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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缘起

1.1 主题文化的回归

城市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综合体，是成长于这片

土地上的人们传承和发扬的文化精髓，是历史的演

绎与时空的沉积。而城市主题文化，是建立在特质

资源形成的特质文化基础上，具有特质资源的独特

性和特定文化的地区垄断性[1]。
城市主题文化内在表现为城市文脉，外在表现

为城市形象。城市主题文化的回归是城市设计营造

城市特色与塑造城市形象的核心动力因素，也是发

展城市、建设城市的一种文化策略[2]。
1.2 城市设计的本义

城市设计以提高人们生存空间的环境质量为

目标。城市设计不仅为居民提供舒适、便捷、健康的

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城市环境，还要考虑城市的文

化、文脉、场所等，从而提升城市空间环境质量，营

造富有活力、特色、时代感的城市空间环境。
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设计，不仅继承了传统的

城市空间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对原有空间进行更新

与整合。城市设计的目的不仅是要创造一种物化的

城市形态，重要的是其创造的环境能具象的体现城

市主题文化。因此，对城市文化特质的挖掘、城市人文

精神的关注，创造出有个性特色的城市，是城市设计的

本义，也是以文化的理念来纠偏城市的发展理念[3]。
1.3 滨水空间环境的营造

城市滨水区是城市中重要的开敞空间，是城市

视觉形象的展示带, 也是城市中生态最为敏感的区

域,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
曾经被人们污染、摒弃的城市滨水区又重新得到了

城市建设者的关注,将城市的活力引入到水岸边, 使

城市滨水岸线焕发出新的魅力[4]。
因此，如何将城市与城市滨水空间合理利用与

巧妙结合，将使城市设计的尺度、内容与思路发生

变化。在城市主题文化引导下，城市滨水空间环境

的城市设计，对城市总体定位的深化、城市主题文

化脉络传承与文化特质空间整合、城市滨水空间环

境的创新设计，是新时代城市建设的重要课题。

2 认知临川

2.1 历史沿革

临川历史悠久，依史书追溯，临川始建于东汉

基于文化主题下的城市设计要素整合策略
———以抚州市临川区宜黄河“一河两岸”城市设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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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化建设的进程，城市设计的研究领域日益触及城市文化主题的建设。以抚州临川区为实证案例研

究，从认知、解读、策划、设计、展望等方面对抚州市城市主题文化脉络的传承和文化特质空间进行整合，形成抚州市

主题文化载体的建构，以延续与深化抚州市城市特色和改善城区环境，来提升临川区滨水空间活力与文化的意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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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Design Elements Integration Strategy under the Backdrop of Culture
Theme: A Case Study of Linchuan District of Fuzhou City

Abstract: As urbanization develops, study on city design has been relating to the culture theme of a city. This article
takes Linchuan district of Fuzhou as an example to look at the inheritance of city culture of Fu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e theme understanding, interpretation, planning, desig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so as to extend city features and improve city environment to boost waterfront space
vitality and culture imagery of Linchua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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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元八年(公元 96 年)，迄今 1916 年。1949 年 7 月 1
日成立抚州分区，辖临川市及临川、崇仁、宜黄、金溪、乐
安、南城、南丰、资溪、黎川 9县。1950年 3月 27日，临川

县并入临川市。1987年 8月，根据国务院的批复，撤销临

川县与抚州市，设立临川市（县级）。2000年 6月 23日，

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抚州地区和县级临川市，设立地级

抚州市和临川区，市人民政府驻临川区[5]。
2.2 文化积淀

临川，一座融古代文明与现代时尚为一体的才

子之乡，“临川才子”是临川文化的王牌。自古以来，

临川才子之多向为世人瞩目。汤显祖创作了《牡丹亭》
《南柯记》等“临川四梦”，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临川文化集道教、佛教和儒文化为一体，曾有的“九贯

十三庙”和不断涌现的“临川才子”便是明证。“邺水朱

华，光照临川之笔”，唐初文坛“四杰”之一王勃，在他

的《滕王阁序》中写下了对才子之乡临川的赞誉。

3 解读临川

3.1 重要的地位

临川位于抚州市西南，为众水所汇之处。发源于

西南、南方山中的赣江，崇仁江、抚河等如扇面形，弯

曲流向临川，入鄱阳湖。这属于难得的“聚水格”。临川

西北方有环形山挡住西北风，符合“山环水抱必有

气”，此乃“山环水抱必有大发者”的地理格局。
3.2 现状之感

3.2.1 产业现状

初步核算，2016 年临川区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361.6 亿元，增长 9.1%，完成计划任务的 94.66%；实

现财政总收入 21.78 亿元，增长 2.9%。三大产业结

构由去年的 11.5：55.5：33 调整为 11.2：55.2:33.6，产

业结构不断调整，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目前国家级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建设，加速了现代农业发展；

二产虽占产业主导地位，但发展升级动力不足；现

代服务业彰显新活力，旅游业赶超发展。
3.2.2 交通现状

临川区主要道路依托 S208，临川龙津大桥，临川

大道（东西向交通）和龙津路，河西街（南北向交通），

其他以村道为主，这种交通现状造成临川大道的交通

压力较大。沿江的道路目前只有中兴路以及连接中兴

路的村道，沿江地带的交通尚未形成系统。因此现状

交通虽肌理感较强，但横向交通体系弱。
3. 2. 3 宜黄河现状

宜黄河，为抚河较大的支流，河道变化丰富，最

宽处 381m,最窄处 162m。规划区内的长度：西岸为

2.7km，东岸为 2.75km。
规划范围内岸线整体较平缓，局部有陡坡，坡

度小于 18°较适宜岸线景观开发，滩涂景观开发价

值较高，可利用岸线较多，为后期的景观塑造提供

了优越的条件。详见图 1。
综上，现状沿江地带地籍情况较为复杂，具有

开发价值和潜力，有利于统筹规划的实施和公共空

间的展开。基地呈现“东城西郊”的城乡特征。东部

区域临近城区，空间相对饱和；有向南、向西拓展的

趋势，西部农业特征明显。详见图 2。

图 1 现状绿地、宜黄河水系、宜黄河岸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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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策划临川

在城市主题文化引导下，临川区一河两岸的整

体城市设计，重点强调能凸显城市主题文化塑造与城

市主题文化脉络传承的城市空间系统要素和城市景

观系统要素的表达，来强化城市主题文化特质空间系

统，并融入城市其他功能空间及景观元素，丰富抚州

城市内涵与城市形象，体现抚州城市特色。
4.1 策划思路

临川城区是一个包含着社会经济因素之间错

综复杂的、精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复杂系统，具有

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由此形成的独特的城市人文

景观是现代社会条件下发挥城市特色优势的重要

资源，在城市旧城改造中应重视对城市内在人文内

涵的挖掘与更新。
4.1.1 文化新体验

对临川原来老街进行复原，进行功能更新，更

新的过程中，提倡对文化墙、文化小品的设计；对滨

水空间的休憩绿道，置入文化小品；在河中小岛内

引入“璀璨梨园”，打造“有梦有戏”的区域；恢复宜黄

河船渡文化，利用纺织厂打造工旅融合示范点。文

化新体验即将临川文化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4. 1. 2 居民新天地

对现状交通进行梳理，处理畸形交叉口，合理

分布停车；完善基础设施，合理规划和布置小学、医
院、商业等配套设施；改善人居环境，丰富业余活动

内容包括旧城更新和新区创建。居民新天地就是将

本区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宜购的新天地，提升

居民幸福指数。
4.1.3 经济新引擎

利用现有人文资源发展文创产业，逐步向第三

产业过度升级，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包括

书画活动的展示、文化创意等产业的引导。突破原

有经济格局，依托“才子”以及本地优越的生态环

境，打造以三产引领，积极推动一产、二产分别与三

产的融合发展。
4.1.4 城市新形象

优化宜黄河的滨水空间，美化环境，是将本区

打造成临川名片，为“美丽临川”的建设拉开序幕。
4.2 目标定位

秉承文脉传承理念，借鉴国内外滨水城市发展

成功经验，从城市层面统筹功能配置，结合“临川新

四梦”的愿景目标，从更高的建设水平和更鲜明的

功能特色，将宜黄河两岸地区定位为：集生活、文
化、教育于一体的龙津小镇。塑造临川的文化新体

验—居民新天地—经济新引擎—城市新形象。
4.3 空间形态

临川的主题文化是独有的，针对各主体文化功

能区，构建并落实主题文化载体，形成不同的文化

特质空间，通过“双轴引领、绿脊连城、廊道渗透、主
题突出”的空间结构模式，构建抚州主题文化特质

空间系统模型。详见图 3。

图 2 现状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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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轴引领：依托临川龙津大桥和才子大桥的交

通优势，形成两条主要的城市发展轴。
绿脊连城：依托宜黄河景观优势及两岸滨水绿

带设计，形成两条连续的绿色生态脊脉。
廊道渗透：规划强化了各个主题区与宜黄河之

间功能上相互依存及景观上的渗透，形成通达性较

强的生态通廊。
主题突出：依据现状各片区的优势条件及发展

力度，规划整体上形成六片各具特色的主题板块，

形成宜黄河两岸的连动式精明发展。
4.4 重点片区策划

城市重点地段的选择可依据城市主题文化特

质空间系统模型展开，通过主题文化的引导，各重

点地段的设计意向更为明确。而具体的地段空间形

态设计也是对城市主题文化特质空间系统模型的

实践反馈。
4.4.1 老街片区

本区重点在于对于现状的整理，通过城市设计

手法整合串联一些具有历史记忆、资源特色的地

块，形成连续的公共空间，如依托现状村庄、滨河绿

带等，承接文脉、延续肌理、形成体现历史延续与活

力持续的文化河湾。
4.4.2 龙津乡学馆

本区重点规划龙津乡学馆。其中包括才子作品展

示馆，名人书画馆，状元阁等。充分的展现了临川才子

之乡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里可以一览临川才子的辉

煌与情思，同时也将成为临川人民的一种精神寄托。

5 设计临川

城市主题文化的空间整合功能主要体现在引

导城市空间发展和城市主题文化空间表达两方面。
在城市空间发展引导方面要实现主题文化的延伸，

注重延续历史时期城市与周边自然环境之间的关

系，并结合主题文化内涵扩展的需求赋予城市用地

以新的功能，实现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临川宜黄河

的设计是基于文化策略出发，在延续才子佳人的基

础上，制定设计导则，对街道、广场、绿地、水体等设

计元素进行控制和维护。
本次城市设计通过一条充满活力与生机的绿

色廊道、一处体验休闲娱乐的滨水活力空间、一片

领略城市发展文化的魅力之地，实现林、水、城相伴

相依，滨水花园覆盖宜黄河两岸的绿色通道，展示

临川历史人文的发展历程，增强新老临川人的家园

归属感。设计总平详见图 4。
5.1 设计策略

本次设计多方位考虑空间流线设计策略，尤其

强调空间环境的可使用性。即与市政道路交通的衔接，

贯穿全线的健康绿道，兼顾亲水性及通达便利性，重视

序列多变的植栽空间。另外在设计文化场所和汇聚性

空间时尽量为人们提供放松型、积极参与和被动参与

的活动场所，通过聚集人气辐射周边，以满足不同人群

的空间尺度。多元化的功能植入，强化城市文脉网络

化。即通过构建网络化的步行，串联文化碎片，形成城

市文化轴线，增强城市空间的可识别性[6]。
5.2 景观结构

景观结构为“一带，三区，多园”。一带：两条绿

色长廊和文化线索组成的复合绿带；三区：文化游

览区、休闲体验区、人文印象区；多园：三个重要景

点及 8 个景观大节点。
5.2.1 古今文化梦人文段

上顿渡大桥与龙津大桥之间，在西侧结合原有

老街区码头设计一处综合型景观空间，增加较大的

亲水娱乐空间，将老街、休闲广场和码头设计成为

统一整体。同时对周边区域设计不同体量、功能丰

富的景观体验空间。东侧较大“梦墙”设计提供了完

美的竖向创作空间。连桥的设计将东西两岸紧密的

连接在一起，更增加了互动性和体验感。

图 3 规划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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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才子休闲体验段

龙津大桥与规划才子大桥之间区域，休闲体验

作为主要设计方向，在融入文化的前提下设计丰富

的休闲、娱乐、活动体验空间，部分区域设计综合型

节日体验空间，部分区域根据现有地形设置亲水栈

道，增强体验感。整个区域运用绿道系 统将每个空

间进行串联，形成统一的综合活动区域。
5.2.3 古今才学精华段

规划才子大桥与临川渡大桥之间，龙津乡学的

文化特色与河道景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统一的

文化展示面。牡丹亭、歌舞广场、亲子体验园、临川

坊和临川坊码头的多个景观的设计，既突出文化特

色，也能让市民与游客深入参与其中，感受自然、文
化带来的不同体验。
5.3 流线组织

自古城市往往因水而建、因水得名，当今水成

为人们游憩、休闲、旅游观光及城市景观体现的主

要资源。宜黄河“一河两

岸”的滨水岸线的流线组

织设计，不能就“红线”论
“红线”，而要采用“带———
节点———周边渗透区域”
的组织设计。
5.4 驳岸规划

驳岸是一种独特的线

形景观，是形成城市印象的

主要构成元素之一。在驳岸

规划中，护岸景观的规划应

从平面纵向形态规划和横

向断面设计、驳岸景观元素

的设计，通过景观元素的设

计，采用景观设计手段提升

护岸的美感度，强化水系的个性和特色。本次城市设计

主要从自然草坡驳岸、自然石块驳岸、自然生态驳岸、
直立式人工驳岸、悬挑式人工驳岸[7]。

6 展望临川

临川文化是赣东江右民系创造出来的区域性

文化，自有特征，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区域文化。
城市主题文化引导下的临川区宜黄河“一河两岸”
的城市设计，突破惯性思维，打破固有认识，以王安

石变法思维，将实现从空间设计向“才子福地、福美

临川”文化设计、形象设计方向的扩展。在城市主题

文化空间的表达上，紧扣文化内涵，通过高度、界
面、视线、空间尺度等城市设计元素的塑造，确定主

题文化在建筑、景观上的空间布局，实现了城市文

化产业再造和城市人文环境的再生。给宜黄河两岸

一个崭新寄望，点燃临川新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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