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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十八大以来，国家政策对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大力支持。201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

文脉，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2017

年，十九大报告提出大篇幅“坚定文化自信”内容……城市滨水区，往往是

城市空间的核心及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1]，它不仅能带动城市经济、环

境和文化生活的发展，还是城市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集成载体，滨水区

的文化塑造将成为响应国策、顺应潮流、满足民生的城市风貌建设亮点。

浏阳河全长234.8 km，流经芙蓉区、浏阳市、长沙县等40多个乡镇。

浏阳河作为我国知名的文化名河，近几年，在省市级层面被明确为重点打

造项目，接连开展了浏阳河文旅产业带规划建设、浏阳河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项目，申创国家AAAAA级景区。

因位于浏河之北而得名的浏阳市，虽有丰富多元的文化底蕴，和浏阳

河水城相依，但目前却难以呈现闻名天下的浏阳河风采。围绕“建设两个

中心，进军全国十强 [2]”，以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目标与要求，浏阳市

开展了浏阳河城区段一河两岸概念规划编制，以打造“浏阳河”这一世界

品牌形象，突显城市魅力，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提升市民幸福指数，带动

城市长远发展（图1）。

二、 浏阳河浏阳城区段保护与开发的需求

浏阳河城区段北起双江口，南至大栗坪，全长约13 km，概念规划用

地面积约30.4 km²，覆盖浏阳城区东部约一半面积，包括了老城中心和新

城综合服务中心以及大片未开发岸线。

浏阳河浏阳城区段保护与开发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城区段

下游的樟树湾集聚了新石器时代遗址 [3]、工业遗址，是浏阳城区唯一现存

的工业时代建筑群，急需遗址保护；②浏阳城区位于浏阳河上游，其水生

态、水安全影响着整个长沙的生态安全格局，对其水岸进行防洪整治、生

态修复于人民生活和城市安全至关重要；③浏阳河城区段13 km包括老城

段和未开发的新城段，整合概念设计有利于城区更新和发展的统筹协调；

④浏阳市具有多种特色文化，被誉为“红色革命老区、苗木之乡、花炮之

乡、蒸菜之乡和诗词之乡”，城区段文旅资源丰富，但需要结合浏阳河的

概念规划进行串联、再现、彰显（图2）。

三、 浏阳河浏阳市城区段品牌和定位分析

1．品牌价值区域竞合分析

（1）国际视野下的浏阳河影响力——“花炮＋浏阳河 ”

浏阳河以名曲＋名河打响知名度，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①名曲《浏阳河》。《浏阳河》这首名曲歌颂毛主席，其悠扬、欢快

的旋律使这一曲脍炙人口的经典民歌多年来一直为人所传唱，熟悉的旋律

穿透几代人的岁月。

②九道湾。浏阳河虽然只有短短230 km，但拥有数不清的河湾，在

《浏阳河》的歌词中也用九道湾来形容弯道之多。

③历史文明。浏阳河之所以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还在于浏阳河是湖南

人类历史的母亲河，其河岸的马王堆汉墓、新石器时代遗址等都显示了浏

阳河几千年的历史文脉。

④山水田园。浏阳河自大围山奔流而下，流经之地都是一片美丽的田

园风光，阡陌纵横，菜花金黄，与两岸的山体及河湾的优雅形态结合，犹

如一幅巨大的山水画卷。

⑤名人谱。在浏阳河的哺育下，近现代历史上先后涌现出谭嗣同、唐

才常等仁人志士，胡耀邦、王震、宋任穷、王首道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杨勇、李志民、李贞等 30 位开国将军，以及欧阳予倩、娄师白等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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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

⑥浏阳花炮是浏阳市的支柱产业及特色产品，也是中国地理标志性产

品。浏阳制作烟花爆竹，久负盛名，远销海外，素有“浏阳花炮震天下”

的美名，曾凭绝对优势取得第 21 届世界焰火比赛第一名。“浏阳花炮”

商标已于 2008 年被马德里国际商标组织认定为“世界知名品牌”，2011

年位列中国文化品牌排行榜第七名[4]，其国际化品牌地位日益凸显。

（2）从国内格局看浏阳城的特色性——“传统技艺+民间艺术”两类

国内地理商标

浏阳的传统技艺和民间艺术因丰富而出名，在花炮技艺、菊花石技

艺、夏布技艺、浏阳蒸菜技艺及浏阳祭孔古乐等方面已形成了国内地理商

标，是最能代表浏阳的特色文化，具有“花炮之乡”“菊花石产地”“夏

布产地”“蒸菜之乡”“礼乐名城”等头衔。

其中，花炮作为浏阳的核心特色产业，享誉国际，是国内外驰名商

标。浏阳是菊花石的主产地，也是菊花石雕技艺的技艺之乡；是国内夏布的

产地，辉煌时期远销海外，如今也在国际顶尖舞台上展示身影；是蒸菜之

乡，具有悠久的历史，具有特色鲜明的地理印记；是国内重要的礼乐名城，

北有山东曲阜祭孔礼乐，南有浏阳祭孔古乐，古法遗存，是周礼的活化石。

（3）从湘赣地区看浏阳水岸的吸引力——“浏阳河全域文旅景区”

都市文旅服务水岸

客观看待浏阳的山水文化资源，可以发现，浏阳山水难以与邻近的

张家界相比，红色文化难以与井冈山竞争，因此浏阳河的目标应当是打造

AAAAA级全域文旅景区，以便参与竞争。从区域进一步聚焦，浏阳河城区

段一河两岸片区引领、协同打造AAAAA级浏阳河全域文旅景区，城区段需

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特色和城市服务能力，形成特色文旅目的地及高品

质旅游集散枢纽和服务中心，构建全域文旅景区的服务龙头，提升综合吸

引力，作为浏阳参与湘赣地区旅游的重要抓手。

2．突出文化特色的河流气质定位——溯源名曲《浏阳河》

纵观全球，世界知名河流都与其城市的定位相得益彰。例如：蓝色、

柔美的多瑙河之于音乐之都维也纳；人文、浪漫的塞纳河之于时尚之都巴

黎；厚重、古典的泰晤士河之于创意之都伦敦；恢宏、现代的哈德逊河

之于艺术之都纽约。这些河流是城市的名片，河流格调与城市气质相得益

彰。因此，浏阳河的格调和浏阳城的气质也是推敲本项目整体特色定位的

关键因素。

浏阳河的定位离不开名曲《浏阳河》的格调，也离不开浏阳城的品

牌——花炮。名曲《浏阳河》精炼准确地表达了湖南人民对家乡、对生活

的热爱之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而花炮象征着快乐、美好，和这首歌的

情感高度一致。综合以上分析，得出浏阳河城区段格调的关键词应包含幸

福、欢快、喜悦、美好和乡愁。规划以此为启示，对浏阳河和浏阳城进行

目标定位策划。

3．制定落实目标的支撑体系——幸福多彩浏阳河 · 魅力都市会客厅

结合名曲《浏阳河》所表达的欢乐、喜悦的情感，以及浏阳河山水乡

愁、红色文化、人文底蕴、民俗工艺展现的多彩气质，规划为浏阳河城区段

制定一个目标、两大品牌、六个子目标，并形成支撑体系项目库（图3）。

一个目标：幸福多彩浏阳河 · 魅力都市会客厅；

两大品牌：浏阳河音乐、浏阳花炮；

六大子目标：原生浏河、文化浏河、产业浏河、人本浏河、秀美浏

河、智慧浏河。

四、 文化特色塑造策略及具体措施

浏阳河城区段的文化特色塑造可以诠释为“水火相融、城曲相应”，

图1 浏阳市一河两岸地区区位图（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图2  浏阳市城区文化资源分析（图
片来源：作者绘制）

图4 原生态浏阳河效果（图片来源：效果图制作）图3  幸福多彩浏阳河发展框架
（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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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秀美的浏阳河碰撞上幸福焰火文创品牌，宜居、宜业、宜游的河岸形

象和歌曲格调呼应塑造，突出浏阳河幸福、多彩的特色魅力。

1．水火相融——“浏阳河”“浏阳花炮”两大文化IP的碰撞和融合

（1）守护生态安全、自然驳岸、净水溯源的原生浏河

浏阳河从上游大围山到下游汇入湘江，短短约200 km却绕出了数不清

的弯。其原本的水生态、水动力就生机盎然，再加上两岸原生环境保护较

好，形成了目前II-III类水质[5]、水美鱼肥的生态优势，因此塑造“浏阳河”

品牌重点要守护原生浏河。

首先，规划提出浏阳河的生态安全策略，分别从生态格局、生态修

复、生态防洪、净水溯源四个方面守护原生态的浏阳河。生态格局上，结

合两岸山体划定一河、四水、三山的蓝线及山体保护线，限定浏阳河东岸

及上游的生态红线。整体保护浏阳河两岸望夫尖、九岭山、天马山、西湖

山、宝塔岭等山体，修复山体植被，降低山洪冲刷，涵养水源。生态防洪

上，按照最新防洪规划提升防洪标准，结合滨河风管带景观工程，建设生

态防洪堤，使主城区达到近期20年一遇、远期50年一遇的局面[6]。

其次，原生态文化的浏阳河需要柔美、自然的城市驳岸来烘托。浏阳河

新城结合宽敞的滨河腹地，建设蜿蜒、原生态的自然驳岸，老城区结合现状

硬质挡墙进行生态化处理，让浏阳河第一层界面留住自然的原味（图4）。

再次，浏阳河的原生本质是水生态、水环境。规划引入海绵城市理

念，在新城区进行源头控污，在滨水景观带增加缓冲净滞设施，在城区下

游结合污水处理厂规划大型湿地（图5）。

（2）激活花炮创赏、文创集聚、服务环河、旅游引爆的产业浏河

规划着重凸显“浏阳花炮”这朵创意之花，使之绽放在浏阳河畔，聚

集人气，优化产业，提升影响力。首先，围绕浏阳四大特征——乐、焰、

艺、闲，打造焰创园、艺趣谷、闲游坊、乐享湾等景区，在樟树湾和水佳

湾引导、培育浏河特色的文创产业，形成以产塑城、产城融合发展局面

（图6、图7）。其次，充分激活新老城的滨河岸线，引入现代服务业，在

新城滨河形成以休闲商业、公共服务为主的水佳漫滩，在老城区提升水岸

尚街和步行街的业态档次和空间品质。再次，以文化旅游作为总引擎，统

领浏阳河全域旅游的服务设施，布局新老城两大5A级旅游服务中心，策划

粮仓1927、浏河风情园、精品度假酒店等旅游服务项目。

2．城曲相应——展现浏河水岸建设与浏阳河歌曲的呼应及协调

浏阳河歌曲中的婉转、乡愁、幸福深入人心，其城区水岸的气质需要

与之呼应和谐，规划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体现。 

（1）彰显山灵水秀、乡野质朴、恬淡明雅的秀美水岸

浏阳河歌曲中无处不透露着山灵水秀的婉转、乡野质朴的民风，因此

在塑造一河两岸的空间形态上需从整体格局、滨水景观和滨水界面三个维

度来控制和协调。

①需保护浏河水岸“山——河——城——湖”的特色格局，彰显山灵

水秀的特点。规划严控山体开发边界和山体制高点，优化通河绿楔，推介

从山上、水上、岸上看浏阳河的开放空间，彰显山水原味。遵循望山亲水

的原则，控制和引导滨河街区高度，塑造婉转曲折的天际线，保证“湖—

河—山”绿楔的通透度。

②重塑民歌印象中乡野质朴的浏阳河。在滨河景观带中重现乌篷船、

码头、老桥、筒车、田园、工业遗址、湖湘民居等景观，结合烟花体验主题

乐园和渡头田园综合体，将浏阳河乡野质朴、田园乡愁的一面展现出来。

③一河两岸界面应体现恬淡、明雅的湘赣城市气质。制定浏阳河滨河

建筑界面“矮、远、瘦、美”的建构原则，在水佳湾和樟树湾新建地区，

遵循近水低矮、远水高瘦的高度控制的原则，采用溯源于本土民居的浅暖

主色调，鼓励使用湖湘新中式和简约现代式相结合的建筑风格（图8）。

图5  浏阳河生态安全规划策略（图片来源：
作者绘制）

图6  产业浏阳河重点项目布局（图
片来源：作者绘制）

图8  秀美水岸形态控制意向图（图片来源：
作者绘制及效果图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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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塑多彩文化、乐动活力、诗意八景的文化浏河

浏阳河的文化丰富多彩，有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名人文化、书香文

化……规划结合浏阳河名曲的音乐构建，将城区段河流分为四大乐章，分

别是樟树湾—文创的协奏、老城段—记忆的旋律、水佳湾—激情的高歌、

上游段—乡愁的余音。结合浏河诗词典故、城市记忆空间，将浏阳河的多

彩文化布置于四大乐章中。

为突出浏阳河名曲的音乐文化标签，在浏阳河风光带上布局多个音乐

元素的景观节点和项目策划。借壳氮肥厂旧址，将其转型为音乐主题文创

公园；利用老城浏阳河广场，将其提升为音乐广场，其大型场地可以承接

各类音乐主题活动；结合水佳湾滨河景观带的建设，突显三元宫戏台，植

入音乐跑道、音乐草坪，结合观礼台打造音乐烟火秀、音乐灯光秀，使浏

阳河整条河流都洋溢着音乐元素。

融合浏阳八景典故，结合浏河两岸新的景观资源，重塑枫浦渔樵、相

台春色、药桥泉石、中洲风月、鹦亭芳草老五景，推广烟塔清风、彩焰银

花、双江花田新三景，共谱浏河溢彩八景（图9）。

（3）创建全龄游憩、幸福安养、花园居所的人本浏河

结合浏阳河“幸福”的规划目标，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规划聚集人

气、提升幸福感的人本水岸。

①构建浏阳河滨河绿道、城市绿道、登山步道的三线贯通，全线强化

休闲社交场所，新城段增补城市文体、童玩休闲功能，打造适合全年龄段

游憩、健身、休闲的滨河活力长廊。  

②构建6大15 min幸福圈、27个5 min社区圈，配置出行便利、种类完

善、智慧共享的服务设施，加强水岸宜居的幸福感。强调养老机构、童玩

空间的幸福圈配套设施建设，并在导则中给出纳入控规的建议。

③建设特色花木林带，布局口袋公园（广场），推敲乡土乔灌木混合

搭配，因地制宜引进彩色花、树，营造一步一景、花木葱郁、四季宜景的

花园居所（图10）。

五、 小结

通过本次概念规划的文化挖掘，笔者认为在新时代背景下，滨水地区

在文化特色塑造应关注以下三点。

①深挖城市水文化内涵，聚焦本土特色文化 IP。河流哺育、滋润着城

市，在历史、人文、民俗等方面都留有城市发展的足迹。深挖城市水文化

底蕴，讲好水岸故事，是对城市文脉的延续，是对本土文化自信的宣扬。

在梳理水文化体系的同时，要聚焦本土特色文化 IP，合理选取开发“触

媒”，以水带城、文化育岸，通过滨水文化特色的塑造提升城市文化相关

产业水平和品质。

②注重滨水地区人本主义的体现。新时期背景下，城市建设的科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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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浏阳河四大乐章及新八景意向图（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图10 口袋公园及15min幸福圈布局图（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滨水地区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客厅，更应回归人

本主义，注重市民对生态、生活、服务的需求，将滨水地区打造为全民休

闲活力的大动脉。

③实现特色目标——概念构建——空间支撑——项目推进的有序传导

路径。文化特色塑造需要通过一系列建设项目来统筹体现，因此需建立目

标——空间——项目的特色框架，落实公共、市场项目的职责，能迅速推

进文化特色的有效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