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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扬州段遗产廊道构成与游憩系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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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遗产廊道是美国的一种 区域化遗产保护战略，本文借鉴遗产廊道的理论 ，在梳理大运河扬州段 

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分析 了大运河扬州段遗产廊道构成要素，并从使 用者分析、慢行游憩系统构建、解说与标 

牌完善、营销平台搭建四个方面对大运河扬州段游憩系统完善提 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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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廊道是发源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遗产保护 

战略，是绿道思想和遗产保护区域化趋势 的产物。 

作为遗产区域的一种特殊类型，遗产廊道是一种线 

形的文化景观，在这些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并经长 

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代表了早 

期人类的运动路线、体现着一地文化的发展历程。⋯ 

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并设立了第一个 国家遗产廊 

道——伊利诺伊和密歇根运河 国家遗产廊道 ，遗产 

廊道在保护区域内 自然与文化遗产、恢复和保持生 

态功能、振兴区域经济、增强地域认同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我国有着丰富的线性文化遗产，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是其 中的典型代表 ，如 

何保护和利用好大运河遗产 ，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以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院为代表的学者们引入国家 

遗产廊道理念 ，在考察运河存在状态、分析运河价值 

的基础上形成保护运河的方法论，研究成果颇丰。 

本文沿着这一思路 ，从大运河扬州段历史演变出发， 

辨析运河遗产廊道的构成要素与相互关系，借鉴遗 

产廊道的理念，提出了运河区域游憩系统开发的新 

思路。 
一

、大运河扬州段遗产廊道构成要素分析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 

一 条人工运河，扬州境内的运河，又是中国大运河开 

挖最早的一段，自公元前 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 

以来，大运河在扬州境内发展演化了2500年，它的组 

成、结构、功能历经变化，与之息息相关的扬州城市的 

经济、文化、生态也在不断的变化中，详见表 1。 

纵观历史，扬州可以说是与运河同生共长的城 

市，许多文化遗产“因运而生”，是运河遗产廊道重 

要的组成部分。运河遗产廊道 的构成要素，应包含 

三个方面： 

(一)历史文化要素 

与运河相关的历史文化要素不仅应包括不同历 

史时期运河功能得以实现的河道、水利工程设施 、航 

运工程设施与运河管理机构，还应包括因运河的开 

凿和通航而形成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镇 、村落、街 

区、园林、建筑、墓葬等物质文化遗产，和戏曲、歌舞、 

民俗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除此之外那些与运河 

发生发展关系不大，但空间上属于运河廊道的文化 

遗产，如早于运河开凿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等，这 

类遗产由于其空间位置和历史文化价值也是廊道遗 

产的重要构成。 

(二)自然生态要素 

作为大运河发生背景的湿地、林地、农田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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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要素是沿运 区域生态功能得以维护 的重要依 

托，具体包括各种支流、溪谷和沼泽及其赖以生存的 

自然环境；与运河相连的潜在或实际的侵蚀或沉积 

地区；地下水及河流的水源补给及倒灌区；附近的林 

地、湖泊、重要的生物栖息地等 自然资源。 

表 1 大运河扬州段历史变迁 

年 代 运河工程 。 

春秋 差 凿邗 显之上筑邗城’用于码头或 

苎 苎摹广陵城丝织、添器、造船行业 西汉 长江与东 轰篡主⋯、 ～⋯⋯～ 一 
部产盐区 一⋯ ～～ 

东汉 主陈登邗沟兴修水利，粮食丰足 乐汉 取直改造 兴修水利，根宦干足 

， 苎工 广陵交通便利、经济发展，魏 魏晋南北朝 ： 东晋改 吾葚 
， 修邗沟南段 ⋯ 一 ⋯ ⋯  一 ⋯ 

淮河到长江一带的 

宋 元 扬楚运河，元代的 

京杭大运河 

河湖 分 离工 程，仪 

明 代 真、瓜洲运 口治理， 

运河“三 湾”形成 

清 代 

清代晚期 

到民 国 

当 代 

清水潭堵 口，归海 

五坝的建设与归江 

河 闸 工 程 

淮河 改道 ，导 淮 治 

还  

运河扩建、续建，南 

水北调 工程 

扬州成为水陆转运、对外贸易 

的中心，商业、手 工业、饮食 

业、造船 业 兴盛 ，城 市发展 为 

“子城”和“罗城 ”的 两 重城 ， 

沿线茱萸湾、邵伯瓜洲等成为 

重要码头 

扬州经济发展 水平提 高，稻 

谷、茶叶、芍药闻名全国，北宋 

时期是抗金的军事重镇，一地 

有三城 

扬州以盐、木为大宗的商业和 

手工业发达，钞关商税增长， 

抗倭筑“新城” 

扬 州成 为食 盐供 应 的基 地和 

南漕北运的咽喉，会馆林立， 

手工业兴盛．服务行业发达． 

盐商大建园林、修建书院促进 

了文化的发展 

扬州经济日益萎缩，近代工商 

业兴起 

创建新型现代化城市，运河流 

域显示 出新的游憩功能 

(三)游憩要素 

运河区域主要的风景区、公园、博物馆、度假地、 

露营地 、游憩道、解说系统等支持系统，为廊道的使 

用者提供了实现其游憩体验的必要设施。 

根据扬州国家级、省级、市级保护名录及扬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甄选出运河扬州段遗产廊 

道的构成要素，详见表2。 

总体而言，大运河扬州段遗产廊道具有遗产丰 

富、类型多样，以文化遗产为主的特点，空间上以扬 

州市区、湾头镇 、邵伯镇 、高邮市 、宝应市为遗产聚集 

区即节点，以大运河为基本走向，游憩和解说系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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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雏形 。 

二、以遗产廊道的理念构建游憩系统 

近年来，扬州同绕运河积极歼发旅游 休 J ： 

业，如运河风光带的打造，古运河水 【 游线雨i人运河 

水上游线的开通等，但是， r遗产廊道游憩资源书冬 

合和推广不足，使得运河旅游产品缺乏独特的II搜 jl 

力，在旅游市场上未形成品牌效应。遗 廊道的 

念为运河区域旅游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 故点J： 

的旅游不同，遗产廊道整体被视为旅游【J的地， f：以 

大运河为线索，串联沿线的相火景点，突f}I线路小 吁 

的文化价值，带动沿线地区的旅游发展 ，『u]时棘顺』×： 

域内居民的游憩需求。借鉴美同遗 廊道游憩系统 

开发的实践经验，可以考虑从以下厅面进 完善。 

(一)遗产廊道使用者分析 

运河廊道的使．[}j者从 域构成来看不仪包括 

通游客，还应包括本地区的居民，他们 游客不M， 

利用遗产廊道主要开展漫步 、骑行 、游览等休 

动。按照旅游动机划分可分为：历史文化旅游行，l!lJ 

那些对运河文化遗产感兴趣的个人和 体；生念探 

索型旅游者，即那些爱好划船 、野营 、A行车、远 、 

钓鱼等户外活动，以及观鸟、标本采集等，卜念活动的 

旅游者；特殊兴趣游客 ，如关注水利 1 稃 、历史遗迹 

的专业人士，以及摄影、绘画、美食爱 。 等；教f『 

体，即利用廊道开展文化遗产、自然生念教育的 

体。这些使用者，依照旅行时间和目的，选择某 ．I≮ 

域或某一主题或者整个 域进行游览 遗产_Ifi』ij苴游 

憩系统的建立应根据使用者需求的差异化lJr发⋯小 

同类型的产品。 

(二)慢行游憩系统的建立 

自驾车旅游的兴起与户外休闲活动的增』JfI，突 

出了线性遗产区域的游憩功能。扬州运河个段人选 

世界遗产，它自北向南由r1马湖 、宝应湖、尚邮湖 、 

伯湖等一系列湖泊连缀在一起 ，众多历 史文化遗 

分布沿岸，遗产廊道景观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为旅游 

者通过自驾车、徒步、骑行 、游船 、划船等方式进行 

域性的游览提供较好的基础，体 _r运河旅游产^̂ 

的独特性。 

慢行系统规划项 目应尽量靠近运河 景观 ，保 

高质量的视觉游憩体验，并通过畅通的连接线路，f" 

联文化遗产，强调游憩的文化意义，M时注意项 【lf内 

诸多用途，以满足骑行、徒步、露营等不M需嘤 

在具体线路上以沿运城镇聚落为节点，以ff}运 

道路($237)为依托构建瓜洲古渡一高 等一 f{l 运 

河扬州城区段一湾头镇一邵伯镇__高JlII5 I 一 心 

形 唐 河 
噼 

运 河 

开 大 娄 港 
帝 代 伊 里 
炀 隋 凿 七 

隋 成 开 与 

軎 

隋 



县一楚州的慢行线路，通过楚州、长江渡 口与淮安和 

镇江联动。重点整治文峰塔一高曼寺一瓜洲古渡沿 

运河小路 ，规划自行车慢行道，打造瓜洲古渡一高曼 

寺一文峰塔～钞关一康山文化园一长生寺阁一东关 

古渡一麦粉厂一大王庙经典线路。同时，利用仪扬 

运河、环高邮湖、环邵伯湖、扬州城小秦淮河、邗沟古 

道等水域系统，以及蜀冈瘦西湖风景区、凤凰岛风景 

区、宋夹城体育公园、润扬森林公园等景区线路构建 

城镇慢行线路系统，突出二十公里以内的亲子慢行 

游线 

表 2 运河扬州段遗产廊道构成要素 

在 目前运河水上游线路的基础上，选择旅游旺 

季开通古运河旅游 巴士，通过“水上一陆地一水上一 

陆地”方式实现运河与古城旅游联动，在邵伯湖、高 

邮湖 、宝应国家湿地公园、润扬森林公园等可行水域 

开展划船 、游船等水上游览项 目，并纳入大运河水域 

休闲产品进行整体包装推广。 

(三)解说与标识系统的完善 

目前，扬州已建立文化展示馆进行运河文化遗 

产介绍 ，帮助人们了解遗产功能及历史 ，但还缺乏以 

运河遗产廊道整体为旅游目的地的系统的规划和建 

设，遗产廊道的解说系统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解说框架 

通过一个核心主题和数个围绕核心主题展开的 

次级主题阐述运河历史文化。大运河遗产廊道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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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华民族流动不息的血脉”的核心故事主题，以 

及“运河和漕运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独特映 

射”，“大运河近现代仍发挥着运输 、水利和游憩作 

用”，“大运河开凿过程巾的一系列成就是人工运河 

的范例”，“运河的开通伴随着商 品的交流、人 口的 

迁徙和文化的传播，塑造了沿岸城镇的聚落城镇”四 

个次级解说主题和若干个解说专题，如上所述，运河 

扬州段是大运河遗产的浓缩，这些解说主题也适用 

于陔区域。 

2．解说媒介 

进行解说和教育的媒体或设施，是由信息中心 、 

户外解说牌 、互动解说站、旅游杂志、廊道简明手册 

构成 ，此外遗产廊道区域还可通过纪录片、节庆和文 

化活动等渠道进行传播。 大运河遗产廊道扬州段 

可建立由解说巾心、 域解说集合、遗产点解说三级 

解说系统，重点突出水上线路 、慢行游道解说项 目， 

围绕主题展开故事。首先 ，增强现有大运河文化展 

示馆的解说中心功能，引导游客采用多种方式进行 

廊道游览。其次，在遗产聚集区域如瓜洲镇、扬州城 

市各旅游 域 、湾头镇、邵伯镇 、高邮市、宝应县等设 

立解说集合，突出运河主题中的一个或几个进行介 

绍，引导游客在本区域进行游览，并介绍其他区域遗 

产概况。运河遗产点的解说牌需增加以引导游客前 

往其他遗产点游览的功能。 

3．标识系统 

通过统一标识设计，表明遗产的类型，指示游览 

的方向，明确保护的边界。可以以国家文物局颁布的 

《大运河遗产展示与标识系统设计指导意见》为监本， 

统一公路指示牌 、解说牌和慢行道出口标志等 ， 

(四)营销平 台的搭 建 

随着自助式旅游的增多，人们越来越依靠网络 

来规划游程，扬州市旅游局近年调查显示，近一半游 

客是通过互联网了解 目的地信息。当前，运河沿线 

旅游 目的地城市的旅游局、文物局 、大运河联合【丰J遗 

办公室等都通过官方网站介绍大运河遗产和相关旅 

游产品，但十分分散 ，不利f普通旅游者 咖和他 

用，所以，建立一个功能完善 、交互 良好的大运河遗 

产廊道门户网站，以统 一的标准进行资源整合足 

分必要的。该门户网站的具体功能成包括： 

游憩资源介绍和游线规划功能 ，以 域的形式 

介绍运河文化遗产、运河 T程 、沿岸 FI然公 、 队 

活动以及各种游憩方式如骑行、游船干̈漫步等，游客 

可使用网站电子地图进行分 域的查 以规划 

的游程，通过链接访问具体的遗产公同 、租船公 州、 

旅行社等进行在线预订。 

遗产知识和保护措施介绍。介 运河遗产廊逊 

的历史、功能和价值，以及遗产旅游、遗产保护 i：}5、 

廊道建设项 目、申遗故事等， 人们 _lr解遗， 保护的 

动态，提高遗产保护意识 ，_n『肝辟教帅使川 擘 ，力 

便教师利用网上资源进行遗产保护 1以的教台 

鼓励参与活动 、 传遗 廊道举行的符种 从 

活动、遗产保护会议、遗产讲解志愿者活动干̈支持资 

金项 曰等，鼓励旅游者积极参与 滞运河城市“f合 

作举办大规模的节庆活动，如每年举办纪念运{Il』外 

通仪式，邀请游船 、门行 、徒步等爱 州 叫 

问一起开行，提高： 庆活动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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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itution of Heritage Corridor in Yangzhou Section of Grand 

Canal and Development of Its Recreation System 

YU Hai—yan 

(Yangzhou Polytechnic College，Yangzhou 225009，China) 

Abstract：Heritage corridor is a regional heritage protection strategy 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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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or，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Yangzhou section，Grand Cana1．Then it analyzes the consis— 

ting elements in Yangzhou Part of Grand Canal heritage co~idor，and illustrates the recreation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trails system the construction，interpret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marketing approach of Yangzhou Part of Grand 

Can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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