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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西江干流跨越云南、贵州、广西和广东四省，至三水县思贤滘与

北江相通处结束，一般认为广西梧州以下为西江下游 [1]，其范围大致

为清代广东境内的罗定州、肇庆府，即现在广东省云浮市和肇庆市

大部分地区，包括贺江、罗定江（南江）、新兴江、悦城河、马圩河、大

绛水、宋隆水、黄华河、金垌及其细支流等流域范围，涉及到的城市

包括肇庆的封开、德庆、端州、高要、鼎湖、四会，云浮的郁南、新兴、

云安、云浮、罗定、信宜等。

西江下游流域是洪涝灾害频发地区。这是因为：首先，西江上中

游雨水汇集，经常出现洪流，决堤频繁，导致洪水淹没两侧村庄；其

次，该地区山地和丘陵多，加上降雨多且量大，村庄常受到山洪和河

流决堤的威胁。 据肇庆市志记载，山区河流山洪暴发，造成严重灾

害。明朝时期，肇庆高要发生水灾42次、德庆16次、封开27次；到了清

朝，高要、德庆和封开分别发生水灾55次、33次、24次 [2]。 该地区的另

一主要城市云浮市的洪涝灾害也比较严重，历史上，该市是一个“大

雨大灾，小雨小灾”的地区[3]，据该市志记载，其水灾主要由西江以及

各支流的洪水、山洪暴发造成的。但在调查中发现，此地区保留了较

多的古村落1， 如笔者在进行云浮市云城区村庄规划时发现，433个

自然村中，80%以上的村庄都或多或少保留了古村落的特征。 这些

古村落并没有受到洪涝灾害的严重影响， 表明有较好的洪涝适应

性。 同时，该地区古村落与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相关研究曾统计

过，肇庆地区1223个传统村，79%都临近水体[4]。 可见，该地区古人择

水而居，又能够防水、治水，体现出对洪水较好的适应性，通过村落

名中的“塘”、“岗”、“溪”、“水”、“江”、“浦”、“洲”、“涌”、“塱”等字也

可发现。

古时的水利工程技术并不发达， 但当地居民能够安家立业，村

落迄今都保存完好，表明古人有较高的适应洪涝灾害的智慧。另外，

留下的众多水文化景观，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和保护这些

遗产不仅具有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意义， 而且古时的部分水工程技

术、防洪观念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所以，在当今美丽乡村建设中应该

充分保护和利用这些文化景观。

1 相关研究动态

相关学者对古代城镇洪涝适应性进行了系列研究 [5-7]；在古村落

防洪适应性方面，研究了珠江三角洲桑园围与水乡聚落演变关系 [8]；

也有学者从传统村落地形与水的关系方面研究村落防洪排涝的原

因 [9]；有学者已经对西江流域下游传统村落的洪涝适应性个案进行

了深入研究[10-11]。 本文从区域层面对古村落的防洪适应性进行系统

研究。

迄今为止，古代的防洪适应性景观在美丽乡村中的运用问题还

未见到相关研究成果，希望本文的研究能提供一些启发。

1.1 传统乡村地区的洪涝适应性景观类型和特征

1.1.1 层梯状地形地貌与建筑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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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肇庆府署基围图》记载的堤围

图1 肇庆高要黎槎村航拍图

图3 肇庆四会石寨村卫星图

图4 云浮云城区鹏石村卫星图

图5 肇庆鼎湖砚洲村西江堤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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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下游地区古村落大部分都建在山腰、山脚，平原地区的村

落则建在山岗上或者山岗前。 该地区的村落大部分为广府梳式布

局，即横竖巷道整齐划一，横向巷道基本上平行于山体等高线，竖向

巷道与山等高线垂直、平行或者呈放射状布局。 从外面看，村落布局

呈现整齐的层梯状。 村前为平整的农田、水塘和晒场，村后为山林，

村后两侧为山谷，从山谷来的溪水绕村而出，雨水通过纵向巷道侧

边水沟排到村外，这样既避免了村内积水，又减缓了村外河道泛滥

的洪水的威胁，避免了山洪的冲击。 村落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体现

出陶渊明诗中“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意境。

肇庆高要黎槎村是一个典型的依山而建、层递布局村落，村落

旁为宋隆河，该河在古代是西江的分支，洪涝季节，西江水分岔后流

经此河，向河道两侧泛滥。 南宋和明朝，苏、蔡两姓先人从南雄珠玑

巷迁入此岗下定居，后因洪水侵扰迁到岗上居住，逐渐形成了如八

卦形状的放射状布局的巷道， 雨水由山岗沿巷道向四周水塘排入，

历经几百年，村民都没有受到洪水的影响（图1），类似这样的古村落

还有蚬岗村。 肇庆和云浮很多村落曾经都有这样的建村历史，如东

岗村、凤岗村、腰岗村。 肇庆高要槎塘村则是依山而建，整齐划一，雨

水从山顶沿纵向巷道排向村外水塘（图2）。 西江流域下游地区绝大

多数古村落都是这种类型， 如笔者曾考察过的肇庆封开的杨池古

村、鼎湖的蕉园村、四会的石寨村，云浮的云城区的下岑村、大田头

村、十八坑村、新兴的楪村等。

1.1.2 村前或环村水塘景观

广府村落前一般都有水塘。 它们不仅具有风水意义，而且还有

防洪、养鱼、防御等作用，西江下游地区的古村落也同样如此。 该地

区村落的水塘多数为自然形成，与山水景观更加和谐。 池塘旁边种

植果树 、榕树或者竹林 ，当洪水向村口蔓延时 ，这些水塘如同 “海

绵”，吸收部分洪水，起到了防洪作用。 如高要的黎槎村环村700m均

为水塘，水塘宽度为20～40m（图1）；四会石寨村环村240多米均为水

塘，宽度20～100m，整个水塘面积比村落面积还大，可以称之为“湖”

（图3）；鼎湖的蕉园村的东面和北面分布着四个大小、形状各不同的

四个水塘，分别呈现出块状、条状、点状；少数水塘为半月形，如云浮

市云城区鹏石村前的水塘（图4），有类似形状的还有兰村，以及郁南

县的五星村。 部分村落村内也有水塘，如云城区山背村，四周的雨水

就近汇入水塘。

这些水塘至今还发挥着防洪作用。 另外，还有养鱼、改善微气

候、提升村落美感的作用。

1.1.3 堤围与滩涂景观

西江下游地区还有一部分古村落建在江边、河边。 那些原来住

在船上、靠打鱼为生的疍民（连家船民），上岸后就近选择在水边居

住，为了阻挡洪水的侵扰，村民在岸边建造堤围，堤围上种植榕树、

竹林。 江面与堤围之间则为缓坡滩涂，在秋冬雨水少的季节，在这里

种植各种农作物，或任其长满野草，形成绿色滩涂景观。 西江两岸的

白石村、桃溪村、砚洲村（图5），云浮郁南南江两岸的兰寨村、古蓬

村，还有云浮云安洚水河岸边的降水村等都是这种类型。

据罗照沦在光绪 29

年绘制的《肇庆府署基围

图》（图6），在现在的肇庆

端州 、高要和四会 ，沿西

江两岸， 建有大量堤围，

比较大型的有景福围、丰

乐围、金西围、金东围、泰

和围，部分堤围迄今还部

分保留 ，如景福围 、长利

围、金西围。 《云浮巿防灾

图2 肇庆高要槎塘村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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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肇庆高要黎槎村前排民居和巷道

图8 云浮郁南光仪大屋

图9 肇庆悦城龙母庙图

（左为位置图，右为实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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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十二五规划》指出，云浮市共有防洪堤 172 宗，其中万亩堤围 4

宗，千亩堤围 29 宗，千亩以下堤围 139 宗，总长395.96km，主要分

布在西江、罗定江、新兴江沿岸，其中一部分为历史遗留的堤围。

1.1.4 村落建筑防洪景观

西江下游一带的传统村落建筑充分考虑了防洪性。古时经济条

件较好的村落民居使用四面青砖作为墙面材料， 这些青砖强度较

高，能够阻挡洪水，并能够耐水湿，具有较好的防洪性。 经济条件一

般的村落则采用外青砖、内土砖或者下青砖、上土砖的墙体做法，具

有一定的防洪性。 那些经济条件较差的采用土砖结构，但下墙部分

用糯米、红糖、石灰、沙石等夯成土墙，也具有较好的防洪功能。

另外，广府村落前排民居一般不对外开大门，而从侧边巷道开

门，加上开窗高且小，就起到了阻挡洪水的作用（图7）。另外，前排民

居一般高于村外地坪（图

7），既有利于排水，又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挡洪

水进入巷道和室内。如高

要黎槎村，村外为环形村

道，前排民居和村道之间

有一米多高差的台阶。

云浮郁南县光仪大

屋距离罗定江（也称为泷

江 、南江 ）仅为110m，受

洪水影响大，但该建筑对

防洪方面的考虑十分周

到。民居四面为高4.5m的

青砖墙，正中的门洞有三

道闸槽，可以拒洪水于门

外（图8）。 其中一座房还

内设一水池， 当降暴雨

时，屋内雨水流向此池，池中设水车，用人力将水车至二楼池中，用

管子排出屋外[12]。

1.1.5 水文化信仰景观

西江流域一带，江河纵横，水文化是其主要文化，表现为古人对

吉祥、平安的一种期望，尤其是对水的敬畏。 如前文所述，古人在建

设家园的过程中，运用各种智慧来避免洪水的侵扰，但终因工程技

术欠发达，在大自然面前力不从心，因洪水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仍

然很多。为此，古人把平安的愿望寄托在水神上。其中龙母就是西江

流域最具有代表性的水神，龙母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就是西江

流域下游的梧州、 云浮和肇庆，《南越志》《岭表录异》《太平寰宇记》

《粤中见闻》《广东新语》等古文献均有相关描述。 迄今，在西江下游

沿岸还留有7座龙母庙， 其中肇庆德庆的龙母庙是西江流域历史最

悠久、规模最大的龙母庙，是一座具有很高文化价值的古建筑，也是

西江边的一道特色景观。 据史料记载，其旁的程溪为龙母文化起源

地（图9），每年来此祈福的民众很多。

2 防洪景观在美丽乡村中的运用

虽然大部分村落防洪景观都已经失去了防洪作用，但却具有较

高的科普、文化价值，属于村落的文化遗产，具有保护和传承的必要

性。 在今天的美丽乡村建设中，更有重要的作用。

2.1 传承古人的营造智慧

古人的防洪智慧对我们当今的乡村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如村落

在选址、排水、建造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科学价值，既可以作为建筑、

水利、生态专业人员学习的案例，也可以作为科普知识对大众进行

普及。

2.2 作为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这些防洪景观反应了古人在社会、 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智

慧，是了解古人生活、生态和生产文化的一个窗口，体现了村落的历

史渊源，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应该加以保护，使后人能够继续了解和

传承历史文化。 如肇庆四会

石寨村保留了一段元代防洪

的村墙 ， 虽然历史上曾有

1000m长，如今只有100m，但

却有很好的文化和景观价值

（图10）， 如果过去能够完整

保留下来， 我们就能更加完

整地了解村落的建设历史。

2.3 作为“留住乡愁”的记忆片段

这些景观承载了村民的历史记忆， 如磨得发亮的石板巷道，高

高耸立的青砖墙，榕荫笼罩的池塘，以及重重叠叠的民居，一条条长

满绿草的堤围，都给村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它们是“乡愁”的

一部分，通过保护它们，有助于激发村民对家乡的自豪感，增强他们

的归属感。

2.4 作为村落地域景观加以运用

高高低低的民居、一条条整齐划一的巷道、大大小小的水塘、陈

旧的青砖墙都是能够体现当地特色的景观。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既

要增加适应现代生活的基础设施，也要保存传统乡村风貌，以体现

地域特色。一些防洪历史遗迹，可以保存下来，作为乡村公园历史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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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肇庆四会石寨村古村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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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的景物。 在肇庆新区建设中，前文提到的肇庆长利冲堤围就被保

护了下来，成为肇庆新区的城市景观。 保存至今的肇庆高要的金西

围始建于宋朝，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一在金西围涌都会举行“广东省

传统龙舟公开赛”，该赛事既是一个体育项目，也是一个旅游项目，

吸引了众多游客观赏。

2.5 作为乡村旅游吸引物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这些防洪景观具有较好的开发价值，能够

转变成旅游资源。 如村内外的水塘，可以作为休闲景观，通过种植荷

花、养鱼、增加休闲设施等提高其旅游价值；青砖房屋可以作为民宿

建筑；巷道可以作为摄影、漫步小道；河堤或江堤可以作为自行车车

道或者步行休闲步道等。

笔者负责完成的云浮市云城区山背村的美丽乡村规划就尝试

了这个策略。 由于气候和地形地貌条件、村庄建设、城市化和土地利

用等原因，该村庄靠近前锋河新村部分受到洪水的影响很大，山前

无人居住的古村落区域却没有受到影响。 对此，规划团队提出以下

总体策略：把洪涝防治与古村落保护、文化旅游、美丽乡村建设结合

起来。 具体措施包括：梳理和整治古村的巷道和排水沟，恢复传统风

貌和排水功能；拆除被洪水淹没的新村，连同旁边的被水淹且废弃

的农田一起改造为湿地公园和乡村公园；根据古村落历史建筑的现

状，分别通过保护、修缮、拆除、新建的方式加以利用，并作为文化展

馆或文化活动馆、民宿、菜地和果园、新岭南民居，让洪水淹没区、住

宅被拆除的村民回迁入古村落居住、创业；严格保护村落依山而建

的风貌格局，包括保护巷道走向、控制新建房屋高度和外观，按照房

屋占地轮廓建成菜地或者果园；对现有的废弃空地、杂乱地、多余的

水泥地进行整治，按照古村落肌理建成菜地或者果园，增加绿色空

间，使之变成吸水的“小海绵”。 该规划策略得到了甲方的认可和接

受。

3 结语

西江下游地区的乡村受洪涝灾害影响比较严重， 但保存着众多

的古村落，究其原因，是由于这些村落对洪水有较好的适应性。 层梯

状地形地貌、村前或环村水塘、堤围与滩涂、村落建筑等典型的防洪

景观，体现了古人在防水治水方面的营造智慧，也是留给当代人的

文化遗产。 对些地域性景观进行保护和利用，不仅可以留住“乡愁”，

也可以作为乡村旅游资源，提高乡村的旅游价值。 这对于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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