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6  South Architecture / 南方建筑 /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粤港澳大湾区

www.nfjzbjb.com 官方网站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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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线性文化遗产因具有跨地区交流及包容文化多样性而具备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在场教育的动

态文化景观，这是具有国际普遍认同的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重要的价值内涵，也是传承民族记忆和唤醒文化

自信的重要策略。当前，以粤港澳文化为内涵，线性文化遗产为主要载体，绿道与碧道为背景的开放空间网络组成了

粤港澳文化线路的空间体系框架，具有凝聚区域文化认同的重要潜力与价值。依托文化线路构建粤港澳人文湾区的空

间战略将对大湾区面向国际更具影响力、内部深度融合更具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提出塑造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活态”湾区文化线路，调动区域深度合作和城乡共享发展，提升湾区文化凝聚力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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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neal Cultural Heritages have rich cultural significance as they contribute to trans-reg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They also provide a dynamic cultural landscape for Education on Site, an 

important value of the internationally acknowledged Cultural Routes,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inheriting 

national memory and arous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t present, an open space network of Guangdong Greenway and 

Blueway, centered at the meeting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regional culture and carried by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constitutes the spatial framework of Cultural Routes in the Guangdong-Hong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the Greater Bay Area).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facilitate cohes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identities. The Spatial Strategic 

Thinking behind building the Cultural Greater Bay Area based on a Cultural Routes system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and deeper internal integration. Therefore, we propose a strategic thinking 

that shapes a "living" Greater Bay Area Cultural Routes with an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mobilizing regional in-depth 

cooperation and urban-rural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the cultural cohesion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KEY WORDS　cultural routes; cultural confidence; education on site; Guangdong-Hong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cultural Greater Bay Area; reg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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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提出，旨在通过人们的旅行体验，展示欧洲不同

国家和文化下的文化遗产是如何形成共同的整体的 [1]。

直到 1994 年召开的西班牙马德里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

1 文化线路承载文化自信的在场教育与传承

1.1 文化线路的概念与实践

　　“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一词最早由欧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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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文化线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一部分的概念得到了

明确，会议明确指出文化线路是一种具体的动态的文化

景观，建立在动态的迁移和交流理念基础上，在时间与

空间上均具有连续性 [2]。

　　文化线路的概念从提出至今 30 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

践总结主要由欧盟的欧洲文化线路委员会（EICR），世

界遗产委员会（UNESCO WHC）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

会（ICOMOS）三大国际机构推动。2005 年，UNESCO 

WHC 以“遗产线路（Heritage Routes）”为名，将此

类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世界遗产特殊

类型 [3]。作为一种线性的遗产类型，文化线路具有较强

的理念特质，而空间实体部分的定义则较为模糊，经过

数次国际遗产保护会议共识，2008 年于加拿大魁北克城

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通过了《关于

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宪章》（The ICOMOS 

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较为明确的解释和界定了

其内涵、定义、内容与特征，其中“交通线路”、“具

体的特定用途”、“特定的历史现象”构成了文化线路

作为遗产类型的 3 个基本要素，由此也明确了文化线路

的价值与内涵将通过其有形和无形的遗产反映出来 [4]。

　　截止到 2019 年，EICR 已认定了 38 条欧洲文化线

路 [5]，其中一些文化线路的重要部分已被列入世界遗产

名单，例如西班牙 - 法国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

圣之路（Santiago de Compostela）位于西班牙的部分。

而在我国，大运河于 2014 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作为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大运河是工

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促进了

我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

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

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与此同时，大运河历经

2000 余年的持续发展与演变，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

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作用，是沿线地区不可缺少

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自古至今在保障中国经济繁荣和

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

1.2 文化线路的重要价值——承载文化自信的在场教育

　　教育是培养人价值观念、影响人行为的社会活动，

其中历史文化教育在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上有着举足

轻重的责任与使命。在多元化的教育策略中，在场的历

史文化教育以受教育者身心的出席为基础，通过视觉、

听觉、嗅觉甚至触感与体感，产生人与历史文化遗产之

间的互动和张力，使人获得亲身的体会与深刻的认知，

例如进入一处纪念场地、参观一处历史遗址等。在这一

层面上，文化线路通过承载人身在其中的时空旅行体验

而产生了在场的历史文化教育效应，成为了一种在场教

育的动态文化景观。因此，在场的历史文化教育，是文

化线路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使用价值，也是传承民族记

忆和唤醒文化自信的重要策略。

　　以上文提及的西班牙 - 法国朝圣之路为例，该线路

创造了一种文化教育和传承的体验式场所，使游人行走

在礼拜场所、医院、住宿设施、桥梁等有形遗产和传说、

歌曲等无形遗产组成的基督教徒朝圣之路上，通过徒步、

骑自行车或骑马等交通体验能如同旧日中世纪的同行者

一样，产生与土地紧密结合的“博爱感”，创造深刻的

在场体验。为了进一步活化使用，线路还策划了带动式

和体验式参与，通过起点派发护照、中途盖章、步行 / 骑

行有额外积分等活动方式，使旅途寓教于乐 [7]。

1.3 塑造湾区文化线路的重要作用——提升湾区的文化凝

聚力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明确地提出塑造湾区人文精神

的目标，要利用好湾区内的文物古迹、世界文化遗产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粤港澳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

弘扬岭南文化，彰显独特文化魅力，坚定文化自信 [8]。其中，

承载了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

径”作为文化线路的塑造机遇得到了凸显，其保护和活

化将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凝聚力建设有重

要促进作用。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的塑造与对

其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重现，实际上应成为依托文化线

路构建人文湾区的重要举措。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是指价值突出、保

存较好、资源丰富、能有效串联历史文化遗产的游憩通道，

包括沿袭历史线路的陆路和水路，以及沿线重要的文化

和自然资源景观 [9]。在 2018 年 10 月于澳门举办的世界

旅游经济论坛中，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许瑞生首次提

出了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体系的倡议，建议

以历史为纽带，将粤港澳三地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有效

地串联沟通，共同展示三地包容、特色、历史底蕴丰厚

的岭南文化特质 [10]。这一倡议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留住历史根脉”

等重要讲话精神。

　　从承载跨地区交流、文化共塑、互惠共享和动态发展

的特质上看，粤港澳大湾区遗产游径作为文化线路塑造的

潜力巨大。它是大湾区历史上重要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

通道，也是“国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粤港澳

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建设工作方案》中提出的孙中山史迹、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华人华侨文化、古驿道文化、近代商

埠开放文化、近代西学东渐文化、海防史迹、美食民俗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等主题线路，可从不同的

历史文化视角，唤醒粤港澳三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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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湾区文化线路的价值内涵与基础框架

2.1 以粤港澳文化为内涵的湾区人文价值认同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一个由香港、澳门特别行

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

肇庆、江门、惠州 9 市组成的城市群概念，更是一个以

岭南历史文化为基因的文化群体概念，基于深厚的史缘、

地缘、亲缘关系，粤港澳大湾区居民语言、文化、习俗

相通，既形成了紧密的产业关联，又构筑起相互交融的

文化关系网络 [11-14]。岭南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脉络，其开放、兼容、重商、

务实的精神，体现在历代先贤和革命先辈的史迹中，其中，

又以对近现代中华文明发展做出的贡献最为卓越。从近

代科学与思想启蒙通过港澳传入广东继而扩散到内地，

从维新变法到民主革命，从广州起义到改革开放，这些

近现代的粤港澳大湾区史实都生动地体现了岭南文化“得

风气之先，开风气之先”的开拓者精神，更广泛参与构

成全球华人的身份认同 [15，16]。 

　　正是岭南文化的优秀基因，造就了粤港澳大湾区开

拓进取、引领潮流、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而这些特质

的形成，实际上与因地缘条件和历史变迁而发生的移民

文化融合密切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移民文化融合的

过程中，短时间高度集中的文化碰撞和粤港澳三地曾经

历的“分治隔离”、“单向流动”和“发展焦虑”容易

导致当前粤港澳文化作为整体的认同危机，尤其表现在

近年香港日渐凸显的身份认同问题 [17] 和大湾区城市群外

来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必须回归到文

化传承的根本中去。必须看到，港澳虽然曾被实体殖民

统治近一个世纪，但中华历史与文化传承并没有断裂，

对比国际一流湾区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仍需通过高效

的制度 - 文化供给，形成高度开放、深度包容的粤港澳

大湾区人文价值认同，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粤港

澳文化的认同为基础，从地缘文化上关注并提升粤港澳

大湾区人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 [18，19]。

2.2 以广东南粤古驿道、香港文物径和澳门历史城区等线

性文化遗产为载体的线路基础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路线的本底，是三地同宗同源、文化相通的历史见证，

也是三地从古至今血缘繁衍、贸易交流、文化传播的实

物载体，以广东南粤古驿道及其串联的大量历史文化遗

产、香港文物径和澳门历史城区构成主体（图 1）。

　　（1）广东南粤古驿道

　　南粤古驿道专指 1913 年以前广东境内用于传递文

书、运输物资、人员往来的通路，包括水路和陆路、官

道和民间古道，是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

2017 年印发的《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

规划》梳理提出了总长 11120km（陆路长约 6720km、

水路长约 4400km）的南粤古驿道线网，串联全省 1100

多个人文及自然发展节点，提出了“两年试点，五年成形， 

十年成网”的阶段目标 [20]。截止至 2018 年底，位于粤

港澳大湾区内已有 4 段重点线路修复完成（表 1）。

　　在南粤古驿道线网中，串联着为数可观的世界级、

国家级和省级的名城、名镇、名村、历史街区和文物保

护单位等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各地市悠久的历史文化

和地方记忆，例如谭江古道中串联的世界文化遗产开平

碉楼与古村落，岐澳古道串联的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孙

文西历史文化街区，北京路千年古道串联的省级历史文

化街区北京路街区等等。

　　（2）香港文物径

　　香港文物径的概念一般指连接一系列古物古迹供游人

游览的旅游步行路径，沿途增设指示牌供公众认知，同时

图 1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路构筑的线性基础示意图

序号 名称 位置 主题 备注
1

北京路千年古道 广州越秀
秦、汉、唐、明、清、
广州起义古迹

延续千年的文化路线

2
从化古道（钱岗古道段） 广州从化

家族迁移、历史名人、
商贸文化

已修复部分线路

3 花县古道（百步梯段） 广州花都 军事文化 古道遗存保存较好路段
4 岐澳古道 中山、珠海 林则徐、孙中山史迹 已修复部分线路
5 谭江古道（开平碉楼与古村

落区域）
江门 华侨文化 世界文化遗产

6 台山古道（海口埠、广海卫
区域）

江门 华侨文化、银信文化 已修复部分线路

7 明鹤古道（彩虹古道段） 江门 古城文化 古道遗存保存较好路段
8 西江古道（封川石街段） 肇庆 广府发源 古道遗存保存较好路段
9 怀封古道（梁村燕岭古道段） 肇庆 广府发源 古道遗存保存较好路段

10 潮惠古道（通平古道段） 惠州 家族迁移 古道遗存保存较好路段
11 罗浮山古道 惠州 革命历史、道教文化 已修复部分线路

表１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保存较好的广东南粤古驿道列表

澳门历史城区

歧澳古道

屏山文物径

广州市

深圳市

宝安区

世界文化遗产 山 峰 高速铁路、城际铁路

普通铁路

高速公路及编号

香港干线公路

国道及编号

省 道

机 场

省级行政区界

特别行政区界

地级行政区界

南粤古驿道（陆路）

南粤古驿道（水路） 注：本图界线不作为权属争议的依据，
资料截止时间为2018年 6月 30日。

南粤古道遗存

香港文物径

省级行政中心
（香港、澳门同）

地级行政中心

县级行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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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众监督古物古迹保护提供便利。第一条香港文物径是

于 1993 年提出的屏山文物径，至 2018 年，香港共有 6

处文物径，向游人展示着其历史与地域文化（表2、图2）[21]。

　　（3）澳门历史城区

　　自 1557 年开埠以来，澳门是中国最早开始受西方影

响并走向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城市。 2005 年，1.23km2 的 

“澳门历史城区”成功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图 3），其特

色鲜明的港口城市及中西文化交融的世界遗产特性和价

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此概括：“澳门因繁华兴盛

的港口在国际贸易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历史城

区所保留的中国与葡萄牙风格古老街道、住宅、宗教和

公共建筑，见证了东西方美学、文化、建筑和技术影响

力的交融；它是在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中西方

交流最早且持续沟通的见证 [22]。”

　　在历史文献遗产方面，澳门保存下来的 18 世纪中叶

至 19 世纪中叶的 3600 份清代地方衙门档案，因具有世

界性的人类记忆工程价值而在 2017 年入选了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些遗产包括了各种账目、

信札、契约、合同等文书，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人民生活、

城市建设和商业贸易的实际状况，是记录澳门以至湾区

所承载的中外关系历史的极为珍贵的史实资料。

2.3 以绿道和碧道为背景网络的区域开放空间

　　1994 年，广东省于珠三角城市群规划中引入了生态

敏感区的理念，随后形成了在生态廊道引入公众使用的

“绿道”规划，并自 2009 年实践性地开始了珠三角绿道

网的建设。通过高效的行政推动，2012 年珠三角 9 市建

图 2 香港文物径分布示意图（1-

屏山文物径；2- 龙跃头文物径；

3、4、6- 中西区文物径；5- 圣

士提反书院文物径；7- 大潭水

务文物径；8- 湾仔文物径）

图 3 澳门历史城区示意图

表 2 香港文物径基础信息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主题
1 屏山文物径 元朗，长约 1.6km 宗族生活
2 龙跃头文物径 新界，长约 2.6km 民俗生活

3 中西区文物径

香 港 岛， 包 括 中

区、 上 环、 西 区

及山顶 3 条线路

中区：殖民历史

上环：革命历史

西区及山顶：城市

公共服务与风景

4 大潭水务文物径
串联大潭范围水

务古迹
水利文化

5 湾仔历史文物径
湾仔，串联 10 处

古物古迹
东西文化交融

6
圣士提反书院文

物径

圣士提反书院校

园内

殖民时期中等教育

历史

4 53

6

8

7

21

2 3

1. 妈阁庙

2. 港务局大楼

3. 郑家大屋

4. 圣老楞佐教堂

5. 圣若瑟修院及圣堂

6. 岗顶剧院

7. 何东图书馆

8. 圣奥斯定教堂

9. 民政总署大楼

10. 三街会馆

11. 仁慈堂

12. 大堂

13. 卢家大屋

14. 玫瑰堂

15. 大三巴牌坊

16. 哪吒庙

17. 旧城墙遗址

18. 大炮台

19. 圣安多尼教堂

20. 东方基金会会址

21. 基督教坟场

22. 东望洋炮台

（包括圣母雪地殿

圣堂及灯塔） 

澳门历史城区
文物点
前地及街区
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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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绿道已达 2372km，不仅为市民增添了大量城市开敞

空间的供给，还一定程度上使分散的绿地布局通过绿道

而“串珠成链”。但以行政力量推动的建设虽然迅速，

也存在重亮点轻整体、重数量轻质量、功能单一、缺乏

内涵的问题。2013 年后，珠三角绿道线网建设寻求进一

步提升，内涵上转向与南粤古驿道历史文化线路修复活

化的结合，以及历史文化体验和户外运动休闲的探索；

形态上，则在 2014 年开始了基于水驿古道及自然水网为

线路基础的开放空间体系规划构想 [23]，并于 2019 年正

式提出广东“万里碧道”的规划行动。由此，珠三角城

市群的绿道和碧道的背景网络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

产游径”呈现融汇联网的关系，为大湾区城市与文化线

路的连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构成了湾区文化线路重要

的区域开放空间（图 4）。

3 依托文化线路构建人文湾区的空间战略思考

3.1 在国际视野下定位湾区文化线路

　　首先，从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世界的定位高度出发，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路在国际语境中的定位值得进一步

深刻理解和提升。历史上辉煌的中华文化曾以广州和澳

门两点连接世界，近代以来，穗港澳又成为中华看世界

的窗口，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线路实质上作为一种特殊

的交流通道和文化景观，为世界连接着中国幅员广阔的

腹地，在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整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线路具备“沟通中原、

放眼世界”的属性，也具有建设世界级文化线路的发展

条件。因此，积极承担“一带一路”中的国际角色，对

标国际文化线路及文化遗产活化准则，应作为粤港澳大

湾区文化线路的基本定位。

　　从国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看，文化线路一方

面应具有原始的使用功能和历史文化沉淀，在现代社会

中仍然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强调基于活动

的动态、交流见证历史与文化的原真性，同时强调线性

空间的整体性，是其作为“活态遗产”的重要特征。塑

造“活态”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路，有益于促使粤港

澳大湾区在日益趋同的全球化语境中展现独具特色的地

方文化积淀，并进一步强化粤港澳文化内向的凝聚力及

代表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以往在遗产工作方面，我们相对注重考证与保护，

但参考目前国际先进的文化线路的遗产处理方式，往往

都要求超越保护，强调活化和创新。例如欧洲文化线路，

十分注重文化自信与文化传承，以保护和修缮营造特定

主题的体验，线路本体是否最为原始则变得不甚重要，

这为大湾区文化线路带来极大的启发。以南粤古驿道部

分为例，虽然存在文物等级不高、本体遗存较少、线路

距离较长的现实问题，但作为承载国家记忆的文化线路

的巨大潜力却不容置疑。至于大湾区文化线路，从整体上，

则需要进一步的区域合作与协同，实现粤港澳三地遗产

线路的串联贯通。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路的构建需

要与时俱进，面向未来，将有关文化线路的国际理念与

文物部门的工作方式统筹考量。即使是运用想象性还原

的方法，也要在线路的文物点展示和示范段的系统构造

上进行创造性设计，争取做到不损根本的同时引入现代

化的艺术审美，使现代人能够在体验参与的过程中读懂

线路历史和感受中华文化。

3.2 在区域合作间优化线路空间体系

　　为了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路的定位，我们仍需

进一步从路线体系上开展空间战略的思考。

　　首先，是建立和优化整体性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

路的空间体系。粤港澳地区由于特殊历史原因，长期处

于隔离状态，不利于湾区持续发展和战略有效推行，但

历史文化始终作为一种天然的黏合剂，通过跨制度的交

流与传承，塑造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认同。文化线路

作为记录和延续历史文化的空间实体，是人文湾区战略

的落脚点，针对文化线路整体尚存的片段式、缺乏整体

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调动制度势能，促进城市间文化

线路体系构建的深度合作。例如，在广东南粤古驿道的

相关建设工作方面，广东省“营造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

局” 的新举措正逐步形成从基层做起的典型范例，但在

具体的保护利用中，仍旧面临着居民参与度不高、地方

支持不够、部门协作难度大以及资金缺乏等问题挑战。

因此，相应地在提高公众参与、创新工作机制以及经营

管理模式等方面仍需激发基层主观能动性创新探索；而

在粤港澳三地文化线路系统衔接、主题营造与运营推广

等方面，则更需三地进一步的紧密合作，促进以广东南

图 4 珠三角大都市区绿道与公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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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古驿道、香港文物径和澳门历史城区为载体的线路基

础联网畅行。

　　另外，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

路的沿线呈现更为突出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例如南

粤古驿道线路两侧各 5km 范围内覆盖了湾区内的大部

分的贫困村，主要位于肇庆、惠州、江门，这些贫困村

中不乏保存良好的传统古村落，历史文化积淀丰厚但旅

游资源相对分散。通过将文化线路的保护利用工作与精

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深入挖掘传统历史文

化，强化环境保护意识，广泛开展面向当代的人文活动，

可以增强乡村文化自信、推进城乡融合和促进区域共享

发展。

　　为此，实施连续性、主题性、包容性的品质提升战略，

以文化线路带动区域共享发展与乡村振兴，应作为粤港

澳大湾区文化线路体系的构建标准，必须调动区域深度

合作及城乡融合发展，对相关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进行集

约整合，注重开展区域共享发展的行动。

3.3 在内涵重现中唤醒文化凝聚力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路作为新兴的概念仍旧面临

着历史文化价值的挖掘与重塑的重大挑战。尤其是较

西方国家的文化线路而言，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路相

对来说更为复杂多元化。千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

相关遗产具有历史叠加性，又因蕴含大量历史文化信

息而呈现复杂性。因此就当代而言，文化线路应选择

展示何种主题，未来又可有哪些创新式发展等问题仍

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首先，文化线路作为传承民族记忆和唤醒文化自信

的在场教育场所，需要有效地发挥教育的作用。线路主

体本身既是教育发生的场所，也是教育展示的“教材”，

线路解说则如同“授课教育的落实”，其质量对教育效

果有决定性的影响。高质量的线路和解说，能鼓励使用

者去洞察和理解遗产保护的原因和开展保护的行为，是

“启发性”而非“告知性”的过程，有利于激发更具象、

深层的历史文化观念和历史责任感。在整体历史文化主

题和事物遗存话题的层次结构中，解说内容对历史景观、

文化故事、遗址价值和保护方式等进行介绍，触发游人

的在场感知。通过场地中的静物标识和导游讲解进行表

达，在信息一致的讲述或展示中，优质的在场教育解释

清晰、激发联想、揭示内涵。具有“启发性”的解说内

容应建立在对文脉的熟悉理解之上，能够抓住“故事”

精髓，具有明确的观点，产生深刻的感染力和优质的教

育效果。

　　以《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建设工作方案》中

提出的孙中山史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华人华侨文化、

古驿道文化、近代商埠开放文化、近代西学东渐文化、

海防史迹、美食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

等主题线路为例，需要进一步强化线路历史文化内涵的

挖掘及优质体验的营造。而针对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文化

线路主题不够鲜明，区域文化脉络联系体现不足、解说

场所质量参差的问题，建议对在场教育和解说体系的价

值和实现予以重视，及时开展教育解说相关的摸底调查

与规划编制工作，以粤港澳文化为主旋律，重视线路解

说系统的联网提质：

　　（1）进一步明确文化线路唤醒民族记忆和文化自信

的责任和使命，重视大湾区各地文化线路的关联性，特

别是与香港、澳门的历史文化脉络联系，广泛、科学地

开展调查研究，突出整体历史文化主题和代表历史遗存

话题，制定具有层次的解说目标。例如在岭南文化的历

史主题下，从岭南人的文化史、贸易史、航运史、对外

交流史等话题构建具有层次的在场教育解说体系。

　　（2）通过对不同类型游客的调研，识别解说对象的

喜好，有针对性地提供教育解说方案。例如不同国籍、

年龄段、计划停留时间的游人，会对在场教育解说有不

同的需求。以游人的计划停留时间为例，短期游人需要“短

暂沉浸 ”在具有吸引力的景物或短途舒适的行走当中，

而长期游人则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接受主题式的深度漫步

解说。因此，为了提高教育解说质量，应该根据两者不

同的需求设置短途和长途的解说路径及解说方案。

　　（3）重视媒介设计，不仅聚焦于标识系统，还要关

注线路景观整体。因为游人行走于其中所眼见耳闻的所

有事物均有成为教育解说媒介的可能。文化线路需要以

人为本的精细化、系统化的解说设计，以此产生“眼前

一亮”的启发作用或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

　　（4）完善的运营计划，不仅包括侧重于解决资金投

入来源的财政规划，还包括人力投入机制的探索。一方面，

需要完善教育解说的财政计划，研究教育解说资本投入

的可持续机制，保障教育解说设施的资金落实和后续的

运营质量。另一方面，充足的在场教育解说的人才储备，

通过良好的机制设计，发动本地居民、专家学者、志愿

团体或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到在场教育解说规划设计和

建设运营中。

　　（5）建立反馈机制，游人对于路线解说的评价反馈

应该贯穿整个文化线路的规划建设和运营使用过程。这

是因为游人的体验情况和理解程度是对在场教育解说效

果的最真实反映。缺少监测与评估，则不能得到解说的

质量和游人满意度的反馈信息，也就不能形成健全的教

育解说体系。对解说内容完备性、解说效果评价应是反

馈机制的重点关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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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强化基于文化自信的全球华人身份认同感，可以促

使粤港澳大湾区在日益趋同的全球化语境中形成独具特

色的地方文化积淀。本文聚焦于文化线路，提出粤港澳

人文湾区文化线路构建的思考，总结了文化线路具有唤

起文化认同、承载文化自信的在场教育、提升湾区的文

化凝聚力、从软实力的角度促进大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

理论作用。

　　通过系统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文化线路基础条件，

本文提出依托广东南粤古驿道、香港文物径和澳门历史

城区等文化遗产基础，利用广东省“绿道”推广以来形

成的区域开放空间背景网络，湾区文化线路构建应该以

世界文化线路为定位，塑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线性“活态”

遗产；以区域共享发展为行动，调动区域深度合作及城

乡融合发展；以文化自信教育为目标，提升文化线路空

间体系质量及文化凝聚力。承载丰富文化信息的湾区文

化线路，无疑将成为湾区文化的强有力后盾，具有实践

推广价值，助力人文湾区的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

为具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湾区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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