廉的建筑材料，重

视当地适宜的传统技术 ；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在充分尊重历

史传统前提下适当开发利用民居建筑。例如可以将许多民居建筑

改造为温泉民宿等。

3.5 社区活化 

　　在社会架构上，通过社区营造理念，实施政策激励及社区活

动设计，激励古城保存可持续性、活态的发展。激发社区居民积

极参与古城建设，通过引导古城居民修缮旧建筑，营造浓厚的“乡

愁”氛围环境，鼓励以创意、创新的商业模式引进与恢复 “百工

百业”老字号、修复传统的文化空间，发展侨乡文化，木偶剧文化，

唤醒漳州人民沉睡的记忆，体现漳州古城“活态古城”的独特魅力，

这也可以形成漳州新兴的重要旅游吸引点。针对漳州古城的“有

机更新”策略主张激发本地居民参与建设的热情，通过正式参与

和非正式参与的形式来配合上层制定的规划改造政策（图 10）。

图 10“奖补并重”的旧屋改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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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应该包括 ： 1）政策激励 奖补并重 ：建构“奖补并重”

的旧屋改造模式，增加居民参与古城保护的积极性，推动居民参

与古城非历史建筑改造，活化社会氛围。研究街道修缮模式，编

制历史街屋修复手册与准则。拟定漳州古城保护开发分期实施计

划。2）社区活动设计：通过设置街角博物馆、社区工作坊等形式，

培育古城居民参与的意识，让民众从生活的角度，透过各种方式

参与和学习地域治理，培养漳州古城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正在形

成一个活的古城。

3.6 结合商业旅游的改造更新

　　“有机更新”理论认为，古城更新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更好的

满足现代生活需要为目标 [12]。而现代生活包含经济社会的各个

方面，因此，漳州古城需要在经济效益上取得一定突破。其中，

结合商业旅游的改造更新可以取得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

益、城市文化效益的多面统一。漳州古城改造更新一开始就确立

要实现多面效益统一为其中目标之一。针对商业旅游的引入开发，

都需要在多面统一的原则下进行。不能完全只顾经济效益，而牺

牲了其他方面 [13]。

3.6.1 功能的调整

　　在对古城改造更新中，需要对其功能进行转型调整。在对其

功能的更新转型上，应对漳州古城的优势空间资源进行整合。通

过对历史文脉的发掘与延续，保护并提炼漳州古城珍贵的历史信

息。在恢复历史记忆的基础上，发展古城旅游业，鼓励古城分片

区间接式的有序开发，激发地区及经济活力，促进古城良性发展。

再者，适当提升古城休憩功能，对古城环境品质做出改善 , 提高

古城公共性 [7]。

3.6.2 社会网络的组织调整

　　漳州古城在历经长时间的发展形成稳定的社会局面。人与人

之间也形成一种稳定融洽的社会网络关系。漳州古城的每一片区

都不可避免的融入了当地居民的情感，反映了漳州古城居民的行

为特点。我国目前很多古城改造更新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开

发单位为了赚取利益，最大程度的减少回迁户，这样将严重破坏

原有社会的组织结构，同时，新的社会结构又很难在短时间内建

立 [14]。因此，集体认同、心理认同会逐渐消失。因此在古城改

造更新中，需要对原有的社会内容、行式都需要认真的分析研究，

改造更新应该有利于原有社会结构的延续，营造出适宜本地居民

需求交往的活动场所 [15]。

结语

　　漳州古城民居建筑保护更新面临诸多困境与问题。针对目

前的现实情况，采用有机更新的策略是适宜的。针对漳州古城

民居的“有机更新”策略就建立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

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原则上主张按照古城内在发展的规律，顺

应古城之肌理，建立在古城本地居民需求的基础上探索漳州古

城民居建筑的更新与发展。在具体的漳州民居建筑改造更新中，

应该时刻把握住更新的“整体性”、更新的“延续性”、“更新的“阶

段性”、更新的“在地性”以及更新的“经济性”与“综合效益”。

“有机更新”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动态持续的进行。目前改造

更新已经在推动，诸多更新与改造策略已付诸实践，并取得一

定的良好效果。漳州古城保护更新内容繁杂任务艰巨，非短时

间能完成，动态的改造更新需要动态的改造策略，只有紧随改

造的进度动态的做出有机的改造更新策略，才能完成对漳州古

城的改造与更新。

图、表来源

图 1：漳州历史街区保护开发管委会提供；

图 2：漳州规划局提供；

图 3、5、10 ：作者拍摄或绘制；

图 4、8：厦门大学建筑系项目组绘制； 

图 9：漳州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建筑设计分院提供；

表 1、图 6、7：厦门大学建筑系项目组自摄、整理。 

注释

1）漳州古城历史地图由漳州历史街区保护开发管委会依据《漳州府志》

所提供原本绘制；

2）厦门大学建筑系项目组主要成员：王绍森、李立新、唐洪流、张乐敏、

赵亚敏、张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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