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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神垕是享誉中外的历史文化名镇，名闻天下的传统钧瓷工艺和极富特色的明清街巷风貌为神垕带来了
无数美誉。 然而，与拥有完整界面形态的老街相比，神垕的其他街巷由于无序建设和管控不当致使其传统景观肌理
遭到了破坏，造成整体景观基质碎化、文化与物质遗存比例失衡的问题。 而以往专注物质层面研究的方法已被证明
存在着割裂地域文脉、忽视人文传统的明显局限，如何针对“神垕特点”提出有效的肌理保护、修复策略始终是值得
深思的难题。 本研究从文化入手，以老街的景观肌理为蓝本，以空间形态、肌理基础颇似老街的白衣堂巷弄为依托，
在系统分析老街肌理特色的基础上，展开通过情感节点串联人文传统的肌理弥合思路阐释。

关　键　词： 景观肌理；空间；历史文化名镇；传统村镇；神垕镇
中图分类号： ＴＵ－８５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３桘２３６３（２０１５）０６桘００７６桘０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 －０６ －１０；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５ －１０ －０８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ＰＡＰＤ）；２０１１

年博士点基金联合资助 （国家教育部和江苏省教育厅 ） 项目
（２０１１３２０４１１０００６）

作者简介： 刘磊（１９８２ －），男，河南郑州市人，博士研究生，主要

从事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传统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研究 ， （Ｅ-ｍａｉｌ）
４６９２３１３６７＠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 张青萍（１９６５ －），女，江苏南京市人，教授，博士，博

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园林建筑设计和景观规划设计方面的研究，（Ｅ-
ｍａｉｌ）ｑｐｚｈ＠ｎｊｆｕ．ｅｄｕ．ｃｎ。

　　神垕是我国著名的“北方瓷都”和“钧瓷之都”，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被列为第 ２ 批国家历史文化名镇（村），被誉为
“中国唯一活着的古镇 ”。 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
到，盛誉之下的“活”并非仅指传统制瓷产业的延续。 古

镇的“活”，应该具备鲜活的传统风貌、优雅的景观肌理
和永续的更新动力。 作为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缩影，神垕
暴露出的问题也正是中原地区传统村镇普遍存在的共

性缺憾———局部、片段的完好远不足以遮蔽整体风貌残

破的尴尬，丰富、悠久的文化远不足以取代物质肌理构
筑的真实。 正因如此，以拥有近似背景的两条古街为
例，分析现有景观反差巨大的原因，探索具“自组织”动
力的弥合策略，显得极为迫切和重要。

１　案例概况
1．1　区位特征

地处伏牛山浅山区的神垕，宋时称“神垕店”，明时
称“神垕镇”，为禹、郏、汝三县交界。 虽然当地的地下水
储量极小，但矿产、陶土资源的丰富依然为制瓷业的兴
盛提供了契机。 据考证：早在夏、商时期，就有人在此从
事农耕和冶陶 ［１］ ，借助自然给予的巨大优势，制瓷业逐
渐成为古镇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也日益成为古镇生长

拓展的根本动力。 唐时钧瓷的出现，更奠定了神垕“北
方瓷都”的地位。 从一首广为流传的明清民谣中，足以
见证古镇昔日的繁华：“进入神垕山，七里长街观；七十
二座窑，烟火遮住天；客商遍地走，日进斗金钱”。

老街，俗称“七里长街”，位于神垕镇镇区中心，是古
镇形成的基本骨架。 老街将原肖河（驺虞河）两岸的二
道街、高老庄、朱园沟、茶叶沟、老窑坡 ５ 个村寨连为一
体，逐渐发展为东大街、西大街、白衣堂街、北寨街、祠堂

街、红石桥街、杨家楼街等数条街道纵横的格局体系 ［２］ 。
白衣堂街位于今市场街以西的关帝庙村，距老街仅

有一河之隔。 白衣堂街与老街迥异的风貌成因具有典
型的相似性和特殊性。 相似性：其一，老街与白衣堂街
以前同属东寨，生长背景相似；其二，案例选取的老街与
白衣堂街具有长度、转折、界面、节点、单元的相似性。

特殊性：其一，老街位于驺虞河东侧，大体呈东西走向。
白衣堂街位于邹虞河北侧，大体呈南北走向；其二，从组
成单元和街道功能来看，老街属商业性街道，白衣堂街
属生活性街道。 为了案例取样和分析标准的统一，选择
白衣堂街关帝庙至驺虞河段以及老街望嵩寨门至东交

叉口段为基本素材①。

1．2　单元关系
血缘与地缘一直是传统村镇组织、建构的两种基本

属性。 血缘，是由婚姻或生育而产生、形成的一种社会
关系，包括先天血缘关系（直系血亲、旁系血亲和三代以
内的旁系血亲）和后天血缘关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等关系，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其他亲属关系）。 在人类由
游居向定居、聚居的转化过程中，正是血缘维系着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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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所称的“白衣堂街”、“老街”均特指按一定标准截取
后的片段。



群体的稳定。 地缘，是血缘关系的“投影和一种次生现
象，是血缘村落分裂的结果” ［３］ 。 恩格斯曾把以地缘关
系而非血缘关系划分、组织国民的国家视为人类社会发
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进步标志 ［４］ ；日本学者清
水盛光把中国农村社会的村落性质分为血缘性村落和

地缘性村落两种基本属性 ［５］ ；费孝通用“血缘和地缘”这
对概念来描述村落社群的建构方式，并认为“血缘是身
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

系⋯⋯是契约社会的基础” ［３］ 。
神垕镇的肌理单元可分为以“家庭”为代表的个体

单元和以“村寨”为代表的整体单元。 以“家庭”为代表
的个体单元之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村寨”为代表
的整体单元之间，以业缘关系为纽带 。 从格局生成来
看，两类单元均经历了单体生长、村寨结合、格局定型 ３
个阶段。 单体生长为第一阶段，以 ５ 个村寨各自的形成
为标志，该阶段是古镇制瓷业的发展期。 村寨结合为第
二阶段，以 ５ 个村寨的合并为标志，该阶段内，随着生产
分工、商品交换的联系加强，地缘关系逐渐取代血缘关
系成为村落延续的主要纽带，无论个体单元的形制还是
整体单元的格局，都离不开商业因素的作用。 格局定型
为第三阶段，以钧瓷技艺的巅峰和古镇格局的稳定为标
志，虽然民居单元依然以姓氏来命名，如温家院、苗家院
等，但社会关系已完成了由血缘向地缘的转化。

1．3　性质界定
以此为据，神垕古镇的性质界定，可认定为典型的

地缘性村落。 原因有二：第一，血缘性村落以单一姓氏

为主，地缘性村落以异姓混居为主 ［５］ 。 神垕镇的社会结
构中，姓氏比例较为均衡，这也与几次历史移民有关，历
史上的中原曾在多次战乱和灾害的荼毒下人口大幅减

员，战争除直接造成中原地区人口的毁灭性减少外，还

加速了人口的迁移和流动。 元末明初时，中原地区甚至
一度沦落到需要统治者动用官方力量组织移民来恢复

生产的境地，如举世闻名的明初山西洪洞大移民。 也正
是从明代开始，神垕镇迎来了多次移民，经过几百年的

繁衍生息，这些移民后裔大都发展为大户人家，有的规
模甚至达到几千人。 第二，血缘性村落以宗族关系为组
织纽带，地缘性村落以商业关系为组织纽带 ［４］ 。 神垕镇
的民生基础、业态构成、分区布局、发展动力等方面基本
都围绕制瓷业展开，商业因素是古镇生长、拓展的基础。

２　样本特征
2．1　视角思辨

许久以来，学界对空间、肌理等系统的分析热衷于
以现代主义元素解构的视角展开，但事实证明，这种推
崇物质要素的研究方法忽视、排斥着地方历史传统和需
求，现代主义在人性的态度、形式的过分简化和空间的
连续等方面，背离了历史的束缚 ［６］ 。 尤其在面对以风

水、礼法、民俗等人文信条支撑的传统村镇时，更表现出
极强的局限性与片面性。

首先，传统村镇是人类社会性聚居实践与自然时空
结合的产物，是在不同地域范围内，由文化形态与自然
地景相交互所形成的一种“以文化为基础，在自然、人文
之间相互扩散、渗透的聚居特质综合体（ ｔｒａｉ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在其内部存在着一种能够相互作用
并维持固有关联的秩序结构，这种秩序结构，可以被理

解为一种深层的组构规则 ［７］ ” 。 对于中原地区传统村镇
而言，文化性远远大于物质性 ，在环境、空间、技术、形
制、审美、植栽等几乎各个层面，都受到过文化范畴的
“力”的影响。 所以，抛开文化而单纯从肌理、空间等物
质要素的角度展开讨论，未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其次，传统村镇是一个有机、复杂、动态的多元生态
结构，在内部和外部作用力的双重推动下，按照由无序
到有序、由有序到稳定、由稳定到解体的规律演替。 这
种籍由内、外资源间互为传播、交融、转化所形成的生长
现象，被称为“自组织” （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根据韦伯斯
特的理论，“自组织”的实现离不开 ２ 个“基本动力”的影
响：一是内部的突变，二是外部的变革。 对于以神垕为
代表，从未经历文化与肌理真正“分化”的中原地区传统
村镇而言，这一论断的应用关键在于梳理出文化与物质
两大体系之间的基本作用方式。

2．2　理念提出
当对传统村镇的任何一项肌理要素、任何一种形态

特质进行深入探究时，便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泾渭分

明、轮廓清晰的单元，无论是外在物化的风貌特征，亦或
是遵循倚仗的建构规律，无一不综合显现着其与深层文
化内涵之间彼此叠合的密切关联。 拉普卜特认为：“对
环境质量这样的概念，需要从文化的内部，作主位（ ｅｍｉ-
ｃａｌｌｙ）推敲，并要重部落成员之所重；而不是局外者的视
角，只是作客位（ ｅｔｉｃａｌｌｙ）分析 ［８］ 。”正因如此，对物质要
素的正确审视，应在某种特定的时空坐标之下，将其视
为植根于价值信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

等文化土壤之中的一种文化物化现象。 为了将新陈代
谢的循环统合为一个有机体，必须要有将它们联系起来
的联结腱 ［９］ 。 这种“联结腱”所承担的作用和方式，可以
视为“弥合”。 用于景观肌理修复的“弥合”，不仅强调对
物质层面中各肌理要素的整治，更关键的是体现出了对
人文、文化等非物质层面的修复。

弥合的过程，大体分为样本特征提取和对象差异弥
合 ２ 个步骤。 步骤的实现，首先，样本和对象之间应具

有某种相似前提，如同文化圈层、同地域背景、同发展动
因等；其次，样本和对象之间能够以这种相似前提为平
台，进行功能、感知、审美、意义等方面的交互；第三，弥
合后的元素必须重新在新的系统中达到平衡和有序，从
而获得基于自组织性的“基本动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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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要素划分
不同的分类标准会导致不同的分类结果，鉴于传统

村镇本就存在文化与物质的混同特征，应避免规划学、
艺术学、美学体系中按形式美法则进行划分的旧有惯
例。 特征要素必须具备从文化内构至物质外构的双重
意指功能，提取过程也必须保证要素能在特定的制度和
规则下完成文化编码与载体符号的对应 ［１０］ 。 基于此，以
神垕镇传统风貌保存最为完好的老街为样本，对肌理单
元进行提取、重组，得到层面要素和构成要素两大类。

层面要素代表人类聚居形态发展的 ３ 种基本状态。

根据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任何聚居形态的发展均包
含有象征精神崇拜的神性空间（从低级阶段的自然崇拜
至高级阶段的宗教信仰）、象征所有制度的权性空间①

（从低级阶段的氏族公有至高级阶段的阶级划分），以及
象征行为建构的人性空间（从低级阶段的生存需求至高
级阶段的规则范式）三大层面 ［１１］ 。 其中，神性空间包括
因承载宗教、信仰、风水等功能所产生的肌理、文化单
元；权性空间包括因承载礼制、宗法、行政等功能所产生
的肌理、文化单元；人性空间包括因承载血缘、生产、生
活等功能所产生的肌理、文化单元。

构成要素代表人类聚居形态物化的三重基本特质。
在“家—国—天下”与“人权—家权—神权”的三极同构
框架下，规范聚居建制的母题规则亟需找到对应的“实
象化”凭借。 于是，构成村镇景观风貌的各项要素同样
耦合为一种规则式的组织语言———类化于语素的“向”、
类化于句式的“序”和类化于章节的“界”。 其中，“向”

可理解为具有同构性或轴向性的“核心”，“序”可理解为
具有等级性或层次性的“秩序”，“界”可理解为具有实体
性与意象性的“界面”。

按照肌理单元的两种规模，老街的空间单元被分解

为：象征整体神性空间的伯灵翁庙、象征个体神性空间
的院落神龛；象征整体权性要素的街巷形制、象征个体
权性要素的民居形制；象征整体人性空间的场空间（公
共空间）、象征个体人性空间的折空间（转折空间）和遮

空间（檐下空间）（表 １）。

表 1　要素的界定与划分
Tab．1　The definition and dividing of elements

要素 空间类型 肌理单元规模 具体指向

层面要素

神性空间
整体神性空间
单元神性空间

伯灵翁庙
院落神龛

权性要素
（权性空间）

整体权性要素
单元权性要素

街巷形制
民居形制

人性空间
整体人性空间
单元人性空间

场（公共空间）
折（转折空间）
遮（檐下空间）

构成要素

向
整体单元
局部单元

朝向
坐向

序
整体单元
局部单元

轴向、等级
序列、节奏

界 单元 围合

2．4　特征分析
将层面要素与构成要素两两结合，可产生出 ３ 组基

本关系图式，即：神性空间的向、序、界；权性要素的向、
序、界；人性空间的向、序、界。
2．4．1　神性空间的肌理特征 。 伯灵翁庙又称 “窑神
庙”、“火神庙”，始建于宋，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１４９６
年），并经清光绪十三年 （ １８８７ 年 ）和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 年）两次重修，供奉司窑之神孙伯灵（孙膑）、司土
之神后土娘娘和司火之神金火圣母三尊神祇。 每逢入
窑前后②或黄道吉日，镇民们均会来此祭拜。

伯灵翁庙位于老街西侧路北，为典型的中轴对称式
布局。 依次分布的花戏楼、戏台院、窑神殿③、后庭院构
成了坐北朝南的轴线序列，并使空间产生了 “实—虚—
实—虚”的节奏变化；对称的东西日月门、耳房④又强化

了空间的前后等级；由青石砖墙围合成的边界封闭、清
晰，进一步凸显了空间的神性；虽然庙内建筑多已损毁，
但从正门九脊歇山顶的花戏楼⑤推断，原先庙内建筑和
空间的形制、规格、装饰等级皆应远超其他肌理单元⑥，
因此成为老街的物质空间统领和人文空间核心。

俯拾皆是的院落神龛反映出古镇居民淳朴、趋吉的
精神生活意象。 这种形制简单的个体神性单元一般位
于老街两侧民居、店铺的第一进院内，借助正对院门的
厢房墙壁凿出龛位，下摆供桌、香案，形成半围合式的点
状空间单元。 统一审视老街上的两种神性空间，不难看
出其设置初衷、功能负载、意义指向均与所在单元的地
缘特征———商业性息息相关。

2．4．2　权性要素的肌理特征。 作为支撑古镇主体骨架
的老街（截取段）大体呈东西走向，分为由两侧商铺、民
居构成的侧界面和由寨门、路口构成的端界面。 排除作
为神性节点的伯灵翁庙和近代建设的电影院，侧界面的

形制、色彩、尺度、肌理呈较为统一的均质特征。 临街建
筑门面以一层居多，檐口高度均小于 ２．５ ｍ，即便连上屋
脊，总高度也不超 ５ ｍ，与街道的高宽比基本保持在 ０．８
～２ ｍ 之间 ［１２］ 。 西侧端界面的“望嵩”寨门由青砖砌成，

建于清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 年），建筑上方设有炮楼和炮
孔，主要作防灾和防御之用（图 １）。

老街侧、端界面表现出的权性特征差异，主要源于
空间功能、建筑性质的不同。在侧界面中，民居和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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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由于两条街道上均未出现衙、署等政治性建筑，故以“空间
权性要素”代替“权性空间”论之。

由于钧瓷的烧制难度极大，素有“十窑九不成”之说，所以每
逢关键的“烧窑”环节，居民皆来祭拜祈福。

窑神殿坐北朝南，已毁，现仅存台基。
已毁，现仅存东门。
花戏楼为挑角单檐式的九脊歇山形制：屋顶覆盖三色琉璃

瓦；檐下由 ２２ 根攒斗拱和 ４ 个转角铺就；面阔四柱 ３ 间，主间宽 ３．８０
ｍ，东西次间宽 ２．０５ ｍ，进深均为 ６．５０ ｍ；面向老街的山门门额上建
有单檐 ３ 坡、挑角厦式的门楼 １ 座。

因电影院为文革时期所建，不具有类比性，故不再赘述。



图 1　老街的建筑立面肌理
Fig．1　The Old Street building texture

是最基本的构成单元，“一进三”或“一进四”式的院落空
间序列依次承担着生产—生活—商业的功能，发生在第
一进院落中的交易行为与老街上的居民主体发生共性

交互，使得以家族血缘为中心的院落单元与以商业地缘
为核心的街道单元达成了联结可能。 在端界面中，由于
寨门背后便是护寨河和驺虞河桥，寨门又能提供极好的
遮阴效果，心理的亲水性和环境的舒适性使得权性要素
与人性空间再次产生交互，这两种交互性共同赋予了老
街功能、空间、行为的混合特质，空间氛围也因而展现出
亲人、统一的人文性格（图 ２，图 ３）。

图 2　临街院落形制
Fig．2　Style of street courtyard

图 3　临街院落形态
Fig．3　Shape of street courtyard

2．4．3　人性空间的肌理特征。 场，又称“广场”、“坦”，
是举行集体活动的公共空间单元。 老街的“场”位于伯
灵翁庙内，由于当地有着“飙戏”的习俗①，花戏楼前的主
“场”和左侧戏台前的副“场”共同组成了老街上尺度最
大的“人性空间”。 不同功能与时段的结合使得集体祭
祀行为和个体休闲行为在同一空间发生集聚，“场”于是
成为神性空间与人性空间的叠合体。

折空间可被视为介于块状“场”与线状“遮”之间的

点状空间，共有 ６ 处半围合状态的转折组成；遮空间，又
称为“灰空间”、“过渡空间”、“檐下空间”，其形态由两侧
民居的台阶和屋檐共同界定。 由于个体肌理单元形制的
类似，遮空间的形态呈较为连贯的“线形”（图 ４，图 ５）。

图 4　老街的空间节点
Fig．4　Space node of the Old Street

图 5　白衣堂街的空间节点
Fig．5　Space node of the White Tang Street

场、折、遮共同构成的人性空间涵盖了点、线、面 ３ 种
基本形态，尺度的多样和功能的混合将空间与生活紧密贴
合，塑造出老街亲切、舒适、丰富、统一的生活气息。

３　症结关键
　　提取白衣堂街的层面肌理要素和构成肌理要素，与老
街的各项肌理特征进行对比，分别得出对应三类空间的肌
理特征差异分析表。

3．1　神性空间肌理特征的对比
从数量上看，白衣堂街的整体神性空间节点较之老街

还多出一个（义槐），但碍于街道本身的地缘性质已被破
坏，致使神性空间不能与生活性的街道达成互动，造成了
街道功能使用度、参与度、接触度、便捷度的下降（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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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间习俗，两台戏曲同时上演，依据台下观众掌声的热烈程
度判断戏班水平的高低。



表 2　案例街道神性空间肌理特征对比
Tab．2　The contrast of divinity space textures of case street

对比项 对象范围 老街 白衣堂巷

要素
全镇
民居

伯灵翁庙
神龛

关帝庙、义槐
神龛

区位（向） 全镇
民居

伯灵翁庙：街道尽端，坐北向南
神龛：多在第一进院落内，但不固定

关帝庙：巷弄尽端，坐西向东；义槐：巷弄中部
神龛：多在第一进院落内，但不固定

承担功能
全镇
民居

伯灵翁庙：信仰、休闲、娱乐
神龛（信仰功能）

关帝庙：信仰；义槐：信仰、休闲、娱乐
神龛（信仰功能）

界
全镇
民居

伯灵翁庙：有院墙围合
神龛：半围合（背靠墙）

关帝庙：有院墙围合；义槐：院内
神龛：半围合（背靠墙）

序
全镇

民居

伯灵翁庙：存在轴线等级序列，为花戏楼—戏台院—窑
神殿—后庭院
神龛：无轴线等级序列

关帝庙：存在轴线等级序列，为山门—庭院—拜殿—中院—正
殿；义槐：无轴线等级序列
神龛：无轴线等级序列

与人性空
间关系

全镇

民居

伯灵翁庙：与居民日常生活互动密切

神龛：与居民生活互动密切

关帝庙：与居民日常生活疏离度高；义槐：与居民日常生活疏
离度高
神龛：与居民生活互动密切

与地缘的
符合度

全镇
民居

伯灵翁庙：符合当地业态文化，与居民日常生活互动密切
神龛：与居民日常生活互动密切

关帝庙：符合当地信仰、文化，但与居民日常生活疏离度高
神龛：与居民日常生活互动密切

　　另外，在神性空间与人性空间的结合上，老街的伯灵
翁庙同时承担着节日祭祀、日常休闲等功能，神性要素与
生活要素相互叠合；白衣堂街的神性空间（关帝庙）和人
性空间（场）相对隔离、孤立，加之折空间和遮空间并不能

很好地负载各自的功能，这便是造成白衣堂街缺乏人文活
力的第一重原因。

3．2　权性要素肌理特征的对比
在端界面的对比中，老街的人性空间（交叉口）与权

性空间（寨门）都已可作为居民日常休闲的节点，白衣堂

街仅有人性空间（交叉口）与生活功能的接触相对频繁，
神性空间的关帝庙基本脱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侧界
面形态上，建立在商业关系之上的地缘性质决定了构成单
元形制的统一，保证了肌理形态的均质；白衣堂街在丧失
了地缘甚至血缘的维系后，单元与单元、单元与整体之间
的互动动机、互动机制也随之消亡，其直观表现即为肌理

尺度、规格、装饰的破碎化和冷漠化。 这便是造成白衣堂
街缺乏人文活力的第二重原因（表 ３）。

表 3　案例街道权性要素肌理特征对比
Tab．3　The contrast of

authority element textures of case street
对比项 老街 白衣堂街

要素构成
端界面：路口、寨门
侧界面：民居、商铺

端界面：路口、庙宇
侧界面：民居

端界面形态 人性空间、权性空间 人性空间、神性空间
侧界面形态 近似、均质 差异、破碎
基本单元 一进三、一进四式合院 不一

单元与街
道关系

生产—生活—商业；互动 无互动

单元维系
局部单元：血缘；整体单
元：业缘

局部单元：无；整体单
元：无

3．3　人性空间肌理特征的对比
在传统村镇中，人性空间往往最能展现其宜人、亲

切的风貌活力。 老街的场、折、遮空间，其形态、区位、数

量、尺度各有差异，丰富的变化足以覆盖日常生活的各
种行为（交谈、聚会、娱乐等），利用的便捷和功能的普适
也构筑出老街细腻、温润的人文内涵。 反观白衣堂街，
地缘关系断裂造成了人与空间、人与人之间互动性、关

联性的下降，虽然白衣堂、邓禹楼等颇富传奇的遗存节
点稍稍提升了街道的人文气氛，但依然不足以盘活整个

街区的活力。 这便是造成白衣堂街缺乏人文活力的第
三重原因（表 ４）。

表 4　案例街道人性要素肌理特征对比
Tab．4　The contrast of

humanity element textures of case street
对比项 老街 白衣堂街

要素构成 场（１）、折（６）、遮（有） 场（１）、折（３）、遮（无）

区位
场（庙内）、折（不一）、遮
（连续）

场（庙外）、折 （均分 ）、
遮（无）

形态
场（块状）、折（点状）、遮
（线状、连贯）

场（块状）、折 （点状 ）、
遮（无）

与街道关系 场（好）、折（好）、遮（好） 场 （好 ）、 折 （差 ）、 遮
（差）

４　结论
　　在文化层面上：（１）重塑维系纽带。 白衣堂街风貌
缺失的最大症结在于失去了纽带的维系，结合古镇未来
发展目标，重新定位白衣堂街与古镇发展互补的功能规
划，引导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单元之间建立共性的
地缘、业缘关系。 （２）恢复人文活力。 人文活力的恢复
关键在于弥合已然失去了的交往、互动动机，利用政策
扶持、公益宣传、民俗策划等手段，吸引外迁人员回流，
并依据重新定位后的街区性质调配单元分布和业态比

重，使其紧密贴合生活，为单元间的交互打造平台。 （３）
培养文化底蕴。 地域文化的底蕴是历史传统积累的结
果，摒弃现代视角的功利性局限，从现有神性、权性、人
性空间的遗存入手，纵向发掘结合横向关联，避免再度
陷入失衡发展的文化斑块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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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层面上：（１）重视核心发掘。 依托义槐节点
进行开发并非空穴来风。 据久居于此的老人们回忆：古
槐经百年而不枯，雷殛倒不伤主；每遇小恙只须饮用槐
叶水即可痊愈⋯⋯正因如此，古槐受到百姓的膜拜，尊
其为“义槐”。 以古槐为中心，拆除周边私建楼房，拓宽
节点尺度，形成呼应于关帝庙的又一节点核心。 （２）规
范界面形态。 参照影像、照片、老街等佐证资料，采用
“修旧如旧”的方式对建筑天际线、层高、檐口、立面、材

质、门窗、装饰等实体界面进行规范修整，鼓励居民在规
定范围内进行一定程度的自主维护 ［１３］ ，并借助行政、法
律、奖惩等机制杜绝私拆乱盖现象的发生，保证风貌的
均质。 （３）丰富尺度变化。 多样而宜人的尺度既是容纳
多种日常行为的场所前提，又是丰富传统村镇风貌的审
美保证。 应用连、断等手法增加场、折、遮空间的形态、
虚实、节奏变化，在地域自然与文化语境的有机联系中
弥合话语体系的紊乱，避免肌理单元形态的异化与趋
同 ［１４］ 。

城市更新和体制转型必然要求传统村镇在保护与

开发中做出取舍，基质破碎和文化厚重的矛盾特性既警
醒我们应抵制庸俗审美、功利目的、肤浅认知的批量复
制，又敦促我们要摆脱方法局限，充分凭借中原地区传
统村镇的文化优势，回到文化与肌理关系建构的“本源”
层面，还社会生活于地域真实，慎重而细致地弥合已然

消褪的地域时空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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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Ｓｈｅｎｈｏｕ ｉｓ ａ ｆａｍｏｕ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ｗｎ，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ｓ ａ ｅｍｂａｒｒａｓｓ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ｗｈｏｌ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ｂｒｏｋｅｎ，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ｈｅｒｉｔ-
ａｇｅ．Ｔｈｅ ｅｘｐｏｓｅｓ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ｉｎｓ．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ｈｏｗｎ ｔｏ ｅｘｉｓ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ｉｇ-
ｎｏｒ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Ｈｏｗ ｔｏ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ａ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ｉｍｅｄ ａｔ “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ｈｅｎｈｏｕ”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ａ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ｒｏｖｏｋ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ａ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Ｓｔｒｅｅｔ，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ｉｄｅａ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ｆｉｘ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Ｗｈｉｔｅ Ｔａｎｇ ｓｔｒｅｅｔ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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