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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桂湖水系演变及特点研究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Xindu Guihu Wat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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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鉴于历史地图自身信息的模糊性，采用历史地图解译法对桂湖水系相关的历史地图进行解译绘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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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译图纸能较为清楚展示桂湖水系的演变过程，进而相对客观地总结其水系的演变特点。从城市水系与园林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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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周边建筑营建、水系空间形态划分 3 个方面，按照隋唐、宋代、明清、近代、现代的时间段对桂湖水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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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并从新都城市水系与桂湖园林水系的关系、水系周边建筑功能及附属空间属性的变化、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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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艺术划分 3 方面归纳总结水系演变特点 : 1）新都城市水系与桂湖园林水系在形态结构联系上呈现出完整、
完善、破坏、重建 4 个阶段，桂湖园林水系与新都城市水系在水系体系构成上经历融合、维持、撤离、融入 4
个阶段的变化。2）水系周边建筑功能经纪念性萌芽、公共性增强、纪念性强化、纪念性精炼的变化，其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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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湖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桂湖中路，占地
2

2

不精准，很多时候甚至只是一种认知意向或
[8]

先绘制新都城市水系解译图，再结合桂湖相

面积 4.8 万 m ，湖水面积 2 万 m ，保存了早

概念的表达

。由于历史地图的模糊性，其真

关文献及现有图纸，推测并复原各时期的园

期“一池三岛”的传统构园方式。现阶段对

实的空间信息很难直观表达出来，由此提出

林水系，最终将各时期城市水系和园林水系

桂湖的研究主要有 3 方面：1）从园林的起源、

在现代矢量地图上精确表达空间信息的历史

分别进行对比分析，阐述其演变过程、总结

历史沿革与园林特征来整体介绍其造园艺术

地图转译方法。历史地图的空间解译是将历

水系演变特点。

的独特性

[1-2]

；2）从具体的研究要素来侧面阐

述桂湖的园林特征

[3-4]

；3）运用现代理论与方

法对桂湖的园林特点进行图示化分析

[5]

。但

史的空间、信息要素进行空间转译，并依据

首先通过历史文献研究法，搜集隋唐、

叠合点来同现状图进行叠加的一种规划研究

宋、明、清、民国、近现代时期与新都城市

，该方法通过对古代历史地图中所携载

及桂湖相关的诗文、地方县志等历史资料，

以上研究都未针对桂湖的水系进行系统性的

的历史信息的梳理，以系统分析方法辨识和

并从桂湖与城市水系的关系、园林建筑营造、

历时研究。水系作为园林中最为活跃的要素，

重建历史空间的结构特征及演化过程，并形

水系划分等方面来梳理。对隋唐、宋代的水

一直是园林历史研究的热点

[6-7]

。对水系历史

方法

[9]

成空间矢量数据库

[10]

。

系演变主要从文字上说明，而清代、民国、

演变的研究能够侧面揭示其园林特征的形成

精确解译的历史地图对城市历史研究和

近现代城市与园林的相关图纸较全，可通过

过程，因此本文作者以历史地图解译法为技

对城市保护及空间发展战略，都有重要的价

历史地图空间解译法进行解译。先对历史地

术手段，运用历史转译图纸，呈现桂湖水系

值。首先，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原演变的过程，

图中城市的城墙、水系、建筑、道路以及桂

[11]

的演变过程，并通过图纸对比来分析水系的

进而分析出其背后所蕴含的规律和特点

；

湖的范围、水体、植物、建筑等相关历史要

演变特点。

其次，将转译的历史空间要素融入现有城市

素进行分类提取，然后同比例转绘为数字化

规划中，还能形成一体化的历史城市保护及

地图，再依据城墙内外道路、城楼门及园内

空间发展战略，将发展与保护有机协调，便

固定建筑来建立参考系，将之前的数字化地

1 历史地图解译的方法研究
1.1 历史地图解译的概念与价值
中国古代志书中常见的城市舆图，若以
今天的标准衡量，则形状、尺度、方位等均

于文脉的传承和特色的彰显

[10]

。

1.2 历史地图解译的方法运用
基于上述研究，运用历史地图解译法，

图与新都城市及桂湖的现代矢量图进行叠合，
最终得到桂湖自身水体演变以及与整个城市
水系相关的解译图（图 1）。

1
1 桂湖水系演变过程图
Evolution of the Guihu wat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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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桂湖的水系变迁
2.1 蜀汉的开凿—湖池的初步形成
桂湖的开凿，可追溯到两汉。新都为古
蜀国开明王朝所建，秦灭蜀后，于汉代才置
县建制，其治所（今军屯镇）距后来新都县
城约 20 里（10km）[3]。蜀汉章武二年（222 年），
卫常在此凿湖筑堰，杨道南在《桂湖记》记载
到：“桂湖始名卫湖，蜀汉章武中卫常凿湖
筑堰，修水利以溉民田。后人德之常，名卫湖，
2

不忘本也。”由此可以看出，桂湖是由卫常修

3

水利，建筑堤堰所凿而成，后人为记住卫常的
恩德，遂称卫湖。而在汉代，此处应是一个
行政单位“亭”，而“亭”所在之地的天然湖，
则应是桂湖最早的前身 [2]。

2.2  隋唐的南亭—水系的景观提升
隋朝将“卫湖”改名“南亭”，在原来
基础上对水中、水边、水岸的景观进行提升，
至初唐已成为文人名流聚会宴饮之所。隋开
皇十八年（599 年），新都城迁到今址，原
“亭”之所在地，正好位于县署之南，故名
南亭。初唐著名宰相张说和郭元振，在通天
元年（696 年），曾在此宴饮唱和，赋诗送别。

4
2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的新都城池图
Xindu city map in 1844

5
4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的桂湖效果图
Effect map of Guihu in 1844

3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的新都地舆图
Xindu atlas in 1844

5 民国 18 年（1929 年）的桂湖平面图
Guihu plan view in 1929

张说在《新都南亭送别郭元振、卢崇道》诗
中写到：
“竹径女萝蹊，莲洲文石堤。静深人
俗断，寻玩往还迷。碧潭秀初月，素林惊夕

此诗的诗注写到 “轩有外氏周次元帅蜀时诗

2.5 清中晚期的修建—水系格局的奠定

栖。褰见纳蟾影，理琴听猿啼。”由诗可知，

也”，这说明新都驿在湖光水色、林泉之胜

引水入园，园林水源由此确定。从清道光

唐代南亭的湖池经过文石垒堤，比汉代的天

的环境下，结合名人显宦的题咏、园林建筑

《新都县志》的城池图（图 2）和地舆图（图 3）

然湖池已有所提高，而诗中所描绘水岸曲径

的建造，已是当时宋代文人名流聚会常选的

可看到护城河水引自城外南门河，城市西南隅

通幽、翠竹成林，水中遍湖红莲、碧池映月，

名胜之地。

标有“桂湖池”3 字。从道光新都城市水系解

水边琴声悠扬、猿啼声声的丰富景观，为南

2.4 明末清初的衰败—水系的荒废干涸

译图可看出，水从护城河经城墙并于桂湖左侧

桂湖在遭受明末战乱与失去资费的双重

进入。由此可知，桂湖水源先经南门河流入护

亭增色不少。

2.3 宋代的新都驿—水系的动静有致
宋代的新都驿较隋唐的湖池而言，增加

影响下，最终无力经营、日渐荒废，致使水
系干涸，变为解费田，宋时名胜之区不复存在。

城河，再由护城河引入园林所形成。
水系周边建筑得到增建，道光升庵祠的

了“泉”这一水体类型，而水石林泉之声也

明代杨升庵的状元府离新都驿很近，他 “沿

建立实现了对杨升庵的纪念功能。道光十二

构成了有动有静的水系。宋代由于驿站制度

湖遍栽桂树”，还为新都驿起有雅号“桂湖”。

年（1832 年），县令汪树于湖东建仓颉殿、

的完备，“亭”字的本义逐渐被“驿”字取代，

但明末战乱不断，唐宋以来的建筑、桂树均

南岸建观音堂、小岛建方亭（今枕碧亭）。道

“南亭”改名为“新都驿”，一直沿用到明末。

被毁。清康熙六年（1667 年）恢复新都驿时

光十九年（1839 年），县令张奉书于湖中筑台、

南宋陆游经过新都驿时，曾做诗《署行憩新

改名广汉驿，将其迁到城外，从此驿站与园

建升庵祠、葺观音堂，并在湖心台上建水心

都驿》，诗中“散策急行寻水石”描写了以

林分家。原驿中的桂湖因失去驿馆资费而无

亭（今交加亭）。

水石之声来寻找新都驿的场景；诗人刘望之，

力经营，渐被荒废。至乾隆时期“水涸易长

园林水系得以划分，在前代湖池结构基

在《新都驿平远轩》写到“凭栏招白鸟”，

葑草，淤者过半”，清乾隆十七年（1752 年）

础上，以一池三岛、岛上建祠亭的方式来丰

这证明了新都驿具有水石林泉之胜的环境以

县令杨绵祚因湖水干涸，“将湖归于官，收

富水面景观。嘉庆十七年（1812 年），县令

及具有供人游玩赏乐的园林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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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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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恢复后“波光万顷，澄澈渊涵，潆洄

现今升庵祠与湖心楼的所在地与陆地已分开，

南北两岸向湖中伸出的柳堤划分了水面；经后

形成东西端的 2 处大岛；从香世界和杭秋附

期堤桥增建、堤岛面积与形态简炼，最终形成

道光桂湖效果图（图 4）的湖中已有三岛，

近有条形柳堤，但其对面的湖堤还未形成。

以枕碧亭、沉霞榭、升庵祠、湖心楼（图 9）、

但南北两岸向湖心延伸出的杨柳堤岸还未成

2.7 现代的罹难与复兴 —水系格局的

交加亭所在的五岛为主，以南北两岸 2 处柳堤

形，现升庵祠与湖心楼所在的岛屿也未与陆

新生

为辅的水体空间分隔形态。

映带于闾阎间者，洵一邑之巨观也”

[14]

。在

地分开。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新都城市水系解译图

2.6 近代的扩建—空间划分的丰富
园林水源得以延续发展。从民国城市水

（图 1）可知，护城河大都消失，加之南门河

3 桂湖的水系演变特点

水体污染，桂湖由此失去水源，变为死水。

3.1 新都城市水系与桂湖园林水系的关系

系解译图可看出，民国城市内部的水体增加

1999 年，桂湖管理处在湖西岸打井，修筑管道，

在形态结构联系上，新都城市水系与桂

且多为鱼塘；护城河与南门河仍互相连通；

为桂湖供水，但由于井水量并未实现整体水系

湖园林水系呈现出完整、完善、破坏、重建

桂湖的范围与面积也未有较大改变，其水源

的循环流动，湖水仍发黑发臭。2013 年，新

4 个变化阶段；在水系体系构成上，桂湖园林

仍由护城河引水穿墙而入。

都区对南门河进行整治，将其引入桂湖南侧的

水系与新都城市水系经历着融合、维持、撤离、

水系周边建筑保留道光大体格局，在游

新桂湖公园进行净化，再由管道流入桂湖并导

融入的变化。清中晚期新都城市水系主要由护

赏、纪念功能基础上，向民众增加了学习、娱

出南门河，形成新的水体循环系统。2014 年，

城河与南门河构成，而桂湖就是在两者基础上

乐的功能。咸丰四年（1854 年），建“谢公

对桂湖水源水质进行治理，水质彻底变好。

所形成的一个附属人工水体，它与城市水系的

祠”（后改名沉霞榭），6 年后，湖西建火药

水系周边原有建筑的公共性消减，纪念

形态结构较为完整；桂湖的水源经南门河流

库（今湖心楼），后改为图书馆。民国 19 年

性增加，后简化纪念对象，强化了对杨升庵

入护城河，再由护城河引入园林而形成，桂

（1930 年），杨柳楼下建音体馆。民国 23 年

的 纪 念 性。1959 年， 杨 升 庵 纪 念 馆 建 成。

湖水系与城市水系相融合，共同构成南门河—

（1934 年），仓颉殿改作公共礼堂，谢公祠

1961 年，谢公祠辟为“黄峨馆”。至 20 世纪

护城河—桂湖水系—护城河—南门河的水系

划为教育馆、音体馆，而原音体馆划作陈列馆，

80 年代，湖西有黄峨馆，中部有升庵祠、仓

体系（图 10）。近代，在原城市水系与园林

颉殿，东部有中山纪念堂，纪念对象繁杂，

水系的结构上，城市水系在护城河附近新增 4

水系划分愈加丰富，增添东西两岛、南

弱化了纪念杨升庵的主体性。后经删减，仅

处大小不一的水体，使桂湖水系与城市水系

岸两堤，用桥与岛串通，增强了湖池景深，

保留对杨升庵与黄峨的纪念，并以升庵祠为

的形态结构较之前完善；桂湖水系维持着与

打破单调的岸线，使湖面更加曲折变化。民

主，黄峨馆为次。

城市水系的联系，形成南门河—护城河—桂

杨柳楼附近楼房改为阅览室

[15]

。

国 16 年（1927 年）改为桂湖公园，其间用堤

园林面积扩大，“五岛两堤”的划分结构

桥串通湖中孤岛，环湖修道。从民国桂湖平

得到加强，水体空间层次丰富。20 世纪 50 年
2

湖—新增水体—护城河—南门河的水系体系。
20 世纪 50—80 年代，随着城市扩张，城市水

面图（图 5）和桂湖全图（图 6）可以看出，

代初，面积已扩大至 46 600m 。80 年代，枕碧

系受到污染、水系面积减少，护城河只存留

在四方亭（后改为枕碧亭，图 7）、交加亭

亭、沉霞榭、升庵祠所在小岛的面积增加，形

西南部分且与南门河不再贯通，致使原桂湖、

（图 8）、教育馆（原谢公祠）所在的三岛，

状更为饱满，升庵祠所在岛屿用桥与北岸相连，

护城河、南门河三者所形成的结构受到破坏；

6 民国 18 年（1929 年）的桂湖全图
Guihu panorama in 1929
7 民国与现代时期四方亭对比图
Contrast of Square Pavilion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and the modern period
8 民国与现代时期交加亭对比图
Contrast of Jiaojia Pavilion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and the modern period
9 80 年代与现代时期湖心楼对比图
6

Contrast of Mid-Lake Tower between the 1980s and the
modern period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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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桂湖为防止污染，使得桂湖水系撤离原水

清中晚期（1832—1844 年）

近代时期（1854—1949 年）

20 世纪 50—80 年代

2000 年—至今

系体系。现今，通过治理南门河水和建立新
桂湖公园，桂湖水系与城市水系的形态结构
重新建立；从新桂湖公园中引水入桂湖，这
使桂湖水系又融入城市水系，南门河—新桂
湖公园水体—桂湖水系—南门河这一新的水
10

系体系得以建立。

3.2 水系周边建筑功能及附属空间属性的

清中晚期（1832—1844 年）

近代时期（1854—1949 年）

20 世纪 50—80 年代

2000 年—至今

变化
水系周边建筑功能经历了纪念性萌芽、
公共性增强、纪念性强化、纪念性精炼化的
11

变化，其建筑附属空间布局经历了游赏性空
间错列分布、公共性空间沿岸排布、纪念性
空间中心贯穿、纪念性空间核心主导 4 个阶
段（图 11），使得桂湖从以游玩聚会为主的
驿站园林变为以纪念为主题的公共园林。从
图 12 可知，清中晚期，虽纪念性建筑开始建立，
园林的纪念性开始产生，但游赏性空间在湖
中、湖岸呈错列分布，占主导地位；至近代，
公共建筑数量由 1 个增至 6 个，建筑的公共

12
清中晚期

近代时期

20 世纪 50—80 年代

21 世纪至今

性得到增加，公共性空间替代原游赏性空间
在岸边布局；20 世纪 50—80 年代，纪念性建
筑增加了 3 个，水系周边建筑的纪念氛围得
以强化，纪念性空间处于中心位置并贯穿其

13

他空间；至现阶段，纪念性建筑精简为 2 个（升
庵祠与黄峨馆），但对纪念对象的针对性与
主题性得到加强，纪念性空间虽被其他空间
所包围，但处中心主导之势（图 12）。至此，
桂湖成为以纪念杨升庵为主的著名公共园林。

3.3 水系形态的艺术划分
桂湖水系的形态划分经数量由少增多，
14

结构从简单到丰富，形态由粗糙变精致的过
程，呈一池三岛“粗”分、五岛两堤“概”分、
五岛两堤“密”分、五岛两堤“旷”分的演

10 新都城市水系变迁图
Water system change map of Xindu City

变特点（图 13）。从图 14 可知，清中时期，

11 桂湖建筑附属空间布局演变图

堤岛与水系面积的占比 11.1% 以及岸线长度

12 各个时期建筑附属空间数量与单体建筑数量变化图

1 645m 在 4 个时期都为最低，池中的三岛粗
略划分水面，整体结构较为简单；近代时期，

Evolution map of architectural space layout of Guihu

13 桂湖堤岛演变图
Dike Island evolution map of Guihu
14 各个时期堤岛与水系面积占比与岸线长度变化图
The ratio of dike island area to river system and
shoreline length in all periods

Number of architectural space and single building
changes in each period

增加了左右两岛以及南岸两堤，堤岛与水系
面积的占比有所提高，大致形成“五岛两堤”

堤岛较之前的形态更为饱满，但由于增加的

的占比降至 23.1%、岸线长度变为 1 926m，

的结构，水系划分有所丰富；至 20 世纪 80 年

堤岛面积过大，反而造成了视觉空间上的密

使得中心水体“五岛两堤”疏朗、旷达的划

代，堤岛经过修整与补建，堤岛与水系面积的

集与堵塞，影响了中心水体的划分；现今通

分结构得到突显，水体空间由此多样化，岸

占比增至 30.2%、岸线长度为 2 880m，虽然

过对堤岛形状不断精致化，堤岛与水系面积

线更加曲折有致（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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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划分的形式愈加丰富，但后来因对整体水系

以南京明城墙保护总体规划的核心问题为例 [J]．建筑师，
2013（3）：75-85．

本文运用历史地图解译法，从城市水系与

错误的划分方式而造成空间视觉的密集，经

园林水源、水系周边建筑营建、水系空间形态

过对堤岛形状与岸线长度的调整，才使得桂

划分 3 方面绘制桂湖水系演变过程图。1）通

湖水系的划分特点得以突显。由此可看出，

过城市水系解译图的对比，发现新都城市水系

在水系堤岛岸线较为丰富的划分形式上，再

[9] 谭瑛，张涛，杨俊宴．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历史地图空间

与桂湖园林水系在形态结构上呈现出完整、完

通过对堤岛形状与岸线长度的完善与调整，

解译方法研究 [J]．城市规划，2016（6）：82-83．

善、破坏、重建的 4 个阶段，桂湖园林水系与

能使划分更显精致化，划分结构更为清晰化，

Interpretation Methodology of Urban Historical Map Based

新都城市水系在水系体系构成上经历着融合、

水体空间也由此多样化，更能彰显桂湖水系

on Digital Technology[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6(6): 82-

维持、撤离、融入的变化；2）通过不同时期

自身的风格。

[10] 李建，董卫．古代城市地图转译的历史空间整合方法：

CHEN Wei. Exploring Protection Methods on the Historic
Cities from Ancient City Maps: A Case Study of the
Essential Questions of the Conservation Master Plan for the
Nanjing Ming City Wall[J]. The Architect, 2013(3): 75-85.

TAN Yin, ZHANG Tao, YANG Junyan. Study on Spatial

83.
以杭州古代城市地图为例 [J]．城市规划学刊，2008（2）：

水系周边建筑营建的对比，发现桂湖水系周边

93-98．

建筑功能有纪念性萌芽、公共性增强、纪念性

LI Jian, DONG Wei. An Integrated Research Approach

强化、纪念性精炼化的变化，建筑附属空间布

注释：

on City Map Decoding Based on Reshaping Decoding of

局经游赏性空间错列分布、公共性空间沿岸排

图 1、10~14 由作者自绘；图 2~4 引自参考文献 [12]；图

Ancient Map of Hangzhou City[J]. Urban Planning Forum,

5、6 引自参考文献 [13]；图 7~9 引自 http://www.997788.

2008(2): 93-98.

布、纪念性空间中心贯穿、纪念性空间核心主

com/pr/detail_736_25115424.html。

[11] 严巍，董卫．历史城市时空信息梯度网络构建方法及
应用研究：以洛阳老城为例 [J]．建筑学报，2015（2）：

导的阶段，使得桂湖从以游玩聚会为主的驿站

106-111．

园林变为以纪念为主题的公共园林；3）在湖

YAN Wei, DONG Wei. The 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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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荒废干涸、水系格局奠定、空间划分丰富、
水系格局新生这 7 个演变时期中，形态划分呈
一池三岛“粗”分、五岛两堤“概”分、五岛
两堤“密”分、五岛两堤“旷”分的演变特点，
“一池三岛”的粗略水系划分方式最终形成“五
岛两堤”旷朗的艺术空间划分形态。
从城市与园林水系关系重建的层面来看，

其中，但随着城市扩张，导致城市水系消失
与污染，桂湖从城市水系的水源导入受到影
响，与城市水系的形态结构也受到破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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