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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观视角下的历史性城市景观
Historical Urban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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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性城市景观是遗产保护领域近十几年来提出的新概念，关于其学术意义的讨论也层出不穷。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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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所蕴含的时空过程的学术视角着眼，分别梳理了文化景观的学术脉络与遗产领域中的文化景观和历史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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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景观的实践发展历程，指出历史性城市景观并没有超出文化景观的学术范畴，而遗产领域当前面临的很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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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都与对文化景观学术内涵的认知缺陷有关。只有充分借鉴和吸收文化景观的学术成果，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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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实践过程中复杂变化的人地关系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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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景观”，直到近年来衍生出“历史性城市景观”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简称 HUL）的概念，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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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文化景观到城市景观：学术范畴
早在“文化景观”成为世界遗产分类体系

新与前进。但即使在今天，学术上的“文化景观”

中的一个特殊类别之前，它就已经作为具有久远

概念并没有被世界遗产相关机构所充分理解和

的德国地理学传统的学术概念而存在了 [1]。19 世

借鉴，世界遗产领域中作为文化遗产亚类的“文

纪末，随着学者对人类创造并生活于其间的聚落

研究 / Research

的关注日渐提高，
德国地理学界对景观的研究出现了
“自然景观”
（natural

（Cultural Heritage）和自然遗产（Natural Heritage）2 类。此后，世界

landscape）和“文化景观”
（cultural landscape）的分野，并形成了各自

遗产体系一直在进行更新和改进，第一项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Mixed

的研究领域。奥托·施吕特尔（Otto Schlüter，1872—1952）认为，人文

Heritage）
—危地马拉蒂卡尔国家公园
（Tikal National Park）
—于

地理学应该以“辨认地球上可以感觉到的现象的形态和排列”为目标，

1979 年产生 [10]。而 1992 年，世界遗产又从学术界引介“文化景观”这

并在借鉴冯·李希霍芬（Von Richthofen，1833—1905）关于自然景观研

一概念，并将其作为文化遗产类别之下的特殊亚类。可以看到，世界

究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文地理学必须采用形态学和发生学的研

遗产操作方式和体系的不断调整和完善，是基于人们在遗产实践过程

究方法，强调形态、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发展史这 3 种因素

[2]

。

中对人地关系这一历史性、系统性和复合性问题所采取的应对策略的

这 3 种因素可以分别解释为：文化景观作为一种可观察到的现象是什么

不断改进，表现出人们对遗产认知的不断深入。但是，世界遗产在引

样的，文化景观中各种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是什么，以及在人地关

介学术概念的“文化景观”的时候，由于对其学术含义认知或操作上

系的互动中，文化景观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3]

。

的局限性，导致遗产领域对“文化景观”和其后产生的“历史性城市

20 世纪初，卡尔·索尔（Carl Sauer，1889—1975）继承了其德国前
辈关于景观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将德国的“文化景观”术语引入英语世
1

景观”的认知和操作上的缺陷 [11-14]。
在世界遗产最初的分类中，自然与文化的纯粹二分法显然过于绝

界，
并在他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系主任期间
（1923—1954 年）
，

对，而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的自然地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或曾经存在

创立了伯克利学派（Berkeley School）。卡尔·索尔认为，“文化景观

人类历史活动的干预，成为自然和文化要素共同作用和相互交融的区

是某一文化群体利用自然景观的结果，其中文化是驱动力，自然是媒介，

域。这就导致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些申报项目引起了持续的争议，

[4]

而文化景观则是结果” 。可见，文化景观是以自然景观为载体，在某
种文化原动力（繁衍、生产和交往等）作用下的一种自我创造

[1]

如英国湖区（The English Lake District），长期以来难以被列入名录，

。同时

直到 2017 年才被列为文化遗产。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世界遗产委员

也表明，文化景观是客观广泛存在的，凡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产生

会从学术领域引介“文化景观”概念，以弥补这一缺陷 [15-16]。然而，
“文

文化景观，因此，凡对人类有所干预或受到人类活动干预的因素如“地

化景观”最终作为文化遗产之下的特殊亚类得以确立，地位十分尴尬。

[5]

形、土壤、河流、植物和动物等，都应被纳入文化景观的研究” ，并

而此后多年的实践表明，“文化景观”的学术研究成果并没有被很好

通过对表象的审视，回溯其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全过程。

地运用于遗产领域中。

与关注乡村景观研究的伯克利学派不同，由康泽恩（M. R. G.

相对独立地，2005 年，世界遗产缔约国第 15 次大会在原有的《维

Conzen，1907—2000）初创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康泽恩学派（Conzenian

也纳备忘录》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保护城市历史景观的宣言》[17]，

School）则继承和发展了德国景观地理学派的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了城

并于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36 次会议（2011 年 11 月，巴黎）通过了《关

[6]

。至此，学术界关于文化景观的研究就产生

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了城市和乡村的分野。其中，指向乡村的文化景观被称为“乡村景观”

Landscape ）[18]，提出城市历史景观方法“作为一种保存遗产和管理历史

（rural landscape）
；而指向城市的文化景观则被称为
“城市景观”
（urban

名城的创新方式的重要意义”，强调城市历史景观是“超越‘历史中心’

landscape），即人类在城市聚落—这类高强度开发利用的空间中所

或‘整体’的概念”，是文化和自然属性及其价值经过历史的层层积

市聚落景观和城市形态

创造的文化景观，关注的是城镇的物质形态与风貌的发生、发展和演化，
并逐渐演化为城市形态学（urban morphology）的研究对象 [7]。由此可见，
尽管“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指向和关注的对象有所不同，但它
们都有着“文化景观”的学术渊源和内涵，都是人与自然在时空过程
中发展的阶段性表象，并且始终处于继续演化的状态。

2 文化景观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确立：遗产领域
对于熟悉景观学派的研究者来说，
“城镇景观”的学术概念源自“文
化景观”是不言自明的，而在遗产领域中，“文化景观”与“历史性城
镇景观”的确立过程却相对独立。这或许是由于遗产领域对文化景观和
城市历史景观的关注源于不同的遗产保护实践。前者是由乡村景观所引
发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的截然分离的再反思 [8]，而后者则与文化遗产
中纪念物、遗址及城镇历史中心的保护有更为直接的联系（图 1）。
1972 年 11 月 16 日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首
次正式确立了世界性的遗产保护制度 [9]，并将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

1
1 文化景观在学术领域与遗产领域中的发展历程对比
Comparison of development processes of cultural landscape in academic field and heritag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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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而形成的城市区域 [3]。这体现着遗产保护的

上的一切景观，而城市景观的研究主体是其中

人类的发展也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借鉴文化景

关注对象从最初的纪念物（mounuments）等孤

的城市，历史性城市景观的研究主体则是具有

观学术概念的科学性就在于，文化景观并不片

立个体，到更大范围的周边环境（setting），

一定历史纵深的城市，带有很强的主观侧重性。

面关注历史表象而忽视人与自然发生、发展

再进一步发展到街区或城镇的完全复合体。

但不论城市景观还是历史性城市景观，作为研

的规律和趋势—它强调人地关系的连续性，

究对象而言，都同属于文化景观的范畴，带有

体现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历史活动不断

文化景观的学术本质。

叠加的过程性本质；强调从城市发展的各个

“历史性城市景观”概念的提出，扩大
了世界遗产的关注对象，是遗产实践朝着“文
化景观”学术内涵的一次迈进。正因为此，此

由于历史是延续不断的过程，因此城市

阶段去审视城镇景观的历史，通过对不同时

前遗产界在对“文化景观”学术内涵借鉴不充

也是不同时期动态演进的“叠加体” —上

期的过渡性和差异性分析，从过程入手理解

分的情况下所设立的“文化景观”类别的历

至城市雏形时期的景观遗存，下至当代的建

城镇景观的历史性。

史局限性进一步显露，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对

成部分，只要是今天目之所及的，都是历史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城市形态学的康泽

“历史性城市景观”的本质及其与“文化景观”

性城镇景观中的有机组成和可读部分。正是

恩学派指出了
“historical landscape”
对于地方

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人类干预，

社区和社会的较为普遍的意义，而世界遗产的

构成了城市中所有历史产物的动态组合，赋

角度则更强调遗产价值的突出性，因而采用

予了城市景观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时间

“historic”而非“historical”
（这似乎遗留着

之间关系的思考。

3 历史性城市景观的文化景观本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历史性城市景观”

在城市空间中的延续性。

过去强调单体历史元素保存的影子和危险），

的定义如下：“历史性城市景观是包含被理

与世界遗产过去的做法相比，历史性城

解的文化和自然价值属性的历史层积结果的

市景观把对遗产的关注目光转向承载人类当

价值的认知有赖于对更为普遍的“historical

城市区域，它超越了‘历史中心’或‘整体’

下日常活动、具有更普遍历史意义的城市，也

urban landscape”的理解。

的概念，包含了更广泛的城市环境及其地理

就是那些被世界遗产孤立在外的更广泛存在

4.2 “历史性”的价值表现

位置。它包括遗址的地形、地貌、水文等自

的文化景观的载体，并将视野扩展到了更广

然特征、历史和当代建成环境、地上和地下

泛的自然和历史背景对文化景观的影响中来，

到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多方面影响，

基础设施、开放空间和绿地、土地利用模式

这或是遗产领域建立在吸收文化景观学术概

同时还受到前续各历史时期建成情况的限制，

和空间组织、认知和视觉关系，以及城市结

[19]

念基础上的一次革新

。

构中的所有其他元素；同时还包括社会文化
习俗和价值观、经济发展过程以及与多样性
和特性相关的无形的遗产维度。

[18]

”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历史性城市景观所

但不能否认，对“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不同时期的城镇建设和发展情况不仅受

因此，一个历史性城市或片区必然表现出历
史遗存的多样性，包括景观本身的类型、式样、

4 围绕“历史性”的几个关键问题
历史性城市景观的提出具有相当的进步意

规模以及与之关联的人群等。这些不同历史时
期的景观遗存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体现的不

义。今天，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仅是某一时期内的辉煌建造，还在于不同时

关注的方面，包含以建成环境为指向的文化景

城市作为人类发展引擎和创造中心的重要地位

期历史遗存之间的相互联系、协调和发展—

观中的多个方面。城市是典型的人类聚落之一，

仍在不断巩固。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保护遗

这种动态演进和延续存在的状态，是一座城

它与乡村共同构成了文化景观的研究主体。城

产的意义不仅在于将历史的面貌真实而完整地

市能够发展至今的客观条件，是历史城市的

市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和改造最“彻底”的

留存于世，更在于如何解决人类当前和未来的

价值源泉，也是历史城市能够继续保持生机

地域空间，人类的不断发展离不开城市，人类

生存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如何保护那些正

与活力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律。

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在历史的基础上留下属于

处于动态演化中的建成环境及其遗产等现实问

同时，由于“今天的存在指示着曾经的

当代的痕迹；同时，后一时期的活动必然会建

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在历史进程中共同发

存在”，各景观要素彼此间还可能相互成为研

立在前一时期活动遗痕的基础之上。这种人类

展和动态作用着的，而城市只是这些作用表现

究的旁证。例如，今天的北京城市二环路基本

活动与环境相互交织的历史过程，无疑是“文

最集中的区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必要以文

沿明清城墙的基础修建，尽管城墙不复存在，

化景观”学术内涵中最显著的表现形式之一，

化景观的学术视角作为遗产事业的立足点。与

但二环路这一新要素指示了城墙这一旧要素

反映的是作为文化群体的人类，不断适应和改

此同时，这一遗产保护界的新兴概念能否发挥

曾经存在的位置，进而对理解旧北京城的城

造环境的累积性结果。因此，城市景观就是文

它应有的作用，尚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思考。

市形态和特征有着重要作用。

化景观所包含的一部分，而历史性城市景观又

4.1 “历史性”的概念

因此，“历史性”的价值应当超越物质

是一类特殊的城市景观。三者之间的差异就在

广义上讲，凡是“今天”以前所发生的

于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以及对历史价值关注的

都属于历史的范畴，它是不受人的主观选择而

同时还应当包含精神关联层面。所有环境要素

有无—文化景观包含人类建造在自然本底之

客观存在的。历史是连续并不断向前推进的，

都是历史积累过程中的一部分，成为理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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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审美层面的“美丑”
“好坏”甚至“有无”等，

研究 / Research

TANG Maolin, JIN Qiming. Research History and

定时代和特定人类活动的重要物证，凝聚了

因此，研究和保护历史性城市景观，要

不同群体的集体记忆，这在一定程度上比物

以文化景观的学术理论为方法论，从认识城

质层面的景观遗存更加不可或缺和不可复制，

市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动态关系为出发点，

是历史性城市景观价值的核心要义所在。

从时间演进的视角去审视每个时期的景观遗

4.3 “历史性”的保护对象和保护方法

存，系统性、历史性、发展性地分析城市景观

org/?cid=175.

城市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承载它的地域

中的各组成要素，解析文化景观的演变过程，

[10] 杨锐，赵志聪，庄优波 . 关于世界混合遗产概念的若

空间载体，包括自然格局、气候、环境等本底

认识并处理好整体与局部、历史与现实之间

YANG Rui, ZHAO Zhicong, ZHUANG Youbo. Study on the

要素，城市的外部环境决定和影响着城市的

的关系，留住和传承城市的文脉，尊重和理

Concept of World Mixed Heritage[J]. Chinese Landscape

内部结构。较之于此前世界遗产局限于自然、

解城市景观的多样性，使城市景观动态地延

[11] 赵中枢 . 文化景观的概念与世界遗产的保护 [J]. 城市发

人文二分法的操作方式，历史性城市景观已

续和发展，这才是历史性城市景观能够永续

展研究，1996(1)：29-30.

经开始关注城市所处的外部环境，这在一定

传承下去的意义和方法所在。

[9]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EB/OL]. (1972-11-23)[2018-09-29]. http://whc.unesco.

干研究 [J]. 中国园林，2009（5）：1-8.

Architecture, 2009(5): 1-8.

ZHAO Zhongshu.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Landscape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J]. Urban Studies,
[12] 周年兴，俞孔坚，黄震方 . 关注遗产保护的新动向：

况。但是，对地表人文现象的演变过程进行整

文化景观的学术内涵为历史性城市景观的保

Geography, 1998, 13(2): 41-45.

1996(1): 29-30.

程度上打破了自然与人文各要素间的分离状

体性的研究，仍然是需要进一步注意的方面。

Development Trend of Cultural Landscape[J]. Human

注释：

文化景观 [J]. 人文地理，2006（5）：61-65.
ZHOU Nianxing, YU Kongjian, HUANG Zhenfang. New

图 1 改绘自 J. W. R. Whitehand 在“东亚世界遗产文化景

Challenges of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Cultural

观—庐山论坛”（2013 年 10 月，庐山）上的讲稿。

Landscape[J]. Human Geography, 2006(5): 61-65.

护途径提供了可鉴之策。从自然本底以及人

[13] 孙华 . 试论遗产的分类及其相关问题：以《保护世界

与自然交互作用的过程着眼，才能从大的格

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遗产分类为例 [J]. 南方文物，

局中去理解城市，进而把握城市的发展方向。
城市是由局部构成的整体，其内部的组成
结构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时期、

201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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