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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0日，ISDS一屆二次會長辦公會在上海交大創新設計中心召開，會議決

定創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science 》和《東方設計學報》。

2018年12月23日，第四屆東方設計論壇暨“地域振興與整體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在

上海交通大學召開，這也是ISDS舉辦的首屆學術年會。

ISDS

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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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報

代發刊詞

東方設計學應成爲我們設計學科的學術傳統

周武忠
（上海交通大學創新設計中心，上海 200240）

摘 要：本文是作者 2017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交通大學設計系校友懇

親會上的講話，也是對設計學科發展的深度思考。作者主要提出了三個學

術觀點：把設計與產業、設計與環境“雙輪驅動”，建立科藝融合發展的

創新設計學科群；設計學科一定要有自己的學術傳統，如果沒有學術傳統

就談不上繼承和創新；而立之年的交大設計可以把以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為

核心的東方文化和現代設計的理念與手段相結合形成的東方設計學作為自

己的學術傳統。

關鍵詞：設計學；創新設計；東方設計學；學術傳統

Oriental design should be the academic tradition in the design
discipline
Zhou Wuzhong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Desig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240
This is a speech delivered by the author at the alumni meeting of the Design School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on October 28, 2017. It is also an in-depth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sign discipline. The author mainly puts forward three

academic viewpoints. Firstly, combining design and industry, design and

environment to ensure the "double wheel drive". Establishing innovative design

discipline group which integ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art. Secondly, the

design discipline must have its own academic tradition. No academic traditio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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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hirdly, with a history of 30 years, the design school of

Jiao Tong University can take the Oriental design, which is centered o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oncepts and means of modern

design as its own academic tradition.

Key Words: Design Discipline; Innovation Design; Oriental Design; Academic
Tradition

各位校友，老師和同學們，大家下午好！

我們交大設計，現在處在一個非常時期。一個什麼時期呢？這個時期

的特征可以概括為“是一個整合發展、創新發展、開放發展的重要時期”。

交大設計，在前面 30 年已經做得很好。我到這裏來的時間不長，2012 年

才從東南大學調到這裏。當時過來就是沖著交大的設計底子很厚，當時交

大設計系的老師在全國相比也是實力較強大的。無論是從上午學院的介紹，

還是從剛才孔繁強老師對設計系曆史的梳理，我們都可以看出，交大設計

30 年的發展，也確實為社會，特別是為工業設計培養了大批人才，做出了

大量的貢獻。

此時此刻，各位校友能夠從世界各個地方回到我們母校，回到交大設

計的這個大家庭中間，給我們分享你們的成長、成就，一起探索我們交大

設計未來的發展，我首先要代表我們設計系全體老師和同學，對大家的到

來表示熱烈的歡迎也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跟大家匯報一下設計學科的現狀，特別是未來我們的設想，也有助

於我們以後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合作，來一起關注我們交大設計的發展。

我從五個方面跟大家做一個匯報。一是交大設計三十年，二是什麼是我們

交大設計的學術傳統，第三是創新設計學科群，第四個是我們准備把它作

為交大設計學科的學術傳統的東方設計學，第五個就是我們的設計學院，

主要是從這幾個方面來給大家匯報。

交大設計三十年，孔老師（孔繁強副教授）剛才也已經是做了一個比

較詳細的介紹。那麼交大設計的這個三十年，我上午在考慮一個問題，是

從八六年開始算起，還是從八七年開始算起？我中午吃飯的時候跟孔老師

也在商量這個問題。我覺得一個學科的產生、一個專業的產生，如果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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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它就不能算已經形成。我看見有校友說他是八七級的，是第一屆最早

的學生。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的交大設計應該從 1987 年算起，到現在正

好是三十年。

在近五年中間，我們交大設計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績，特別是我們博士

點的設立，我們現在有我們自己的博士點，中文英文的都有。特別是今年

校慶的時候我們成立了創新設計中心，這個創新設計中心是 2016 年 5 月

11 號國家發改委發的文、撥的經費，所以這是一個標准的國家項目、國家

級平臺。今年我們開了成立大會，兩個月以後林校長指定我們設計系牽頭，

結合全校的相關設計系科，編制了一個雙一流學科建設方案，在這個雙一

流方案中我們以設計學為中心，把設計與產業、設計與環境“雙輪驅動”，

建立創新設計學科群，交大設計真正步入“大設計”時代。

為什麼這麼說呢，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百度，在搜索“創新設計”的

時候，狹義的它只是和科技和經濟有關，主要是設計產品的，但是我們交

大要把建成環境的一些學科並入進來，所以毫無疑問我們要把創新設計拓

展到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這樣我們盡管是延用了創新設計的這個名字，

但是我們的範圍已經完全變化了。今年 4 月 8 號，我們成立創新設計中心，

當時校領導和各個相關高校的代表都出席了會議，校黨委組織部長宣布機

構成立、校長親自為每一位中心成員頒發聘書。我們的辦公地點在滄源路

上，學校對面的零號灣，零號灣是閔行區人民政府和上海地產閔虹集團聯

合交大一起建立的，是全球創新創業的集聚區，建立了這個創新設計中心

實驗平臺，咱們這個辦公空間非常敞亮，有兩千平方，已經建成，現正在

進行設備的采購。這個創新設計中心我們既要整合學科，又要為社會服務，

還要結合未來的設計發展趨勢和市場的需求來進行集體的集中的攻關研

究，可見校領導下決心做的這件事情，一定是一個高大上的機構。昨天校

長辦公會確定的加快設計學科整合的事情可能會給我們創新設計中心注入

新的力量給予新的機會。

在交大設計快速發展的時候，我們作為一個學術單位，要清醒地意識

到我們不是設計公司也不是普通的設計院，我們是大學，是世界著名高校。

我認為一個高校曆史越悠久，他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力也越大，如果要有這

種影響力，那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學術傳統，如果沒有學術傳統就談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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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和創新，談不上延續我們交大設計的曆史。我們交大設計到現在辦學

30 年，真是“三十而立”的階段，《論語》有這樣一段話：“吾十有五而

志於學，三十而立……”所以當時我在考慮，一個學者在而立之年一定學

有所成，那麼作為一個學科，我們交大設計到了這個時候，而且是要快速

發展的時候，我們的學術傳統究竟是什麼？所以我今天要與大家討論但不

做定論，只是提出這樣一個觀點，但是這個觀點也正好和我們的老學長錢

學森思想相吻合。錢學森不僅是兩彈一星的大專家，而且他在藝術領域特

別是山水城市建設、園林藝術方面他都發表過好多著名的觀點和論文，他

非常強調科學和藝術的結合，而這種結合可以使我們的設計產生無窮的生

命力。在這裏先拋出這樣一個題目，後面我們要講到的東方設計學和這個

是有關的，和十九大精神也是有關的。

第三個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創新設計學科群。在座的都是業內非常有

影響的校友和專家，我們的設計學已經在 2011 年 3 月確定為一級學科，這

個一級學科既可以授予工學學位也可以授予藝術學學位，換言之，就是工

科和藝科文理相互滲透的，現在設計也在發生學科綜合交叉的大趨勢，從

最早的藝術設計，到增加人因設計，到增加科技、商業設計，到現在我們

關注社會設計，在不斷的變化，甚至到現在要想確切的定位設計都很困難。

我前一陣回南京想搬點書回來，正好找到一套不列顛百科全書，我想查查

從這裏面能不能找到答案，非常意外的是，不列顛百科全書裏面居然沒有

“design”這個詞匯，沒有辦法定義“設計”這個詞匯。我們從現在這個

趨勢來看的話，確實是變化非常深刻。我們該如何定義我們交大學科的發

展，在 6 月 12 號學校決定我們設計系牽頭編制全校設計發展規劃的時候，

在校領導、各位院士、專家的指導下，我們把我們的學科名稱確定為創新

設計，剛才已經提到了，在這裏的創新設計已經是一個比較廣義的概念，

但是它還是以我們設計學為主幹，來支撐另外兩個學科建築學和風景園林

學，大家都比較清楚現在建築學和風景園林學還分布在另外的兩個學院，

除了建築學和風景園林學要和設計學進行高度整合以外，還有相關的學科，

比如說城鄉設計學、建築技術科學，特別是現在的綠色城市、綠色建築、

綠色設計，還有生態學等等，都可以歸到我們大設計的範圍裏來。按照校

領導常委會說的，我們創新設計一定要總領所有的學科和專業，讓我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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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創新思想不僅僅是惠及設計類學科，甚至要影響到所有的學科都能走

在時代的前列。所以我認為我們的創新設計學科群如果能按我們的路徑去

走，一定是最具創新價值和引領作用的學科群，所以校領導為什麼一定要

下定決心建設設計學而不加前面的那些定冠詞。

為了加快這個目標的實現，我們一定要加速“設計”與“工業產品+人

居環境”的融合創新，從我們學校裏面選擇強有力的專業力量，來組建我

們新的學院，原來我們很想結合我們的學術傳統叫東方設計學院，昨天上

午校長辦公會定下來叫設計學院，因為不希望加上定冠詞來束縛我們的發

展，我們新的學院叫設計學院，也就是說不管什麼樣的設計，都可以進到

我們這裏來。我們對近期、中期、遠期都制定了不同的目標指標體系，我

們做規劃的時候是瞄准了世界一流學科，所以我們很多想法都還是比較超

前，按林校長的話來說我的膽子也太大了一點，但我覺得也不大，因為我

們也是比較務實的在做這個事情，一步一步地往前推進，比如說國家創新

設計研究院這個目標大嗎？實際上不大的，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創

新設計中心，給創新設計中心注入各方面的力量我們就完全有可能發展成

研究院的級別。這個是我們構想的國家創新設計研究院構想示意圖，這個

可以使我們走到大設計的世界的前沿，我們在 6 月 27 號的論證會的時候，

我們請來的院士和大專家們在討論的時候，越講越激動，他們覺得我們交

大如果真正這麼做的話，就可以真正變成世界一流的學科，總領設計學科

向前發展。

我是這樣想的，我們是搞設計的，我以前是搞規劃的，如果一個設計

師一個規劃師都不能思想超前的話，我們還怎麼去引領學科的發展？怎麼

引領社會的進步？所以我們當時在做規劃的時候就認准了世界一流這個目

標，圍繞這個目標我們再去倒推我們交大的設計應該怎麼做。中期的目標

主要是形成以“交大設計”為統一品牌的學科與產業集群，我記得剛宣布

我做系主任的時候，叫我發言，我當時就講了兩條，一個就是要變成設計

的學術高地，一個是變成設計大師所向往的聖地。有些人可能覺得這樣講

太誇大太過分，但是我覺得像交大這樣的學校如果我們不把目標定的高一

點，是無法引領設計學科的發展的。交大是個什麼樣的學校，按照前任校

長的話，我們交大是代表中國去為人類去做貢獻。所以這就是我們交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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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既然要把我們的設計學科變成世界一流的學科，如果我們不從更高

更遠的目標去做我們是做不好的，所以我們的總目標一定是要定到沖向世

界的前 5 名，要不然就不要去做一流學科。但是這是有前提的，一定要按

我們的方案來，比如成立相應的設計平臺，比如設計學院。現在我們大的

學科布局已經定型，我們的方案得到了學校較高的評價。這種情況下，創

新設計大家都可以搞，但如何凝練我們交大的設計方向和學術傳統？我想

到了東方設計學。

東方設計學，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受到刺激後產生的想法。米蘭三年展

在停辦了 20 屆後，又在 2016 年開始恢複，在恢複之前他們在宣傳推廣的

時候還是延續了老調子：西方設計，東方制造。我當時在北京和這些朋友

們在交流的時候就在想，為什麼不能搞東方設計？我們現在先不談東方設

計，西方制造，但是東方設計至少要用勇氣先提出來。我們開始慢慢思考

究竟什麼是交大設計，創新設計一定是我們的長處，東方設計能不能成為

交大設計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交大設計的特色？創新設計裏面，剛剛也

提到了包括環境設計和產業設計，環境設計和產業設計要真正在社會站住

腳，被產業接受，就一定要和文化結合，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果斷提

出了東方設計或者說東方設計學。當然剛提出來的時候，有不少的學者提

出了反對，他們或許也不是反對，他們之前也提，但覺得為時過早，但凡

事總要有人先走一步。所以我們在 2015 年的時候就搞東方設計論壇，探索

東方設計學，東方設計學一句話簡單講就是以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為核心

的東方文化和現代設計的理念和手段相結合，形成的設計的理論體系、實

踐體系和評價體系。這就是我們的東方設計學。

東方設計至少有三個特征，第一個首先要聚焦在東方文化，第二個聚

焦大設計，所有的設計無所不包，古建築算不算？園林算不算？當然算。

但我們這邊討論的東方設計學是針對現代主義設計的概念，主要談現代意

義上的，主要就是針對西方設計學的。甚至在這個大設計的範圍內，比如

工業產品設計，我認為不是說一個茶杯上有一點中國式的圖案，或者一個

造型像中國的什麼元素符號它就是東方設計了，西方人也可以搞東方設計，

要不然東方設計無法走向世界，西方人怎麼做東方設計，他們更多的是找

一些表面的符號，但只要他的設計符合東方人的審美習慣和人體工學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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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我覺得他就可以算東方設計，所以也不一定就是顏色要紅色的，造型

要古典的。第三個特征就是創新設計。我們最近提的比較多的就是我們王

煒老師指導的高遠同學獲得了紅點獎，我們老師們當時就在商量要把該作

品看作就是東方設計的典型代表大膽的寫進去，這就是東方設計的一個典

型的案例，所以他才能從 50 多個國家 8000 多份作品中脫穎而出，成為紅

點獎的得主。你說他資曆深嗎？他還是個學生。你說他技藝精湛嗎？他還

在鍛煉中。他突出的是什麼，就是東方設計的思想。中國的文字本來就是

象形文字，他把象形文字象形再創造，再創作，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十九

大裏提到的文化創造。所以我說他是一個典型的東方設計學的作品，所以

我們在推廣這個作品的時候一定是可以推到理論的高度的。我們再看看潘

多拉鑽石珠寶公司，它是倫敦的一個企業，但是它的起源是丹麥，它在最

近的作品中間大量的使用了中國元素，取得了很好的市場效果，比如說中

國娃娃、中國帆船、中國舞獅、可愛熊貓，這些禮品珠寶都是用的中國的

符號，這就是東方設計。

所以我們研究東方設計學，有利於中國特色的設計學理論體系構建；

有利於培養具有創新思維的全面設計人才；有利於中國設計走出去；有利

於中國文化的傳承與創新。這四個有利於，我們為什麼還不去做呢？通過

我們的不斷探索，最近我試圖走出去演講，以前都是我把別人請過來演講。

我參加了兩個全國性的演講，一個是住建系統在揚州召開的首屆中國名城

論壇，另一個是 10 月 16 號我在山東的濟南參加的一個活動叫“中華文明

與行走的文化”，做了同樣的關於東方設計學的主題報告，很實在的受到

了代表們的真正的歡迎。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推

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所以我認為東方設計學

大有可為！

當然東方設計也不是只是我們理論上說說而已，我們也做了大量的案

例，也拿到了一些國際獎項，我看見國外的一些專家介紹自己的成就的時

候，拿到我們的這樣的獎項，世界上一定是很認可的，但是拿到我們這裏

不認，為什麼呢？因為上面沒有帶國徽的章。我們在教學體系裏面我們增

加了地域振興課程，很受歡迎，很受地方政府的歡迎，就是說在一個地方

他的環境他的建築他的產品還有他主導的產業體系，實際現在地域性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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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差的，都是抄來抄去，城市千城一面，特色小鎮產業趨同，再加上一些

城市這邊搞汽車工業，那邊也搞汽車工業，這邊搞礦業，那邊也搞礦業，

最後導致產業趨同，在我們沿海地區的一些城市裏，產業同質化的比例會

達到很高。所以我們用東方設計地域振興設計的手段，去一個地方，對它

的曆史文化、優質自然資源，進行篩選進行挖掘，把文化元素、優質自然

資源找出來形成產品、產業、建築風格或者是旅遊景觀，這些一定會促進

地方的發展。這就是為什麼好多地方喜歡這門課程的原因。

當然我們在設計學一流學科的規劃中間，有一個建設內容是：提升文

化傳承創新水平的具體舉措及進度。三屆東方設計論壇，層層深入，取得

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麼到明年 2018 年的時候，我們將讓我們的東方設計論

壇升級，要舉辦東方設計大獎賽。我給東方設計大獎賽起了一個名字，叫

the GOD Prize，大東方設計三個首字母的縮寫，坊間流傳叫“上帝獎”，

便於在西方傳播。如果各位校友積極參加，只要你們參與就行了，我們會

設置比較高的獎金。我們相信我們東方設計的理念，可以通過東方設計大

獎賽傳播出去，把對東方設計感興趣、對交大設計感興趣的校友朋友們可

以凝聚起來。這個比賽預計 2018 年開始，已經在籌劃中。介紹一下我們舉

辦的幾次東方設計論壇。第一次論壇我們是閉門會議，各個學科負責人自

己演講現狀、問題、對策，第二屆論壇是東方文化與設計哲學，要解決東

方設計的理念和東方設計的哲學問題，這本論文集是我們第二屆論壇的成

果。第三屆就在前不久開的，取得了更大的成果，我們征集的論文質量水

平明顯提高。第二屆論壇的時候，英、日、韓、新設計協會主席都過來參

加了，一致看好中國，看好上海，看好交大設計，一致推薦我做下一屆國

際設計協會的主席，所以我現在是國際設計科學學會的輪值主席，這樣可

以更加有利於推進我們交大設計的國際化發展。

最後提一下我們的設計學院，我也不知道該不該在這裏講。但是昨天

校長辦公會已經定了，我們的設計學院就叫上海交通大學設計學院，成立

一個新的學院。我想提前講是因為今天來了這麼多的校友，這種機會非常

難得，也希望我們在建設過程中間得到大家的關心和關注。現在存在的問

題是我們的辦公用房哪裏來，物理空間在什麼地方？我們有很大的發展機

會，我最後拋出這樣的題目，主要是為了呼喚各路英雄加盟交大設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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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的大設計學科已經凝練了設計理論與方法、產品與智能設計、視覺

與信息設計、空間設計與管理、可持續環境設計五個學科方向，正在建立

一個設計大平臺、教育大平臺、科研大平臺。我們這樣的大平臺建設需要

各路英雄，各路人才加盟，可以和我們創新設計中心合作，我們空間很大，

虛席以待，如果校友來優先，可能還不會收費用。我們可以在各個領域進

行合作，一起把我們交大設計推向輝煌，謝謝大家！

（本文是作者 2017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 15

周年慶設計系校友懇親會上的講話，未做修改。原標題：我們應該發展什

麼樣的交大設計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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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建構路徑探索及其

建構載體解析

徐媛媛 周之澄
（上海交通大學設計學院，上海 200240）

（東華大學服裝與藝術設計學院，上海 201620）

摘 要：作為一項具備廣闊市場前景的旅遊類型，花卉旅遊的可持續發展依賴

於目的地供給端的獨特性本質與高品質保障，即能夠為旅遊者呈現出一個具有吸

引力的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本文從系統性的形象建構戰略層面梳理出花卉旅遊

目的地“內源式”與“外生式”的多元建構思路，進一步提出“傳統資源的活化”、

“對自然的再創造”、“異化形象的移植”這三條形象建構路徑，並分別對花卉旅

遊目的地抽象形象的依托載體——花卉景觀、花卉節事和花卉旅遊商品進行解

析，以期為花卉旅遊理論研究與設計實踐提供有益參考。

關鍵詞：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建構；路徑；載體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s and Carriers of
Flower-themed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

Abstract :As a popular tourism type with a a huge potential market, flower-themed tourism could

only main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providing a destination with uniqueness and consistent

high quality，that is, constructing an attractive flower-themed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 for visitors.

From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discussed both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solu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lower-themed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 , and put forward with three

construction paths: activation of traditional resources , recreation of nature and transplantation of

exotic image, and analyzed flower landscape, flower festivals and events, and flower tourism

commodities in detail, which are the three main image construction carriers of this tourism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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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ing to provide a positive refer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design practice in this field.

Keywords: flower-themed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 construction, paths, carriers

引言：城市與鄉村是中國區域發展的兩大主體，早期“工業先導、城市偏向”的

發展戰略以及“挖鄉補城、以農哺工”的資金積累模式造成了城鄉二元分化格局[1]，

為應對鄉村振興的迫切需求，發展鄉村生態旅遊成為在經濟、就業、生態等多方面能

夠促進和平衡城鄉關系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曆史上傳統花卉旅遊繁榮發展的契機來

源於民眾在自然界中找尋休閑遊憩的樂趣；現代花卉旅遊因其具備觀賞、科教、養生、

購物為一體的組合功能滿足不同特征的旅遊者群體需求，從而豐富了國民休閑遊憩的

選擇。中國大部分花田資源位於城郊或鄉村，因此在這些地區發展花卉旅遊可以成為

促進鄉村旅遊和生態旅遊產業融合、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以花卉為主體的生態

旅遊以農促旅，將鄉村優質的種植資源和環境資源集中挖掘和加工，留住和保持城市

所稀有的農村資源的原真性；此外還能夠有助於打破城鄉壁壘，增進城鄉良性互動，

改變城鄉人口單向流動的現狀，更好地促進城鄉一體化。

目的地形象是旅遊地競爭優勢的核心籌碼，直接影響旅遊者的出行決策與行為意

圖。從頂層設計與整體設計的思路出發探討花卉旅遊目的地設計問題可落腳於考

慮如何塑造與維系一個優質的、有差異化的、具備可持續吸引力的花卉旅遊目的地形

象，從而指導花卉旅遊設計過程中更高效地兼顧技術與理念的創作表達，成就融合“形”

與“情”的花卉旅遊空間，使花卉旅遊者體驗到可感知、具體化的場所精神；可以說，

該形象的建構依賴於空間各要素在物質實體與社會實踐層面的合理有序的安排，從而形

成一種記憶內容與表達方式。本文擬從建構戰略視角分別探討與解析花卉旅遊目的地形

象的建構路徑與建構載體，以期為花卉旅遊的設計發展實踐提供策略思路。

1多元選擇的建構路徑

建構路徑是支撐空間結構、創造空間氛圍的通道，能夠賦予空間內容與活力。花

卉旅遊目的地形象的建構路徑呈現多元化的特征，從類型上主要分為從目的地本土特征

和設計者態度表達中挖掘潛力的“內源式建構”以及借助外部力量、以整體形象的借鑒與

模仿為主要策略的“外生式建構”。其中，內源式建構包括了“開發式創新（exploitation

innovation）” 與“探索式創新（exploration innovation）”兩類分支,這兩個概

念源於管理學研究領域中將代表組織能力的“雙元化（ambidexterty）”引入創新活

動的結果：開發式創新注重現有技術、產品和資源的改進，以此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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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式創新注重對新產品、新技術與新知識的學習和探索[2]。從形象的建構來看，改造

與活化花卉旅遊目的地現有的花卉資源屬於“從有到有”的開發式創新，在目的地本土

資源缺失情況下創造自然景觀的方式則屬於“從無到有”的探索式創新，通過跨地區的異

化形象的移植屬於從目的地外部獲取資源的外生式建構方式（圖1）。

圖 1 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的建構路徑

Fig. 1 Construction paths of flower-themed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

1.1 傳統資源的活化

從組織資源視角來看，已被獲取的常規性資源對開發式創新能夠產生正面影

響[3]。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采納開發式創新的代表路徑就是對目的地傳統資源的活化，

這裏的“資源”主要指向花卉主題的資源。開拓花卉資源新視野、盤活目的地存量旅

遊資源的前提是梳理花卉資源譜系，從資源的質量與類型出發考慮活化策略的針對性與

可行性，充分發揮被忽視的傳統資源的功能與價值。此處將花卉景觀資源的豐富性與

花卉文化資源的獨特性作為資源活化矩陣的兩個維度（圖 2），花卉景觀資源的

豐富性是指目的地由於曆史連貫性或社會生產緣故所留存或附帶的花卉資源的質量

以及體量的評價結果，花卉文化資源的獨特性是指基於地域社會發展與居民生活習慣，

區別於其他地區所形成的與花卉相關聯的文化屬性的可鑒別程度。

圖 2 花卉旅遊目的地傳統資源的活化矩陣

Fig. 2 Matrix of traditional resources activation in flower-themed tourist destinations

在這一矩陣下，第三象限是兩個維度的極端消極狀態，目的地的花卉景觀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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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文化雙重資源處於匱乏狀態，“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因此並不適用通過“活化”

途徑建構形象。除此之外，其他三個象限基於傳統資源的特征提出三條活化路徑。

1.1.1 漸進式活化

與歸屬於第一象限的“景觀-文化綜合型”資源相匹配的建構方式是漸進性活化，

該類目的地兼具高質高量的花卉景觀物質資源與差異化的地域花卉文化資源，在“先

天”條件方面占據一定優勢，因此此路徑的重點在於傳承、完善和擴展，是對現有

資源打磨與提升的柔性化建構策略。以在魯迅筆下“像緋紅的輕雲”的日本東京上

野恩賜公園（ Tokyo Metropolitan Ueno Park）櫻花祭為例，作為日本的第一座

公園，上野公園自江戶時代寬和年間（1624-1644）以賞櫻聞名，這歸功於當時寬

永寺開祖天海僧正（Tenkai）在當地區域廣植櫻花；現如今公園內部有以染井吉野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櫻花品種）為主的櫻花達800 株，形成著名的“櫻花隧道”；

日本獨特的賞花民俗——“花見”從舊時代的“貴賤群集”流傳至今，形成花下的

“群食”、“群集”特征[4]；日本上野公園開放燈籠火光下的“夜櫻” 景觀，既呈

現了魅藍夜空中朦朧浪漫的夜櫻美景，也為旅遊者提供把酒暢談的異質性社交空間，

這正是在日常賞櫻基礎上豐富旅遊者觀感、營造另類體驗的一種漸進式活化方式，

這一舉措促使遊覽時間延長至夜間，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公園白天賞櫻人群的擁

堵壓力。

1.1.2 發酵式活化

具備獨特的花卉文化，但在花卉景觀方面較為薄弱的目的地在活化矩陣中被鑒

定為擁有“文化依賴型”資源，這可能源於曆史更迭、區域發展周期、社會發展重

心等多種緣故使得當地盛極一時的花卉文化蒙上曆史遺忘的面紗，使得人們的花卉

情節遮掩於內心不常開啟的角落，但往昔的記憶必定在這片土地上保有印記。這種

類型目的地所匹配的建構路徑是發酵式活化，目的在於不盲目彌補花卉種植的體量

缺陷，而另辟蹊徑通過創意、創新的主題與手段複興與強化花卉文化，將其作為旅

遊開發的原型酵母，通過發酵、裂變、催生出獨具一格的花卉旅遊文化形態，同時

帶動當地花文化衍生產業。法國“鮮花小鎮”的評選正是通過競賽方式刺激和引導

居民回歸家庭園藝的習慣，將“精致的花卉勞作的日常化”作為對外旅遊的吸引點，

並借此機會實現自下而上花卉景觀的美化效果。

1.1.3 嵌入式活化

處於矩陣第四象限的“景觀依賴型”資源的目的地，主要分為兩類：一是源於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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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生產的生產型花田，作為農業生產的副產品，包括果木型、糧油及經濟作物型、花卉

種子生產基地以及開花型中藥材等類型；二是受植物分類學驅動，以植物收集栽培、引

種馴化與研發利用為使命的植物園；兩者的旅遊職能都是在順應時代潮流後開發的結

果，同時面臨著應對旅遊需求的轉型陣痛，應對於此的方法即嵌入式活化，遵循花卉栽

植曆史的連貫性，在利用生態元素吸引的同時嵌入多樣化的功能模塊，將賞花行為豐富

至遊花行為，例如上海植物園推出的“牡丹·漢服文化遊園會”，就是將中國傳統文化

藝術嵌入賞花目的地，以此尋求到花卉與藝術之間的融通點，複刻漢唐盛世下的賞花遊

樂圖景。

1.2 對自然的再創造

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內源式建構的第二類方式是在無花卉基礎資源條件下的一

種探索式的創新，是在人力作用下對自然的再創造，強調將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為核心

要素，創造者面對著荒蕪的“空地”或曆史遺留的“廢棄場”，需要具備的是建立一

個“從無到有”的花卉空間的信念、勇氣與執行力。對這類建構理念的討論需要將其

置於特定的時代橫截面中， 因為對自然的再創造必然源於發展到某一階段的社會需

求，特別是沉浸於該社會情境下的創造者強烈的內心意願。以下從該建構路徑的三類

代表性驅動力為例作詳細分析。

1.2.1精英身份的自我表達

個體的名譽與身份的地位內嵌於其消費方式和生活風格之中，能夠通過使用的

產品與享用的服務表現出來。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在滿足最基本的生理、安全等

需求之後，自我實現占據了行為意向的支配地位；當社會供給不能滿足於個體需要，

個體傾向由被動的消費者位置轉向生產方與消費方的共同體，即通過自身的力量作

用於社會，通過產品與文化的生產達成一種自我實現，同時傳輸著占據社會話語權

階層的身份信息。古代中外帝王修建宮苑園林，廣植花木，一方面是愛好的寄托，

另一方面則成為彰顯王者權貴財富與身份的工具和象征；在近代社會，基於個體權

利自上而下對自然的創造與加工現象逐漸消逝，有閑階級的誕生使得凝聚著閑情文

化的私人花園一一出現，士人大夫在私家園林的賞花賦詩活動難免透露著對超越媚

俗生活的企盼；而在當代社會，擁擠忙碌、充滿焦慮的生活節奏促使社會精英們反

芻審視自己的生活態度與人生意義，豐富的文化資本的崛起給予他們實現“回歸田

園，花意生活”廣闊的運作空間。無異於時代的先後，這些花木園林除實體價值外，

更多是灌注著創造者的理想、價值、偏好與情懷，皆反映了精英文化對自然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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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再創造。或主動展示， 或被動分享，呈現在世人面前供其觀光、瞻仰、遊玩。

1.2.2區域治理的生態轉型

一方面，現代技術的更迭發明淘汰著舊時代生產生活所依賴的部分工業資源，

失去活力的工業廢棄地帶急需重新激活、再次利用，另一方面，飛速發展的現代工

業主義在為人類帶來便利生活的同時，不斷挑戰著地球的自然承載能力，城市擴張

的土地壓力時刻存在；在這兩大現實背景下，區域管理者與居住者不得不從工具理

性的思維方式跳脫出來，向生態轉型尋求解決方案、拯救家園。采石工業作為曆史

悠久的工業活動，其結果是嚴重破壞了山體面貌與地表植被，導致生態退化，當采

石工業的生產意義喪失後，采石礦坑淪為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之間的廢棄棕地[5]，

為解決這一問題，在廢棄地上進行自然的再創造從而建立新型的後工業景觀成為一

種流行的做法，實踐中通過建造花園進行生態修複不乏成功案例，例如加拿大布查

特花園（Butchart Garden）、美國斯特恩礦坑花園（Sterns Quarry Park）、上

海辰山植物園的礦坑公園等都是由廢棄礦山改造形成的下沉式花園旅遊目的地。

1.2.3市場導向的逐利行為

如今人潮蜂擁的賞花風潮成就了“現象級”的熱門旅遊目的地，企業商人所具

備的一元化“經濟人”屬性促使他們從“供不應求”中嗅出商機，希冀通過營造全新

的花卉旅遊目的地作為盈利與攬財的工具，因此各類花海項目紛紛登場。創造者基於

逐利的目標進行資源配置，建構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時更多考慮如何迅速抓住旅遊者

眼球、避免同類競爭對手的壓制和利益侵蝕、縮短資本回收資金周期以及謀求利益最

大化。逐利一方面能夠激勵創造者通過求新、求異的差異化戰略吸引旅遊者群體，促

進形象創新；但另一方面也非常容易出現急功近利的文化；花卉作為季節性的生態資

源，需要長期的培育和維護，因而花卉旅遊目的地的形象建構並非一蹴而就，需要持

續的耐心投入，急功近利易造成粗放式、跟風式的設計與管理結果，損害形象質量，

甚至出現“花海變菜地”的爛尾怪相。

以上三例分別從不同的驅動力視角解釋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探索式創新的出發

點，其目標指向不同，建構的側重點及對旅遊功能的指向性亦不同，因根據不同情

況分類應對（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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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驅動力下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建構比較

Table 1 Comparative study on flower-themed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s under different motivations

1.3 異化形象的移植

好奇是人類探索新知識與新信息的重要動力，能夠引發對陌生客觀環境的探

索性行為；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代表的

文化心理學派曾提出：每個民族呈現多樣化的價值體系與特征，形成獨特的文化模

式；因此，不同文化模式之間的差異性激發了人類追求異質的跨文化旅遊動機，可謂

“距離產生美”。然而，在時間與財力的約束下，一部分旅遊者群體無法實現跨境旅

遊，所以凝聚著異域景觀特色與異質性文化的仿造性旅遊目的地成為了一項折中的解

決方案，試圖滿足這類旅遊者群體在心智上對異域的想象，這被也稱為“用想象的方

式解決生活困難的心理捷徑”：人們一邊向往著日本櫻花、荷蘭鬱金香、法國薰衣

草等，一邊從臨近自己地理位置的目的地尋找自己想象意識中的相似景觀的替

代品，這種需求催生了一類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的建構路徑——移植異質性形

象。

從形象移植的兩種基本形態來說，一是跨時間；二是跨地域。跨時間的形象

移植從目的地縱向的發展脈絡中截取有價值的曆史形象橫截面，是一種源自本體

資源的建構方式，可以歸屬於上文界定的“發酵式活化”範疇；此處重點討論的

異化形象的移植主要指向第二類形態——跨地域的移植，是基於文化距離的吸引

力、借助目的地之外的異域資源營造形象的外生式建構理念。從形象的建構環節

來說，形象移植包括：（1）命名移植，在形象來源地的名字基礎上進行加工，如

大豐荷蘭花海、東方普羅旺斯薰衣草莊園等；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 名稱成為旅

遊者“第一印象”的信息來源，目的地的移植式命名激發旅遊者喚起對形象來源

地的聯想，產生“人如其名”的期望，這將對旅遊目的地價值產生溢出效應；（2）

景觀移植，沿用形象來源地的花卉品種、花木配置、花鏡設計、建築設計等，再

現異地景觀；（3） 氛圍移植，屬於形象移植的高階行為，將形象來源地與花卉

相關的文化氛圍、傳統習俗、居民活動遷移至本土目的地。還有一類形象移植的

特例是國外品牌海外擴張的結果，即以合作的形式建設全球計劃落地於中國的分

序號 建構理念 驅動力 建構側重點 旅遊功能

1 精英身份的自我表達 心理 個人主義，審美標准的唯一性 被動指向

2 區域治理的生態轉型 環境 地形改造、生態修複 附帶指向

3 市場導向的趨利行為 利益 迎合市場、重視消費者偏好 主動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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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項目，如源於英國康沃爾郡的“伊甸園計劃”（Eden Project）是全球最大的

單體溫室，目標是構建巨型人造生物群落系統，已收納地球80%的已知植物，“伊

甸園計劃”已選擇中國青島作為首個海外項目地，意圖創造亞洲“伊甸園”。

然而，在實踐中異化形象的移植難免會遭逢“抄襲”、“山寨”的非議，其

原因歸於兩點：本真性問題與情境化問題。首先形象的移植結果本身不具有本真

性，類比於對山寨文化迥異的認知，不同社會階層的成員身份對本真性態度的差

異造成對這類移植類形象存在話語分野、評論褒貶不一：有群體認為文化的複制

既沒有價值也沒有可行性，移植形象是對景觀本真性的一種否定，從心理對這類

“拿來主義”產生抵觸，也有群體認為旅遊本身就是為滿足獵奇求新的需求，目

的地呈現的景觀和文化是否真實並不作為其形象好壞的評價標准，能夠不出國門

體驗到異域風光不失為一種“高性價比”的決策；而移植的情境化困局在於異質

性形象在本土落地時與當地地形、資源及區域整體形象等方面的不匹配與難適應，

即移植來的形象難以嵌入花卉旅遊目的地中，嵌入程度取決於目的地可行性分析、

設計、實施、運營、養護的每一項環節。從辯證角度來看異化形象的移植，它是

中國社會文化發展轉型過程中鏈接供給與需求的一種途徑，能夠彌合部分群體難

以親曆觀賞異域花卉景觀與文化的缺憾，也通過借鑒學習的方式提升本土花卉景

觀的設計質量；但同時要注意的是，盲目地跟風、粗制濫造地模仿、一味地迎合

市場及追求短期利益都將導致“形象變味”，進而引發市場反感。

2三軌並行的建構載體
形象是不可言狀、難以描述的對象，是一種抽象的存在，因此花卉旅遊目的地形

象的建構必須依托於能夠表達不同空間主題概念的實體元素，即經曆將形象物化的過

程，討論對目的地形象的營造需要落腳於研究對載體的選擇、處理、分配和使用上，

厘清形象建構載體的結構與內容成為營造任務的首要問題。基於載體性質，筆者認為

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的建構載體呈現三軌並行的特征，分為花卉景觀、花卉節事與

花卉商品這三類。

2.1 花卉景觀的形態特征

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的載體之一即花卉景觀，其形態特征主要包括花卉的色彩、質

感以及空間結構。除對生物基因的改造，單株花卉植物具有較為固定的外在自然形式特

性，因此花卉景觀主要通過花卉植物的品種選擇、配置、修剪優化和提升其形式美。

2.1.1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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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是表現花卉形式美的物質方式之一，是旅遊者觀賞花卉時最具有沖擊

性的外觀特征，也是在提及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時旅遊者最容易聯想到的要素；

和形狀、質感等相比， 色彩對人類視覺神經的刺激更加強烈。花卉之所以如此受人

類青睞，正是由於它是生物界中擁有絢爛多樣色彩的佼佼者。關於花卉色彩自然屬

性的討論主要圍繞其本身的色相、明度、純度、透光率等色彩學指標以及不同的環境

因素對花卉色彩的影響，如光線強弱、季相變更、視覺尺度等；關於花卉色彩社會屬

性的討論則主要關注色彩之於人在生理、心理及審美層面的作用。從花卉旅遊目的地

形象的營造來說，花卉色彩可以改變目的地景觀的三維視覺大小，起到引導視線、調整

景觀深度的效果；花卉景觀的色彩配置分為單色系與組合色系，單色系適用於種植單

一種類花卉，如純色花海；組合色系應對的是更加複雜的花卉植物群落，因此涉及到多

種色彩之間視覺配比關系的組合色系優化研究成為色彩學持續性的熱門領域，同時催

生了色彩調和理論（color harmony theory）（表2），研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

色彩如何尊崇秩序、協調、和諧的原則搭配在一起以使人心情愉悅[6]。從“謝弗勒

爾色環”到蒙賽爾 的“中性灰”論斷，色彩調和理論從定性化的感性原則指導逐漸走向

定量化的理性視覺描述，進而運用大數據和雲計算分析和預測用戶群體的色彩喜好取

向，從多種角度為花卉旅遊目的地的色彩配置提供理論支持。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

於花卉的季相性特征，花卉景觀的色彩隨著季節不斷變化，因此花卉的配置應兼顧考

慮四季的色彩呈現效果。

表 2 花卉旅遊目的地色彩配置的主要色彩調和理論梳理

Table 2 Color harmony theories in color design of flower-themed tourist destination

序號 代表人物與機構 理論核心要素 調和原理 分析方法

1
謝弗勒爾

（Chevreul）

以三原色為基礎，雙色混

合形成的謝弗勒爾色環

對比調和、鄰補調和、

類似調和
定性分析

2
蒙賽爾

（Munsell）
明度、純度

色彩面積比、混合產生

中性灰

定量分析，借助

photoshop

3
奧斯特瓦爾

（Ostwald）
黑色、白色、純色

旋轉混色法，取得色立

體中有規律的位置

定量分析，借助計

算機輔助設計軟件

4
孟-斯賓瑟

（Meng-spencer）
色相間隔、明度/純度差 各色塊標量距相等 定量分析

4 日本色彩研究所 色相、色調 普通人的日常色感
定量分析，借助

SPSS 統計軟件

2.1.2 質感

對於質感的討論源於認同“植物是一種有生命的材料”。與色彩相同，“質”是

構成花卉形態的必要要素，是花卉表現出來的質地；質感（texture）是指花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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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片的輪廓及表面肌理給予人的視覺與觸覺效果，通過實際接觸或“視覺觸摸”形

成感覺經驗，是與花卉材料生物學特征緊密聯系的感性特征。對花卉質感影響的內外

部因素催生出花卉的絕對質感與相對質感：絕對質感受時間性影響，設計重心在於多種

花卉在不同季節的互補與共融，同時通過不同質感的花卉對比凸顯形象的主題，活躍空

間氛圍；相對質感受空間性影響，設計重心在於根據花卉與旅遊者觀賞視線的適宜距

離進行配置調整[7]。關於花卉質感的量化分類存在不同的看法，有根據花卉形態上

的不同分為粗壯型、中粗型和細小型[8]，有根據花卉表面的凹凸程度分為粗糙感、紋

理感和光滑感，也有從花卉體量上的差異區分為密集感和稀疏感；不同的花卉質感分類

能夠引發豐富的人類心理層面感知，這種感知從物象轉向意象，從視覺判斷轉向情感

經驗，進而影響對環境空間的整體感知，如花卉的精致感程度與空間在認知直覺中的擴

大拉伸尺度效果呈正比關系；所以說，質感的多樣化選擇應取決於空間環境的複雜程度，

兩者在設計時應尊崇對比和協調的原理，以構建和諧、統一、活躍的空間形象氛圍，

如複雜的空間環境匹配單純的質感，單調的空間環境匹配多變的質感[9]；此外，人

工的修剪與整形能夠改變花卉本身的質感。總體來說，這些經由設計與配置的花卉形

象聚合了花卉質感的多種信息最終呈現在旅遊者腦海中，為花卉旅遊目的地的形象

感知貢獻一部分力量。

2.1.3 空間結構

花卉旅遊活動的客體對象是花卉，因此不同於一般景觀設計中將花卉作為“裝飾性

栽植”（ornamental planting）的材料，花卉旅遊目的地的花卉設計更多是屬於

一種“結構性栽植”（structural planting）。空間結構是指生態學系統下的花

卉種群、群落或景觀中大小和形狀不同的組成單元（斑塊）在空間上的排列[10]，

所營造的空間感面向觀賞者，是基地平面、垂直平面以及天花平面單獨或共同圍合

成的具有實在的或暗示性的範圍圍合[11]。空間營造的要素指標包括視角與空間感受

（D/H比值）、高度與立面層次、蓋度與圍合感、形狀系數（空間邊界實際長度

與同面積圓周的比值）等[12]。與一般建築空間不同的是，花卉景觀的空間具有變化

性和不確定性，因為花卉在不同的生長階段呈現差異化的生物形態，且隨著季節的變

更而不同。一方面多樣化的花卉空間排列方式（如孤植、列植、叢植、群植等）和

空間尺度特征（比例、模距、韻律等）可以協助將目的地區分成不同的花卉旅遊類

型，如花海旅遊、花園旅遊、花街旅遊；另一方面可以根據空間邊界的清晰度以及旅遊

者的視覺觀賞效果區分為開敞空間、半開敞空間、縱深空間、鬱閉空間等。花卉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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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結構在設計時受多種因素影響，如地形、氣候等，針對空間單元的雜陳藝術造

景方式包括遠景、中景、近景以及對景、障景、夾景、漏景、借景等。除花卉要素本

身形成的獨立空間外，與其它景觀設計要素搭配會形成組合式空間，如花卉與水體、鋪

裝、建築物、山石的結合等。花卉景觀的空間結構在滿足觀賞者審美需求的同時也會帶

來空曠、壓抑、舒暢、安定等與心理情感聯結的空間氛圍；從空間的不同效應來看，可

以分為積極的-消極的、向心的-離心的以及靜態的-動態的不同類型[13]。因此，空間結

構是花卉景觀物化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2.2 花卉節事的儀式編排

承載著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的載體最終需要被花卉旅遊者接觸和使用才

能夠實現其價值，如果說花卉景觀與旅遊者之間屬於靜態的觀賞凝視的關系，旅遊

者獲得的是一種“觀看的權力”，那麼花卉節事與旅遊者的關系則屬於沉浸式的交流互動，

旅遊者獲得的是一種“參與的權力”；旅遊者從景觀體驗過渡至文化體驗，從而

獲得精神上的共鳴與滿足感。節事（event）是應對休閑旅遊市場中“季節性問題”

的戰略性選擇[14],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在其“狂歡理論”（carnival theory）

中指出：節事活動所擁有的“節日性”（festivity） 包含了“節日精神”、“真實性”、

“象征性”、“傳統性”等重要因素[15]，形成了一種“文化表演”的儀式。節事是專

業化策劃的產物，是充滿符碼的再現空間，因其重複性的特征成為固定間隔期的一種

傳統和習慣，其作為一種儀式為旅遊者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延續的行為模式，以此不斷

地強化旅遊目的地形象，又借助現代信息技術對外放大與傳播。可以說，在節事發

生的同時，花卉旅遊目的地的形象也呈現出社會性的建構狀態。

花卉節事的空間實踐是在花卉景觀空間的基礎上經過人工改造和策劃形

成的臨時性的節事空間，但並非是策劃方單向創造的結果，而隸屬於社會生產的一

部分。毫無疑問，花卉節事以花文化屬性為主導，主題內容落腳於花卉與人類的互

動關系上，一方面是花卉作為自然界中的生態之物之於人類實用層面的意義與效用，

如賞花、食花、飲花、用花；另一方面是以花卉為主題的衍生文化活動增進精神層面

上的共鳴，如花卉畫、花卉詩、花卉歌曲、花卉服飾等。與花卉景觀以景為主不同的

是，花卉節事以人為中心，通過舞臺、設備、展演、道具等特殊的物質形式制造與

運用與花卉相關的符號，從而生產與改造花卉旅遊空間，為旅遊者創造的是解去日常

規則的束縛、展現自身自由形式的“狂歡式”空間氛圍。因此，花卉節事在目的地形

象建構中豐富了旅遊者感知的信息獲取渠道，不僅僅是對花景的視覺接觸， 而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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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調動聽覺、味覺、觸覺等方式營造感官之間互相映射形成的“通感”（synaesthesia），再

由其感覺刺激和記憶再生的相互交織指向腦海中的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

花卉節事的儀式編排需要遵循一定的空間秩序感，這種秩序感嵌於旅遊目的

地形象中， 能夠被旅遊者適應與感知。從花卉節事舉辦的實踐活動歸納而言，基於

節事場所空間的表現形態可以分為圍合型、流動型和組團型；圍合型花卉節事一般

以核心的花卉景觀作為基點，集中於一個穩定的、固定的小尺度範圍之內；流動型花卉

節事主要以節事活動的動線為線索，旅遊者人群的空間位置沿著這一動線變化；而散

點型花卉節事是以散點團塊的形式錯落地分布在花卉旅遊目的地大尺度領域內不同

的地理位置上，這類節事一般是以市鎮範圍作為旅遊目的地（表3）。

表 3 花卉節事的空間儀式編排

Table 3 Spatial design of flower festivals

序號 編排類型 類型圖示
空間

感知
優勢 劣勢 代表性案例

1 圍合型 封閉

-空間聚焦便於形

象的整體呈現

-空間獨立，便於主

題性節事的舉辦

節事活動的新

鮮度與變化性

受限

-上海國際花展

-英國切爾西花

展

-法國肖蒙花園

節

2 流動型 線性

-明顯的空間軸線

提升參與粘性

-動態行進烘托的

熱烈氛圍

-參與時間短暫

-複雜的交通管

控

-美國帕薩迪納

市玫瑰花車大遊

行

-荷蘭津德爾特

花車遊行

3 散點型 開敞

-活動形式多樣化，

移步異景

-覆蓋的旅遊者群

體更廣泛

個體旅遊者無

法同時參與多項

活動，造成可感知

的形象割

裂、不全面

-比利時根特花

展

-洛陽牡丹花會

2.3 花卉商品的造物規律

商品的社會生命是被納入人的社會關系之中的，在不同場合會發生意義的轉換。

從概念上來說，旅遊商品（tourism commodity）不同於旅遊產品（tourism

product），專指旅遊者在旅遊目的地購買和消費的以物質形態存在的商品，又

稱為旅遊紀念品（souvenirs）。“非慣常環境”與“商業目的”是賦予旅遊商

品設計具備文化價值與實用價值的理據前提， 即探索旅遊者為何願意花錢去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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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商品背後的深層原因：旅遊途中的購物儀式是通過特定的情境與產品達成旅遊者

與旅遊目的地之間的心理互動，幫助目的地在遊後階段延續文化符號的影響力，地方

符號鑲嵌於旅遊商品的物象之中，旅遊目的地地方形象被賦予在實質可消費的旅遊商

品上，以此觸發和聯通旅遊者對於地方、遊曆行程以及旅遊情感活動的回憶， 此時

的“人-地”關系由“人-物”關系所延續，旅遊目的地形象在這一消費過程中不斷閃

現以此強化其在旅遊者記憶經驗圖式中的存在感、連續性與熟悉性；此外，旅遊商品

的作用之一在於饋贈與分享給親友，此舉有助於旅遊目的地形象在潛在旅遊者群體中的

接觸反應與擴散傳播。

花卉旅遊目的地與一般城市或鄉村旅遊目的地不同的是，其主題性十分顯著與

突出，花卉主題對應著花卉的物質性存在，是可觀賞、可觸摸、可嗅香、可品味的對

象。因此從造物內容來分析，花卉旅遊商品按照對花卉實體本身的利用涉入程度來說從

強到弱分為三類：（1）花卉植物本身，如花卉盆栽、花卉種苗、花種花籽等；（2）

以花卉作為原料制成的衍生產品，如可食用的雲南玫瑰餅、河南盛唐牡丹餅，可飲

用的各類花茶，可潔膚用的薰衣草手工皂，可護膚安神用的各類香薰精油等；（3）

以旅遊目的地的花卉相關意象作為題材的產品， 如印刻花卉紋樣的絲巾、服飾、

茶具等。

而從造物方式考慮，花卉旅遊商品可分為手工式、機器式和參與式。前兩者由商

品廠商獨立生產制作完成，而後者融入旅遊者的參與和勞力，是發生於旅遊目的地的交

互性旅遊活動的一種副產品。手工式花卉旅遊商品為作者原創設計與手工制作，不具有複

制性的批量化特征，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系是一對一的，如山東菏澤巨野的農民畫師

創造的“工筆牡丹” 繪畫產品，占據全國市場80%的比重，成為牡丹之鄉著名的

民族特色旅遊商品；機器式花卉旅遊商品具有標准化的生產流程，融合機械技術，需

符合行業質檢要求，在商品的設計與制作方面采用統一化管理模式，能夠應對大批量旅

遊者的采購需求；參與式花卉旅遊商品因旅遊者在肢體和精神上的共同參與制作，充分

調動了其感官、情感和思維，這種追求體驗和交換知識的旅遊方式將旅遊者帶入環境之

中，旅遊者並非知識的被動接受者，而成為了積極的消費者，形象的呈現向“浸入”程

度更深的展示模式過渡[16]，商品凝結了旅遊者自身特質而將“人-地”更加緊密結合起

來，如在旅遊地花藝師指導下的插花作品（茉莉繡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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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花卉旅遊作為生態旅遊的利基產業類型，在中國的發展勢頭強勁、市場潛能巨大。然

而，在“賞花熱”之後進行“冷思考”，尤其是反思如何提升當今中國花卉旅遊市場的

供給端品質對於該產業的健康持續發展十分必要。“形象”是旅遊供給品質的一項重要

表征，形象建構的本質在於直接地從源頭向社會傳播關於“地”的信息，即創造

一個“會說話的環境”（talking environment）。正如品牌身份（brand identity）

之於品牌管理者的意義：“在我們知道如何被感知之前，首先必須知道我們是誰”[17],

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是花卉旅遊地的開發者和運營者將目的地呈現在公眾視野的內

生型意向性形象，是花卉景觀實體環境的直觀反映，能夠體現目的地設計與運營的主觀

能動性。該形象的營造與設計旨在為花卉旅遊者提供物態化的使用價值以及情感化

的符號價值。本文立足於花卉旅遊目的地設計運營者視角，從整體性的建構戰略出

發，並借鑒管理學“雙元化理論”，歸納出“傳統資源的活化”、“對自然的再創造”、

“異化形象的移植”這三條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建構路徑；同時，根據以花卉景觀資源

的豐富性與花卉文化資源的獨特性作為坐標軸的資源活化矩陣提出“漸進式”、“發酵

式”、“嵌入式”的三種開發式創新方案；構建了以“心理-環境-利益”為不同驅動力的

探索式形象建構創新思路；從“命名移植”、“景觀移植”、“氛圍移植”探討花卉旅

遊目的地異化形象的外生式建構策略，同時深入剖析了以花卉景觀、花卉節事、花卉商

品作為三軌並行的目的地形象建構載體，是基於整體設計思想對花卉旅遊規劃設計與管理

領域的一次探索性研究。

因篇幅所限，本文關於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建構路徑及建構載體的討論屬

於理念性層面，為推進相關研究，未來需要結合具體案例分析與實證方法對不同形象建

構路徑的適配環境與實施方案做進一步驗證分析，並需要對不同的形象建構載體的設計

應用及載體之間的互動邏輯展開更為細致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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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一閣”到“洛倫佐”圖書館： 論

建築設計對推進國家文化建設的影響

曹盛盛
（寧波大學，寧波 315211）

摘 要：本文以 16 世紀下半葉中意兩大家族圖書館，即明末藏書館天一閣

和文藝複興時期佛羅倫薩的洛倫佐圖書館為研究案例，從設計文化的視角，用

比較研究方法探討促成之後中西發展差異的文化因素。研究通過對兩個圖書館

的建築布局，空間安全和家具設計的風格、特點和功能的比較分析，發現設計

映射的不同圖書館文化以及其背後的社會曆史原因，探討兩者對知識、服務、

文化上的不同價值觀和對社會的影響，進而為當代中國社會文化建設提供參考。

關鍵詞：設計文化；私人圖書館；文藝複興；中意比較；文化建設

From "Tianyi Pavilion" to "Lorenzo"
Library: On the Influenc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on Promoting Nation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Abstract : This article takes two major family libraries in China and Ital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6th century, namely the Tianyi Pavilion in the Late Ming Collection and the Lorenzo

Library in Florence during the Renaissance as research ca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culture, it uses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the aftermath Cultural factors for the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rchitectural layout, space safety and furniture design styles,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 two libraries, the study found the different library cultures mapped by the design and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asons behind them, and explored the two libraries’ influenc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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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service, Different cultural value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society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words: Design culture, private library, Renaissance, Sino-Italian comparis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引言：縱觀人類文明發展曆程，五百年前中華民族曾一度引領世界文化，

唐、宋、明時期中國智慧為人類文化推進做出重要貢獻。16 世紀期間，無論

是旅居中國的葡萄牙人克魯士，西班牙使者拉達，還是歐洲漢學鼻祖利瑪竇，

在他們的記錄中對明朝的城市建設、制造技術和人民的智識能力、勤奮品質大

有稱贊。但就是在這樣科技文化高度發達的時期，中國卻錯失了一個重要的走

向工業化發展道路的機會，之後被西方世界趕超，逐漸走向文化的衰退。如今，

中國站在人類文明發展又一重要關鍵點，經濟、文化、科技展現出良好的發展

趨勢。本文將通過對 16 世紀明末中國和文藝複興意大利兩國私人圖書館的設

計比較，嘗試以設計文化的新視角來探討影響兩種社會文化發展差異的因素，

從曆史中獲得啟發，進而為更健康地推動中國社會持續進步提供有益的參考。

1．研究對象的特征分析

天一閣和洛倫佐圖書館兩個建築建成的十六世紀正是中國明朝（ 1368

年―1644）的中後期和西方文藝複興（14-16 世紀）的晚期，這兩個社會都剛

好經曆了一段文化興盛時期。當時中國處於明朝嘉靖時期，政治逐漸腐敗，外

患不斷。朝廷對士大夫有排擠，一些在朝廷做官遭到迫害的學者躲到江浙一帶

全心投入經籍，詩書等創作。[1]而此時意大利正是文藝複興時期，它是西方文

明複蘇和思想啟蒙的一個重要時期。其提倡的人文思想，科學精神開始傳遍歐

洲。而洛倫佐圖書館所在地佛羅倫薩城市作為意大利核心之城吸引了世界各地

的學者，出現了後人難以企及的三大巨匠，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作

為本課題的研究對象，兩座圖書館具有很多共同的特征。(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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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兩者竣工時期相近，同屬世界上最早的家族私人圖書館

天一閣是由寧波人範欽於1561—1566 年間在其宅東建造的藏書樓。範

欽26 歲考中進士，經曆了近30 年的從政生涯。由於他始終秉持大道，不畏

權貴，廉政親民，不慎觸怒權臣，卷入官場鬥爭。1560 年剛剛當上兵部右

侍郎的範欽被禦史彈劾，回到老家寧波。為了保存其從政期間在各地收集的

幾萬餘卷書籍，範欽開始修建藏書樓。[2]而洛倫佐圖書館的建造開始於1523

年，那年朱利奧·德·美第奇被選為教皇，這是意大利融經濟，政治，文化

於一身的美第奇家族被流放多年後，再次奪回政權的標志。圖書館用來收藏

美第奇家族數量龐大的書籍和手稿， 並於1571 年對公眾開放。圖書館以家

族“豪華者”洛倫佐命名以紀念其為意大利文化做出的巨大貢獻，表明家族

對佛羅倫薩城的恩惠和對學術的鼓勵。[3]

1.2 兩者設計地位相似，在世界圖書館建築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天一閣是中國現存完好的最古老的國寶級圖書館，是亞洲現有最古老的

圖書館，也是被英國劍橋大學皇後學院建築與藝術史院士詹姆斯·W. P. 坎

貝爾選入其《圖書館建築的曆史》專著中的唯一一個中國古代圖書館。其對

藏書的貢獻使得天一閣設計曾一度被推舉為民間藏書樓的典範和樣板。[4]

皇家藏書樓，即四庫七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寧波的五桂樓、南京的津

逮樓等設計均仿天一閣。[5]洛倫佐圖書館由文藝複興三大巨匠之一米開朗基

羅設計，這也成了他文藝複興時期風格主義建築的代表作。[6]其獨出心裁的

創意使得圖書館內部設計被視為高度正規的風格主義的建築原型。[7]同時，

它也開啟了公共圖書館的先河。[8]

1.3 兩者的文化價值相通，對本國文化傳承與傳播做出巨大貢獻

天一閣坐落於範家的私人宅院裏，由範欽後代傳承下來。根據全祖望在

《天一閣藏書記》的記載，在其鼎盛時，藏書達七萬多卷，不僅有來自宋代

的抄本和碑拓，還大量搜求匯聚了史料價值很高的明代各省、府、州、縣的

地方志和明代進士登科錄、會試錄、鄉試錄、武舉錄等，其中很多都已是海

內孤本。[9]1673 年，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黃宗曦為天一閣編寫的目錄奠定

了天一閣在讀書人中的崇高地位。1773 年，清乾隆為了編修《四庫全書》，

天一閣共獻出珍本中473 部被《四庫全書》的美第奇家族的私人圖書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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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族圖書館的發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家族投入大量財力、人力到歐洲各

國收集和抄寫珍貴文本。他們曾一次性派出45 名抄書員，花了22 個月，抄

寫200 種書籍。[10]圖書館中的藏書有一萬零五百件手稿，其中七百件的年

代早於11 世紀，有些是世上珍貴的古籍抄本。[11]

可見，兩個圖書館的建築性質，曆史地位和文化價值都具有共通之處，

在當時對各自社會的文化推動具有重要意義。

2 天一閣與洛倫佐圖書館設計之比較

2.1 建築布局：中式園林與西式殿堂

天一閣位於範宅之東的院子裏，坐北朝南，整體占地面積約840平方米。

根據清光緒祝永清繪天一閣石刻圖可以發現此時東院已形成了“假山-水池-

閣-花壇-假山”的清晰序列，具有中式園林的自然景觀。天一閣作為這個序

列中的主角， 是一座兩層磚木結構的硬山頂重樓式建築，通高8.5米，斜坡

屋頂，覆有青瓦。[12]藏書樓一層有六個開間，意味“地六成之”，做待客

之用。二樓也為六間進深，中間四間合並為一個大通間，樓梯占用了偏西第

一間，偏東一間空置。通間中，每三架書櫥圍成一個空間，將其隔成一個個

龕室。南北兩側是與天花板高度並齊的窗戶，窗戶上安裝了百葉窗，室內光

線相當暗。（圖2）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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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洛倫佐圖書館坐落於聖羅倫佐教堂，在修道院回廊一側加建二層，使其與原建築

融為一體。先進入一個邊長為10.4米，高14.6米的正方形的門廳空間。門廳的內牆

運用真假兩排窗與嵌入式牆壁柱子相結合的方式，讓牆面頗有建築外立面的效果。通

往閱覽室的入口是一個宏偉的大理石樓梯，以雕塑般的審美效果填滿了整個門廳。（圖

3）閱覽室是一個狹長的空間，中間是莊嚴的長方形甬道，兩邊分別整齊地擺放著

一排設計精良的讀經臺。兩側牆面設計對稱，由壁柱分為15 個開間，牆壁下層開一

排采光窗，高層設一排假窗。[13]天花板由代表美第奇家族鑽石戒指的四個連環曲線

組成的木質雕花作為裝飾單元。（圖4）地面紋案， 窗花設計和家具上的雕刻相

互呼應，渾然一體。

比較兩者建築整體布局，天一閣的院落格局營造出平淡、簡樸、幽靜的中式園林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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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境，虛實並存，動靜結合。藏書閣通過外觀設計來強調其重要性，而內部簡潔隱

秘。洛倫佐圖書館則通過羅馬古典殿堂中柱式、樓梯、雕飾相結合的縱深多層次布局

營造出莊重而不乏親和的氣質，外觀樸實，內部設計精巧細致。

2.3 空間安全功能定位：防火與防盜

由於明代時期的建築以木結構為主，為了防火，範欽煞費苦心。他從中國最重要的

哲學著作《易經》中的“天一生水”獲得靈感，以“天一閣”取名，以水克火。同時在

建築設計上做到全面防火。首先，在選址上位於生活區的東部，用一條甬道隔開藏書閣

所在院子，起到防火隔離帶的作用。其次，將天一閣南牆設計為高大的“封火牆”，用

來擋住來自生活區的火舌。第三，在閣前設計“天一池”，從寧波的月湖引來活水，防

範火災。[14]不僅如此，天一閣屋頂和木板上都畫著與水相關的圖案，既有虛構的水，

也有真實的水。[15]而範欽定下的“禁止煙火入閣”的規定高懸在二樓樓梯盡頭的牆上，

成為杜絕人為火災的重要保障。

與天一閣不同，洛倫佐圖書館主要以石、磚為主要材料，不易著火。但當時的意大

利印刷術沒有明代發達，收集的書籍都是用羊皮紙制作的手抄本，成本昂貴。區別於天

一閣只允許家人使用的規定，洛倫佐圖書館以服務於民眾為榮，然而書籍精致誘人導致

失竊事件時有發生。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圖書館用加鏈子的書來解決，即通過一根金屬

杆將帶鏈子的書 和書桌連在一起，而金屬杆的一段通過加鎖固定在桌子上，需要時開

鎖便可取書。[16]這種做法在14世紀就已出現， 在英國和荷蘭等國大學圖書館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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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書櫥

（圖5）

比較兩者的安全功能，可以發現建築材料和印刷術發展水平不同影響著圖書館安全

問題的定位。天一閣以木材為主導致火災成為威脅書籍安全的主要原因， 而洛倫佐圖

書館的安全問題是由書籍貴重和用書開放雙重原因所造成。而不同的安全問題又催生了

新的設計形態，包括建築的布局、空間使用，乃至家具的設計。

2.3 家具使用：服務藏書與關注閱讀

在明代，私家藏書閣多為士人收集存儲圖書，個人閱覽和與友人交流的私人場所。當

時，對於知識的獲得具有很強的階級性，

藏書不會與外人分享，更不會向百姓開放。

書櫥，作為二樓最重要的家具成為藏書的

核心空間。平時櫥門關閉，因而看不到書目，

也看不到書的體量。即便打開，由於書是

疊放的，很難找到需要的書籍。主人在

每個書櫥底下放置英石用來防潮，在書

櫥裏放置芸香草用來驅蟲。每年梅雨季

節後，範家人還把書籍拿出來晾曬。這些做法使得書籍被完好保存。 （圖6）

讀經臺是洛倫佐圖書館最重要的家具。教皇非常重視讀經臺的設計，他曾與

米開朗基羅通信討論如何將精美的高質量的書籍以最完美的方式呈現給人民。

[17]讀經臺一般由藏書部分，閱讀桌臺和座椅三部分組成。曆史上有省去座椅

的站姿讀經臺，如萊頓大學圖書館的讀經臺，也有融站姿和坐姿於一體的讀經

臺， 如劍橋三一圖書館的讀經臺。洛倫佐圖書館的讀經臺是坐凳類型，設計

出色。其側面印著對應的讀經臺內書的目錄，便於讀者查看。對於座椅米開朗

基羅曾絞盡腦汁處理凳子的斜靠背問題，但最後服從了視覺美感的統一，在靠

背頂端設計了突出的雕花板，為此付出了座椅舒適度的代價。（圖 7）

比較兩者的家具設計，發現它們的功能關注側重點不同。天一閣書櫥主要

用於藏書，防止受潮、蟲蛀等。書籍的放置方式和書櫥的使用都側重於存放和

保護書。而在洛倫佐圖書館裏，讀經臺用來展示書籍，服務閱讀，其設計易於

查詢也方便閱讀，促進了書的價值轉化，同時讓閱讀行為有了儀式感。可見，

從功能上前者關注藏書表面的質量，後者則關注用書內化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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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一閣與洛倫佐圖書館設計文化之比較

兩個圖書館的設計不僅反映了兩個國家所在時期的曆史環境和社會文化，體現了設

計者個人的情感與願望，但同時設計所呈現氣質、功能以及使用方式進而影響了之後的

圖書文化，乃至社會文化。作為時代的典型案例，它們與當時社會的政治體制，價值觀

念等相互作用，共同影響社會科技、文化和經濟的發展。

3.1 對知識的使用：私密專屬與開放分享

具有中式園林風格的天一閣和具有西式殿堂風格的洛倫佐圖書館呈現出不同

的氣質，前者隱蔽私密，而後者則開放明朗。天一閣的隱蔽性不僅體現在它置於一個四面圍

牆的院子，一個常被緊鎖的狹小入口，而且還體現在隱蔽的樓梯， 二樓昏暗的光線和看

不見書籍的書櫥。由於藏書是範欽個人收集，凝聚其一生的心血，也是其 30 年四方為

政的重要見證，作為家族財富被細心呵護。閣內禁牌上戒令家族成員永遠不得讓外房親戚

進入藏書樓的規定，讓天一閣的藏書成為核心家族專屬。而洛倫佐圖書館，內部布局直接明

朗，空間開闊，采光充足。風格主義的樓梯改變以往樓梯常被設在隱蔽處的一貫做法，以光明

正大的姿態作為獨立的建築裝飾語言呈現。圖書館收藏了洛倫佐收集的很多珍貴書籍，通過對市

民開放來紀念家族領袖，傳承家族人文精神，鼓勵學術研究。

同為家族圖書館，其設計和使用體現出家族對知識使用的不同態度，這種差異不僅

與社會曆史、文化相關，也與家族本身的處境有關。從曆史記載中，範欽通常被作為“天

一閣”藏書樓的第一代主人而名留史冊。而美第奇家族在這之前已有多次建圖書館經曆，

家族名聲也已遠揚海外。不過，他們在建造圖書館前經曆了相似的遭遇。範欽因得罪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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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遭受彈劾，含冤回鄉，閱讀成為治療情緒的重要方式。同樣，在 15 世紀末洛倫佐

去世後，美第奇家族多次被逐，這次洛倫佐的侄子以教皇的身份重拾佛羅倫薩政權。洛

倫佐圖書館的建設和開放使家族重新獲得城市文化建設的主動權，反映了美第奇家族重

振旗鼓、重塑城市輝煌的決心。

3.2 對服務的傾向：權貴意識與服務民眾

天一閣通過系統的空間安全設計以杜絕火災，保證藏書的完整無損。然而被完好保

存的書籍只能家人專用。為了防止書籍流散，範欽提出“書不出閣，代不分書”的規定，即

將鑰匙放到子不同孫手中，每取一本書需要同時打開七把鎖才行。而天一閣首次破規接受外

人參觀的是1673年向明末清初的學術大師黃宗曦開放。之後在1773年，範家為清乾隆編

修《四庫全書》獻出精挑細選的638部珍本， 因此獲得皇上的褒獎。但因為朝廷沒有歸還

底本，這也導致了天一閣曆史上最嚴重的藏書精品集中流失。可以發現天一閣建成後在服

務家族核心成員百年之後， 通過服務權貴的方式才逐漸被社會、學界所熟知。

與天一閣不同，洛倫佐圖書館作為美第奇家族傳播人文主義的文化空間，以服務民

眾為榮。公共服務意識傳承於古希臘，古羅馬的民主制度，也被文藝複興的意大利所

推崇。文藝複興第一任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是一位博學的藏書家，他在任職期間

（1447-1455）致力於讓意大利重新成為歐洲智識中心，並通過圖書館將人文主義者

和學者吸引到羅馬。1513年，利奧十世教皇，即洛倫佐之子的任職將梵蒂岡圖書館發

展推向頂峰。[18]這種經曆為美第奇家族的圖書館建設和管理積累了寶貴經驗，也讓家

族深刻意識到圖書館對於文化繁榮以及政權鞏固的重要性。所以他們通過安全設計將

珍貴讀本與民眾分享，動員每一個公民智慧，共同推進城市建設。

3.3 對文化的態度：注重守護與重視傳播

從書櫥到讀經臺，從關閉的見不到書的櫃子到以最佳方式展示書籍的桌臺，從

對書籍不受碰觸地珍愛到對讀者閱讀機會的珍視，反映了不同社會制度下熱愛

學習的從政者對書籍作用認知和知識傳播態度的差異。前者更關注對書籍的守護， 傾

向於私人行為，分析原因可能有幾個方面。從政治環境方面，當時中國處於封 建社會高

度集權時期，讀書、用書具有很強的階級性。從社會治安來看，在明朝嘉靖時期，內憂外患。

庚戌之變中明軍失利，由日本浪人與中國海盜組成的倭寇 襲擾浙江等地，藏書面臨很

多風險。[19]從社會文化方面，明代中後期因政治走 向腐敗,管理制度松散，官府的藏

書損失嚴重，日趨衰敗，這種氛圍對於私人藏 書家更要小心護書。此外，嘉靖年間，

文字獄依然時有發生，若用書不當遭到懷 疑，可能會給家族帶來滅頂之災。從文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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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尊重祖 先和家族傳承的意識較強，祖先的珍貴古籍理應由家族傳

承。這些原因使得天一閣秉持“重藏輕用”的藏書理念。[20]

洛倫佐圖書館更重視文化傳播，將圖書館免費向公眾開放，這得益於一些原因。從

政治環境看，洛倫佐圖書館創建於歐洲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在一個提倡自由、民主的人文

主義的社會，從政者公共服務意識強烈。從家族文化看，洛倫佐的領導創造了佛羅倫薩空

前的文化繁榮。幾代人治理城市的經曆讓公共服務成為家族榮譽。從社會文化看，由於洛

倫佐資助過米開朗基羅，拯救過達芬奇，他極力維護學者的利益，這使得崇尚科學，熱愛

藝術，鼓勵學術成為社會風尚，而開放圖書館成為推進文化發展的重要方式。

盡管，米開朗基羅在圖書館中運用風格主義設計，表達其想用更具主觀、富有暗示性

特征來取代古典主義過於簡單的和諧和不帶個人色彩的規範性。這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其

對社會的不安，也預示著意大利面臨政治、經濟的動蕩。[21]這時候，如何強化文化建

設也成為推進城市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

4 中意圖書館設計文化對當今社會的啟示

通過以上對明代天一閣和文藝複興洛倫佐圖書館的設計文化比較，從某種側 面可以

了解中國在明代後期為何被西方世界趕超的一些原因。西方圖書館設計文 化中體現出來

的開放明朗、服務民眾和重視知識傳播的特點為後來西方科技發展，經濟繁榮提供了重

要的文化和價值基礎。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對今日中國發展提供 啟示。首先，自上而下對

文化的熱愛和對人才的愛護，有步驟的文化繁榮計劃可 以加速文化的全面推進。第二，

對內以民主的方式激發公民的智慧與活力，對外 以開放的姿態吸納各國的優秀學者，有

利於推動我國科技文化發展和文化傳播。第三，秉承平等、公正的社會價值觀，共享教

育資源，提升全民文化藝術修養， 鼓勵學術探究，激發民眾的主動性和創造力。第四，

促進文化多元化，用謙虛的 態度學習和傳承人類文明的優秀文化，集古今中外之智慧來

實現中華文化的複興， 同時為推進人類文明貢獻中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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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鄉村美學的傳統淵源及其與東方設

計的關系研究

謝九生

（江西師範大學，南昌 330022）

摘 要：中國鄉村美學的傳統淵源是中國美學的主體，也將成為人類文化和藝術的

共同財富，因為“東方設計”的提出，與“西方設計”有著直接的關系，同時也是在

廣泛吸收西方美學的基礎上的“中西融通”。而通過對於體現出“山水田園”和“中國美學”

的中國鄉村美學的傳統淵源與古代設計思想的關系，與彰顯“田園美學”和“中國精

神”的鄉村美學與東方設計、東方設計學的緊密關系的研究。從而取得以中國為代表

的“東方設計”其突出點就是山水或田園美學的獨特性，同時這些也是“鄉村美學”

的傳統淵源，並成為“東方設計”或“東方設計學”需要認真對待與傳承的傳統精華，

以及對於“中國特質”或“中國精神”的把握與彰顯。

關鍵詞：鄉村美學；東方設計；田園美學；東方設計學；中國精神；

Study on the Traditional Origin of Chinese
Rural Aesthetic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riental Design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origin of Chinese rural aesthetics is the main body of Chinese aesthetics,

and it will also become the common wealth of human culture and art, because the proposal of

"Oriental Design" has a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Western Design", and it is also a "fus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ased on the extensive absorption of Western aesthetics. By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origin of Chinese rural aesthetics and ancient

design thought, an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aesthetics, oriental design and oriental

design studies. Thus, the outstanding point of "Oriental Design" represented by China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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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ness of landscape or pastoral aesthetics. At the same time, these are the traditional origins

of "rural aesthetics" and become the traditional essence of "Oriental Design" or "Oriental Design

Science" that needs to be seriously treated and inherited, as well as grasping and highlight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r "Chinese spirit".

Keywords ：Rural aesthetics; Oriental design; Pastoral aesthetics; Oriental
design;Chinese spirit;

引言：對於中國鄉村美學來說，多表現為田園美學的主要特征，而田園美學則

與田園詩畫等文藝形式有著密切的關系，一般認為田園美學產生於魏晉南北朝時期，以陶

淵明的田園山水詩為代表。但是經過近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以及隨著城市文化的興起，

城市化或城鎮化的崛起和加劇，維持幾千年的單一的農耕社會或鄉土社會已經發生變化。

因而今天所說的鄉村美學多是指與城市美學相對的一個概念，同時也形成了城市山水文化

或藝術。因此雖然傳統的鄉土社會或鄉村社會受到了沖擊，也多有衰弱的論調，但是山水

美學或田園山水美學的傳統基因並沒有消亡。而且，隨著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的鄉村建設運

動的不斷高漲，以及近幾十年來對於鄉建或美麗鄉村建設的重視與重現鄉土味道和留住鄉

愁的呼籲，使得現代鄉村規劃與設計成為中國設計或東方設計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

因此，東方設計或中國設計成為彰顯鄉村美學的重要手段，而傳統田園山水文化和美學仍

然有著嶄新的價值，以及綻放出新的魅力。

1 山水田園與中國美學：中國鄉村美學的傳統淵流與古代設計思想

中國古代鄉村社會與隱逸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因而“中國鄉村美學更多地體現了隱

逸文化的某些特點，表現了士人恬淡質樸的精神趣味。”1文人或士大夫對於鄉村或田園

的美學觀照，表現出對於閑適、平淡、恬靜等隱逸生活的向往。而所謂“極端的鄉土社會

是老子所理想的社會，‘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2這種現象的產生多與時代動亂

有著直接的關系。因而與隱逸相關的山水田園構成了中國傳統美學主要的觀照對象，因為

“以田園詩為代表的鄉村美學則主要關注具有日常生活氣息的鄉村田園風光之美，雞豚牧

牛、場圃桑麻、黃發垂髫等都是鄉村美學關注的中心。雖然鄉村美學和自然審美都表現了

高蹈於世的平淡旨趣，但相較而言，鄉村美學更具有熱忱的人間氣息，且相對於山水詩自

然審美中士大夫的精英色彩， 鄉村美學更具底層意識和平民關懷。”3當然，雖然“精英

色彩”與“平民關懷”有著許多的不同，但是兩者並不矛盾，世人或隱者包括隱居後的陶

淵明都必須面對吃、穿、住、行和柴、米、油、鹽的人間氣息，以及漁、牧、耕、樵等俗

事勞作，而這些也都體現出“平淡”的審美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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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4而留住鄉愁則與保持鄉土有著

直接的關系，中國現代鄉村美學的衰弱很大一方面是鄉村或田園景觀，即村落的消

失，而且“無論出於什麼原因，中國鄉土社區的單位是村落”5。而村落的衰敗或消

失則是鄉村美學衰弱的重要原因，其中當然也包括城市美學的擴張，但是今天城市

的發展與西方設計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城市化的發展和擴張，則體現出傳統文化

與設計的消失，因而東方設計或充分體現“田園山水美學”的中國設計與鄉村美學的

保存有著密切的聯系。因為“中國古代哲學的核心之一就是基於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認識世界，形成‘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強調‘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順應

自然，側重對倫理道德、內在情感、精神世界的關注，各家的哲學思考常以‘道’的範疇

闡述其哲學理念。‘道’於儒家是倫理道德、仁孝禮儀；於道家是萬物之源；於釋家則是

禪修得到的精神升華。中國古典造物思想中的‘物以載道’是將無形的‘道’以有形的

物的方式呈現。”6“物以載道”所體現的是中國傳統造物與設計理念之中的道器關

系，這其中既包括“重道輕器”，也包括“道器一體”，也是“天人合一”的充分體現。並

與田園美學或山水美學中所強調的“以形媚道”、“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是相一致的。這

是因為“作為中國藝術美的主要創造者——文人士大夫,較之於其它任何民族、任

何文化群體的人更易於遊樂山水、寄情山水、隱逸山水，因而山水自然世界對於中國文

學藝術和美學傳統的重要意義就顯得比其它國家更為突出。”7這種“獨特性”構成了

中國鄉村美學的“傳統特質”，在儒、釋、道三家學說之中，尤其是“老莊哲學——山水

文化——中國美學,這一文化鏈帶上包涵著無比豐富的內涵。”8因而，山水美學或田

園美學構成了中國美學的主體部分，而田園山水美學表現在繪畫藝術之中，就是“田

園山水畫…其深層次原因就是對生存狀態的關注，藉自然生命的活力抒發出人的理想

情懷。”9當然，隱逸多成為古代文人或士大夫對於理想的生存狀態的向往，但

是在現實之中任何人都不能免俗。

因此，郭熙在《林泉高致》之中認為“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遊之為得，何者？觀今山川，地

占數百裏，可遊可居之處十無三四，而必取可居可遊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謂此

佳處故也。故畫者當以此意造，而鑒者又當以此意窮之，此之謂不失其本意。”10郭熙

認為山水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遊的原因，不僅僅是可居、可遊之山水比較少才珍

貴，而是強調流連忘返、閑適山居的山水意境對於藝術的重要性，這與今天所說的“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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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住”有些類似。而“田園山水的兩大重要主題都來自於對人類生存狀態的關注。因

為它觸動人類的生命需求,所以人們對它容易產生美感”11，因而“田園美學”的產生

與人類的生命需求和生存狀態有著直接的關系，這其中與文人的參與有著密切的關系，“田

園美學是產生於東晉時期的一種美學思想。…是一種屬於庶族士人特有的審美方式，是士

人美學和農人生活的現實連接。”12而既使今天古代文人的生存方式已經改變，但是這種

對於人類的生態關注不會改變。即使到了今天受到西方美學的影響，並形成了一種表現為

“中西融合”的當代風格。因而“當代鄉村美學的基本內涵包括了經濟、環境、社會三個

層面，具體可以歸納為村落美、產業美、景觀美、文化美。”13這些當代鄉村美學既是傳

統田園美學的延續，又是“中西融合”發展下新時代的愛國懷鄉、生態樂園等主題的田園

山水美學。而且這些村落設計、景觀設計、建築設計和環境設計等中國設計的重要方向，

成為彰顯新型鄉村美學的藝術手段，從顯示出“東方設計”的內在本質與外在形態。

尤其是“今天的世界，已不再是單極化的格局，正朝著多元化的方向進化發展。人類

文明的多元化當然不可缺少東方文明這一人類曆史上一直呈現光輝的組成部分，中國作為

東方文明的代表應當也必須完善並弘揚促進人類發展的當代東方文明。”14因此，傳統田

園山水或鄉村美學成為東方設計美學的主要成分，而中國鄉村美學或田園山水美學的傳統

延續和現代轉換則是東方設計學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時也是構成中國現代美學的重要內容。

而作為東方設計的重要代表中國傳統造物與設計對於西方的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

比如，“十六至十八世紀的‘中國風’為當年沉悶的歐洲設計舞臺吹來淸新的裝

飾主題，並引發日常生活的時尚趣味。十九至二十世紀的‘中國主義’尤為當年全方位大

發展中的歐洲藝術和設計領域帶來人文功能主義的設計理念，尤其在家居設計方面，中國

家具系統由席地而坐向高坐式發展的獨特的生活習慣演化經曆，為歐洲幾千年僵化的設計

思維注入了新鮮血液，使其煥發青春並隨之步入創意時代。而二十一世紀的‘新中國主義’

則是立足於中國本土，由中國新生代設計師唱主角的當代藝術設計創意思潮”15。這裏

所說的“中國風”也包括“日本風”，是西方受到東方傳統造物與設計藝術的影響所形成

的一種雜糅的歐洲風格，其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設計與藝術的影響。

“‘中國風’是一種奇異之物，它是一種完全的歐式風格，但它的靈感卻全部來自於東方。”

16而“中國主義”則是中國傳統與現代設計藝術，尤其是家具不同於西方，並對於西方

產生重要影響的中國設計風格。同時“新中國主義”則是其風格的進一步演進，這其中包

括東、西方設計風格的融合與發展。而在其中新型鄉村美學或田園美學有著十分重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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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田園美學與中國精神：鄉村美學與東方設計、東方設計學的關系

山水美學包括田園美學成為中國美學的主體，因而鄉村美學與東方設計的契合能夠充分

體現出中國美學的現代發展與中國精神的當代傳揚，因此，“東方設計美學”一方面與東方

設計、東方設計學有著密切的關系，另一方面與由村落設計、景觀設計等體現出田園山水美

學的藝術形式有著緊密的關系，從而成為組成“新中國主義”的主角。而且，新型鄉村仍然

是對於“閑適平淡”和“平靜安適”的美學追求，早期“鄉土社會”的傳統淵源仍然會延續下

去。而且，“鄉土社會是靠經驗的，他們不必計劃，因為時間過程中，自然替他們選擇出一個

足以依賴的傳統的生活方案。各人依著欲望去活動就得了。”17只是，隨著時代的發展，鄉

村生活和規劃設計將更加的科學與完善，以及更加的具有文化與藝術氣息。人與自然的和

諧是人類社會的永恒主題，鄉村美學不僅以田園美學為主，而且與自然美學和諧融洽，因此

鄉土社會或鄉村生活仍然體現出“天人合一”的美學追求和象征意味。而“象征是包括多數人

公認的意義，也就是這一事物或動作會在多數人中引起相同的反應。”18 因而田園美學作為中

國美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象征意味的表達也將成為“東方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

以中國為主的東方設計在村落設計、景觀設計、建築設計和環境設計等方面是基於中國文化、中

國美學傳統與現代設計理念的契合。

而一般而言，“東方設計是相對於西方現代主義設計而言的，東方設計中的‘東方’是‘基

於東方文化’的意思；‘設計’則包括環境設計、建築設計、景觀設計、城市設計、產品設計、視

覺傳達設計、信息設計、交互設計等多個專業。所謂‘基於東方文化’，就是在設計理念和設計實

踐中以東方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物我相生的環境觀為准繩，將傳統設計中的‘心師造化’、

‘妙造自然’的藝術境界，借助現代的新興技術手段，轉移到現代的設計產品當中來的過程和方式。

東方設計並不簡單地等同於由東方人從事的設計，或等同於在東方產生的設計，而是指在東方文化

的浸染、熏陶和創造性的運用中，用符合現代人的實際需求的，富有創造力的作品來傳達對於東方

文化的借鑒、承繼和發展。”19因而在其中“東方文化”的定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同時也

包括“東方哲學”或“東方美學”的界定問題，而以第二大經濟實體的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

是無需質疑的，經濟基礎對於上層建築的決定性，在近現代對於中國有著劇烈的沖擊，到了二十一

世紀對於西方也同樣有效，只是“文化是依賴象征體系和個人的記憶而維護著的社會共同經驗。這

樣說來，每個人的‘當前’，不但包括他個人‘過去’的投影，而且還是整個民族的‘過去’的投

影。曆史對於個人並不是點綴的飾物，而是實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礎。”20因此，“中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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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為“東方文化”的代表，對於“東方設計”的影響仍然具有決定性，而且西方學界多持否定

態度的就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或設計對於西方的影響從十七、八世紀的“中國風”開始，直

到今天。中國與瓷器的英文等同就是一個可以獲得證明的細節。但是近代學者多有對於中國傳統文

化和美學全盤否定的思潮與觀念，這是受到西方科學等沖擊下的非正常反應。而由於“文化本來就

是傳統，不論哪一個社會，絕不會沒有傳統的。”21也就是無法把現代與傳統割裂開來，因此，

一方面“東方主義”的核心是中國文化和哲學。另一方面體現出“心師造化”、“妙造自然”的藝

術境界的中國美學，以及其中的田園或山水美學作為鄉村美學的代表則對基於“東方文化”的“東

方設計”有著重要的價值。同時也與“東方設計學”緊密聯系起來。而所謂“東方設計學是基於東

方文化和東方哲學，結合中國傳統造物和環境設計的實踐和理論積累，兼容並包的汲取現代設計的

精華，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構建起的一門具有曆史積澱、文化傳承和現代生命力的設計學科。”

22中國傳統藝術的各個子門類之間多處於盤根錯節的緊密關系之中，因而傳統造物藝術或設計，

一方面在不斷進行著現代轉換，因為中國現代藝術在中西傳統藝術的影響下，已經形成了新的“中

國藝術”，以及高度融合的“中國美學”對人類文化與藝術傳統的精進，傳統田園美學的現

代轉換也在中國現代設計美學的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而中國現代設計者對於“鄉

村美學”的把握要吸收“田園美學”的優良傳統與當代特征，才可能成為“東方設計”的範

疇，否則永遠在西方之後而渾然不知。近現代西方設計對於東方設計的影響雖然是決定性的，

但是“東方設計則基於未發生斷層和劇變的數千年東方文明，秉承匠作美、自然美、境界

美相統一，人生修養和社會功能相結合的設計理念，這一理念繼承了東方文化中的‘詩性’，

使設計學獲得多個人文學科的滋養”23。而且“東方設計有突破點，並且有無限發展的空

間。”24“詩意”和“人文”正是“東方設計”的傳統精華。從而使得“東方設計”首

先仍然突出或突破於“西方設計”，而這個突破點就是中國傳統設計與田園美學的支撐，尤

其是作為中國山水美學重要部分的田園美學，一方面成為東方設計與西方設計進行抗衡

的傳統力量與新型鄉村美學建設的優秀傳統；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精神”的代表之一，

對於“東方設計學”有著重要的意義。田園美學所體現出的“天人合一”和“物我合一”的美

學意味，構成了中國美學的本質特征，而這也是中國傳統造物與設計藝術的基本特質，並能

夠不斷煥發出新的生機。

而且，有學者也認為：“我既不覺得東方設計與西方設計是對抗性的關系，在信息共享

的時代，東方人一定要區別於西方另搞一套。也不認為西方文化霸權建立起來的設計潮流趨勢

就一定要東方人遵循西方設計的審美趣味與流行規則。而我認為構建東方設計學的核心是

文化話語權，是在設計活動與成果中倡導一種我們國家自己的美學品格。”25而且這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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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品格”多是傳統文化與藝術之中所固有的東西，並經過數千年的積澱以及在近現代對於西

方設計的優秀傳統與精華的吸收與結合而成的。同時另搞一套其實也是很難的，這種所謂

的另一套的“創新”也多逃不出東方或西方設計的藩籬。當然相對於“西方設計”，以中國

為代表的“東方設計”或“東方設計學”的傳統多表現出經驗式的類似於“發明創造”的古

代造物和設計形式，同時“中國美學”或“田園美學”中對於“詩意”和“意境”的推崇，

也使得中國傳統設計缺乏類似於科學研究的“精准性”。因此，“‘東方設計學’的靈魂是

‘精准設計’。所謂精准設計，不僅僅是設計程序、設計方法、設計內容的精准，還必須包

括設計應用，並且以設計應用作為設計是否精准的評價標准。幾千年來，西方對科學的定義

一直是以其自身作為封閉系統進行驗證。盡管當代以來，西方在對設計定義不斷修正的過程

中，早已認識到設計的兼容性甚至開放性。但是，大多數看法仍舊是建立在把設計嚴格區別

於傳統意義上的‘發明創造’基礎之上的，也就是他們沒有意識到或者不願意承認，方法和

形式的創新實質上也是‘發明創造’。更何況當今許多的發明創造正是在設計產品的過程中

完成的。這正是‘東方設計學’需要在理論和實踐上加以證實和建構的。”26 因此，“設

計應用”的“精准性”成為“東方設計學”中十分重要的研究方向，也在當代美麗鄉村建設

過程中有著突出的地位，過程性的當代鄉村美學的振興需要“精准設計”應用其中，因為新

型鄉村建設對於當代田園美學的把握多是沒有模範和先例可以套用的，而是因地制宜地在

“發明創造”之中對於鄉村美學或田園美學的創新，而這也是對於“中國精神”的彰顯。

結論

中國鄉村美學的傳統淵源是中國美學的主體，也將成為人類文化和藝術的共同財富，，

因為“東方設計”的提出，與“西方設計”有著直接的關系，同時也是在廣泛吸收西方美學

的基礎上的“中西融通”。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設計”其突出點就是山水或田園美學的

獨特性，同時這些也是“鄉村美學”的傳統淵源，並成為“東方設計”或“東方設計學”需

要認真對待與傳承的傳統精華，以及對於“中國特質”或“中國精神”的把握與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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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來湖北來鳳縣的墓碑設計及觀念變遷

範朝輝
（南京藝術學院，南京 210013）

摘 要：清朝以來湖北來鳳縣延續至今的牌樓墓碑，是傳統轉向現代的見證。首先，其目的

最初是當地官員利用模仿牌樓的“牌樓式墓碑”，來勸革土、苗民眾使用土葬禮俗代替火葬習俗。

其次，隨著時代發展，使用墓碑的人、祭拜墓碑的人以及制作墓碑的石匠三方觀念不斷發生變遷，

促使古代與當代墓碑裝飾在雕刻題材的選擇上有著巨大差異。再次，碑文中反應出家族的內

在含義從同姓宗族，轉向核心家庭的變遷過程。

關鍵詞：牌樓碑；墓碑裝飾；墓碑文字；觀念變遷

Tombstone Design and its Conceptual Changes in

Laifeng County, Hubei Province Since the Qing

Dynasty

Abstract: The “Pailou tombstone” in Laifeng County, Hubei Province since the Qing Dynasty is a kind of

tombstone that imitates the memorial archway, it is a testimony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First of all, the initial purpose of it was used by local officials to persuade and reform the Tu and

Miao people to use the burial customs instead of cremation customs. Second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tripartite concept of those who use tombstones, those who worship tombstones, and the

stonemasons who make tombstones has continued to change, which has caused a huge difference in the

choice of carving subjects between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tombstone decorations.Third, the inscription

reflects the transition process of the inner meaning of the family from the clan with the same surname to the

core family.

Keywords: Pailou tombstone,Tombstone decoration,Tombstone character,Conceptual
Changes

引言：墓碑是我國殯葬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特點。來鳳縣所

在的武陵山區盛行的牌樓碑由眾多因素促成並延續至今，與當地獨特殯葬儀式一起，成為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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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視的文化現象，具有極重要的研究價值。

長期以來，諸多學者前輩從不同視角，探討了武陵山區各民族獨特的殯葬儀式如：劉瓊的

《澧水流域土家族宗教信仰的田野調查與文化解讀》［1］，宋仕平的《土家族傳統制度文化研究》

［2］，陳宇京的《狂歡的靈歌》［3］等。但對“改土歸流”［4］後該地區殯葬文化發生的變遷，鮮

有提及。本文試圖借助縣志、文獻以及周邊相關研究， 進行曆史梳理。運用設計學研究方法：

對現存來鳳縣古代與當代牌樓碑，從結構、裝飾、碑文方面進行比較研究。嘗試理解該地區觀念變

遷的同時反映當地石雕手工藝情況。

來鳳縣及周邊的牌樓碑，直接受到四川民間墓碑建築的影響。羅曉歡認為“在四川東、北以至

鄂西、陝南的廣闊區域內，現存較大數量的明清以來的地上石質仿木結構墓碑建

築……鑒於這一地區是明清“湖廣填四川”移民的重要通道……”［5］。武陵山區清代作為湖，廣填

四川的必經之地，四川地區豐富的民間墓碑建造技藝不免留在了這裏。但同時當地依照實際情況，

發展出本地特有的墓碑建築樣式。

來鳳縣位於武陵山區與湘、渝、黔三省（直轄市）的自治州、市接壤，由湖北省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管轄，主要為土家族、苗族聚集區。曆史上武陵山區一帶長期實行羈縻（土司）制度［6］，

雍正年間清廷在該地區推行“改土歸流”［7］。到乾隆三年，來鳳地區的散毛等土司主動奉請“改

土歸流”結束世襲統治。朝廷沿用其屬地設來鳳縣，屬施南府（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前

身）管轄，派遣官吏接管治理。

羈縻（土司）時期，土司地區統治實行“蠻不出境，漢不入峒”［8］的治理策略，兩地

文化長期隔絕。當時周邊地區深受“溪州土司（永順土司）”彭氏家族的影響，他是第一同

中原王朝以立銅柱形式確立羈縻（土司）制度並在當地統治長達 800 多年之久的的土司政

權。當地逐漸形成以溪州土司家族的祖先“彭士愁（彭公爵主）”為中心的地方信仰“梯瑪”［9］。

當地在殯葬文化中盛行將遺體火葬，並邀請梯瑪主持儀式。廖興光與黃金論述“在火葬儀式

中，“梯瑪”（從事祭神驅鬼巫術的人常是“土老司”，土家語稱“梯瑪”）是不可或缺的。

“梯瑪”替人“遷煙火”，即遷墳時唱“梯瑪神歌”曰：人死，火煙上天”［10］。改土歸流後

清廷官吏積極開始勸革火化、改行土葬。這種火葬方式在受古代儒學“慎終追遠”［11］觀念影

響的清廷官吏看作是“天良斷喪”的行為。加之作為改土歸流地區，更需要盡快消除前土司

在當地的影響力，用官方推行的儒家思想來贏得土、苗民眾的向化之心。《乾隆來鳳縣志》

中《勸民祀祖先示》（圖 1）記述：“若乃，前除服火化木主殘忍先見於所生家邦，其指為

不孝是真天良斷喪、冥頑不可化導之禽獸”，並在告示結尾警告“此示仰縣屬客、土、士、

民人等，一體遵照毋違特示”，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官吏對火化遺體的態度， 以及對其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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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

1 改土歸流以來的殯葬改革及發展

拉攏當地“紳士”協助改革，是殯葬成功的關鍵。《勸民祀祖先示》記述“紳士尤宜觸發

天良，身先表率，曉諭家族，習尚維新”。王偉光認為“從北宋王安石變法（1070 年）

至清代後期，治權所代表的官治體制從鄉鎮收歸到縣。縣為基層行政單位，縣以下實行以代

表皇權的保甲制度為載體、以體現族權和紳權的地方賢達士紳為紐帶的鄉村自治體制。這就

是“皇權不下縣”體制的由來”。［12］加之該地區紳士大多由“舍把（土司時期的村寨首

領、土司親屬）”直接轉變而來，他們對於殯葬改革的態度，相當程度上決定了清廷官吏在

當地施政是否被認可，這是清代改土歸流後地方社會控制權交替的重要事件。只有舍把的主動

協助，改土歸流才算正真觸及當地民間［13］。

追封忠烈，鼓勵立碑有利於殯葬改革推行。《來鳳縣志》有《曰忠烈之墓篇》，專門

對逝去的忠烈、孝子、孝女進行追封。如：“周孝子墓在麂子峽，縣令王公三錫題其墓

曰，大清孝子生員周南之墓，湖南舉人舒習儀銘曰...”。“王孝女墓在客寨河，知縣

錢塘周公向青作墓碑記其事”。［14］這時官府通過立碑、傳等方式，豎立標杆榜樣，

宣揚儒家思想，有利於民眾效仿接受土葬這一形式。

官府通過對立碑進行官方認證，直接鼓勵民間實行土葬。遺存牌樓碑中：大量刻有“清

故顯考恩賜”、“皇清待（贈、誥）”字樣的墓銘，由落款為儒學生員某某、邑庠（舉

人）生某某題寫的墓志銘等。有意思的是，刻有“恩賜”、“皇清待（贈、誥）”字樣

的墓碑， 結合其墓志銘看，逝者生前並無在官府擔任職務，也沒有官府給予撥款，更無忠烈行

為。(圖2）墓志銘更多記述：

“以赤手空拳創富有大業鄉裏為之敬仰”《田朝墓志銘》

“雖業農而有足，述於鄉黨閒者年晉古稀子孫盈室，預作生壙謀序千古..”《徐同高墓志銘》

羅曉歡先生認為：在川東、北地區，修建大墓碑的主要人群是財主、有一定功名的人和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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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並且認為“清代五花八門的“捐官”使得自己很容易得到一個功名身份，盡管沒有實際上的

仕途，但是這的確可以在墓碑修建上把自己的身份顯示出來”［15］。這一觀點對受其殯葬文化影

響的來鳳縣地區同樣適用。並且對於殯葬改革來說，這無疑是有利的。富人、紳士的帶頭作用，

可以直接影響民眾的殯葬觀念。

至此很快改革就有了成效，《同治來鳳縣志》風俗篇中記載“元宵家家墓上送燈，遠望如眾

星”［16］。可見土葬已大量代替遺體火化，成為當地殯葬的主要形式。

近代以來，觀念變遷在牌樓碑上所體現出來的變化。舊中國時期能立的起牌樓碑的

畢竟是少數。新中國成立後，“破四舊”等運動盛行，牌樓碑被視作封建殘餘予以推平，

只有少量藏在大山深處的牌樓碑得到保留。同時，民眾也無錢再立墓碑，殯葬活動開始

從簡，牌樓碑制作有過短暫消失。

牌樓碑大範圍出現是在改革開放後。來鳳縣所處的武陵山區一直因地理與交通難題

造成的發展滯後，迫使勞動力大量南下務工，大多數人通過辛勤勞動獲得了可觀的收入

［17］。這時，部分民眾家中長輩過世後，在殯葬上大操大辦的傳統開始複蘇，立碑活

動大規模出現。但是，本該提供公共墓地與殯葬服務的當地政府，卻無力承擔這一事業，

導致民間自行圈地土葬、跟風立碑。政府難以及時補足短板，殯葬問題無法從根本上

得到治理。

石匠與石材場助推牌樓碑的大量落成。原本活躍於山區農村中的石匠，因為現代產

品與工程機械的沖擊，喪失了如打制石水缸、石豬槽修建風雨石橋的訂單，收入快速下

滑。而民眾對墓碑需求激增，使得他們轉換方向，通過拜師在老石匠處學習墓碑雕刻技

藝，大量石匠開始全職從事墓碑制作，這其中又以湖南永順縣塔臥鎮近 3000 多名土家

族石匠為制作主力［18］。同時隨著城市基礎設施更新，大量石材廠湧現。石材廠發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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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對特制石料的需求，開始積極引進機器配合石匠生產。

石匠與石材廠聯合改進傳統牌樓碑制作工藝加速生產。其中，石材廠將墓碑所需石

材構件，通過機器以標准化、批量化方式制作。為石匠省去開山取石、毛石加工、打磨

拋光等繁瑣工序。石匠則借助電動工具，將主要精力用於墓碑表面裝飾刻畫上。使得墓

碑外觀呈現得越來越華麗。並且借助卡車、吊機等機械將墓碑運輸、安裝等工序變得極

為簡單。這一系列改進讓墓碑制作、落成工期由從前的 2 至 3 年，縮短至現在的 7 至

30 天，加快墓碑占領“山頭”的速度。

最終，這由民眾、政府、石匠、企業各方促成的“現代牌樓碑”披著習俗的外衣，

在短短 30-40 年裏，爆炸式出現在來鳳縣及武陵山區周邊［19］，導致“亂葬成風、農

墓爭地、豪墓遍地”。並因其特殊的用途，演變成至今困擾當地的社會問題。

2 牌樓式墓碑模仿牌樓

在對從古代至當代的牌樓碑進行對比中，發現牌樓式墓碑在結構、構件上是對牌坊

的直接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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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構上，牌樓碑對牌坊進行了模仿（詳情：見附錄 1、2）。如：共同用四柱三

開間［20］ 的形式，作為建築的基礎（圖表 3）。但各自不同點在於：牌坊是“穿鬥

式”的，用穿枋將立柱固定。牌坊碑是堆疊式的，將石塊依次堆疊在立柱上。不難看出，

這種模仿更多出於工具、成本、工期方面的考慮。但這種明顯的模仿，使其外型上酷

似牌坊。（圖5）

在構件上，同樣對牌坊進行了模仿（詳情：見附錄 3、4）。如：在比較過程

中發現， 兩者共同安裝有稱之為“門罩”的構件（圖 6），但功能卻有著明顯差異。

牌坊上，門罩具備實際功能。鄰近的永順縣屹立於清朝光緒年間的“清河正範”牌坊，

其門罩便是為托舉上方石板所設置。同為光緒年間立的田朝墓碑，其門罩功能性減弱，

裝飾性增強。當代牌樓碑上門罩直接被去除，用 石板取而代之，只是在正面雕刻出梯

形凹槽加以表示。從門罩構件變化中看出，門罩功能性的構件在逐漸被消解，以適應

牌樓碑自身的演變。

牌樓碑中從結構、構件呈現出的模仿痕跡，都指向牌坊這一建築小品，但明清時期，

牌坊與旌表制度之間有著直接聯系。

李豐春認為“在我國傳統社會中，旌表是國家壟斷的一種榮譽性權力符號，是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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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者推行封建德行的一種方式……往往由地方申報朝廷，獲准後賜以匾額，或由官府建造

牌坊，以彰顯其名聲氣節”。［21］這其中反應出，每座牌坊的背後都是皇權與政績的

彰顯，對於個人來說是足以讓其用一生為之追求的榮譽。

牌坊很早在當地就存在了。現存文物中，世界文化遺產“唐崖土司城遺址”與“永

順老司城遺址”中，分別屹立著荊南雄鎮牌坊、子孫永享牌坊。古籍中僅《光緒來鳳縣

志·坊表篇》便介紹了多座土司牌坊：

“忠勇絕倫勤勞獨著坊兩座……明洪武六年明太祖詔卯崗軍民宣撫使向貴什建。

宣撫坊……明神宗詔臘壁土官田秉龍建……忠勇勤勞坊...明穆宗詔卯崗土官向明

輔建［22］”。

這些文物、史料說明，牌坊蘊含的褒獎功能，在當地已得到認同，並使得土司各家

積極響應。但羈縻時期，能被賞賜牌坊的只有諸土司家族。旌表制度真正觸及當地民眾，

還要等到改土歸流後。

改土歸流後，當地一系列移風易俗的教化改革，推動了牌樓碑模仿牌坊的進程。清

朝時期儒家思想達到頂峰。社會上對長幼有序、男女有別等風氣極其看重。來鳳縣作

為改土歸流地區，其風俗與漢地府縣有極大差異。為此當地官府開始主動進行幹預，在

《來鳳縣志》中記載：

“地居西南鄙.........疾病信巫鬼、喪事尚歌謠，而來學校訓與誦讀之聲不絕於境

內矣，道光初年知縣範公炳監詳報停喪火化等惡習自改設以後，士民勤勉今皆

草薄從忠”。

臨近的永順府《永順府志》類似告示：

“禁男女混雜坐臥火床，永順土民之家，不設桌凳亦無床榻，每家惟有火床一

架，安爐於火床之中....男女無論長幼尊卑日則環坐其上，夜則雜臥其間 爾等土

家尚未盡改合再刊示，禁除嗣後務須做照，內地民俗長幼有序男女有別，不得乃用火床坐

臥混雜，自喪廉恥，如違查出重責不貸”［23］。

這種有傷風化的事情，在官吏看來急需改變。在這一時期，《來鳳縣志》中大量出

現表彰忠孝節義行為的記錄。朝廷承認的旌表有：“龍民貴之妻趙氏貞烈坊……乾隆三十五

年奉旨旌表建立……何顯模之妻吳氏節孝坊……”。但要改變一方風氣，這還遠遠不夠，

當地官員同時行動起來。如《來鳳縣志》記載《曰忠烈之墓》中對忠孝節義行為的褒獎，

便有著當地官府的身影。

不難看出，在羈縻時期已經被當地承認，具有褒獎作用的牌坊。可能以另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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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當地官員利用，作為移風易俗，傳播儒家思想的手段。如前文所述在殯葬改革中對當

地牌樓碑進行的官府認證，就有這樣的目的。這勢必引導民眾前赴後繼的遵循儒家禮制，

改革自身舊習，融入儒家倡導的土葬風俗中來。

這一影響持續到當代。在石匠那裏了解到:“以前當地不只有牌樓碑，還有令牌

碑、豬槽碑等樣式”。但從現實看當今不管是客人，還是石匠，都傾向於購買、雕刻外

型與結構酷似牌坊的牌樓碑。這也導致，該地區目前只有牌樓碑在大範圍被制作與

使用。

3 觀念變遷對墓碑裝飾的影響

在對古、今墓碑的裝飾進行設計比較時發現，最為明顯的轉變是，雕刻題材從重視寓意，

轉變為對裝飾本身的強調，這與不同時期的觀念變遷有著直接關系。（詳情見：附錄

5、6、7、8）。

在清代，當地出現逝者生前自建墳墓的現象，名曰“生基”。據四川《道光巴州志》

記載：“未死預修者，曰“生基”［24］。如：徐同高墓上挽聯題為“造生基名垂千古，

修壽城亯祀萬年”（圖）。田朝墓志銘記述“預造生壙請敘”(圖）。種種線索說

明，這座墳墓作為他最終的歸宿，他有充足的動機參與墓碑雕刻設計的全過程中。這時

不僅雕刻題材會受到墓主人嚴格篩選，同時也要反應出他的思想。

比如：田朝墓碑裝飾，其左、右有兩幅特殊的石雕畫面頗具特色。其中，右側雕刻

了三組人物，分別是騎牛吹笛的牧童、扛著鋤頭的農夫以及神話題材劉海戲金蟾。左側

雕刻了四個人物，前三個人物是福祿壽三星，但第四個人物充滿了時代感，其頭戴頂戴

花翎，身穿清朝官吏服飾，右手還拿著一把大刀。在相關資料中沒有查詢到與其有類似

組合的畫面或石雕出現，加之與田朝墓碑中其他程式化圖案對比，這兩幅石雕畫面明顯

在技法上稍遜一籌，依此推斷其為石匠在墓主人授意下拼湊雕刻出的畫面。

但是，其中寓意卻能輕易理解。右側畫面是在告誡子孫，要勤於農耕，不要懶惰，並

學劉海所戲弄的金蟾，不要輕易顯露財富，可以用“勤儉持家”來概括這副畫面。左側中，福、

祿、壽三星在古代常表現為對生者的祝福。但第四個身著清朝服飾，手拿大刀的人物，

卻明顯是墓主人授意加上去的，猜測代表的是勇氣的“勇”。結合實際，當地艱苦的

山區環境， 一個有魄力、勇敢的人，能更好的在這片大山中立足，這也是當地少數民族至今

推崇的品質。從中看出這位祖先對後代傳達的思想，畫面雖簡陋卻表露出了真誠。

同樣在徐同高墓與徐全墓上也有相似表現。如：徐桐高碑柱上，用線刻技法繪制的

六副戲曲畫面（圖）結合墓志銘中的理解。其對兒孫滿堂，多子多福的期許，通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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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露無疑。徐全墓碑上則雕刻有兄弟單手交叉借此表達手足之情以及兒媳對婆婆行侍奉

之禮的畫面（圖）這都是儒家著重宣揚的美德。這些由墓主人生前參與選擇或創作的畫

面，將通過其逝後在家族子孫一次次祭祀觀摩的過程中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圖 7）

但是與清代自修“生基”不同。當代則是子女出於孝心，主動為父母逝後立碑，

這從墓志銘人稱改變中反映出來。

“父一九五一年參加革命……轉地方二十級並進入中國農業銀行工作，一九九三

年光榮退休”（圖 8）。

“先父某某，...任縣公安局局長，副縣長，縣委組織部部長等職……”。（圖 8）

人稱的改變，證明出資建造者，並非逝者而是其子女。據了解當今習俗，子女會在

守孝期滿後，依據逝者生前身份、經曆，由子女共同湊錢立碑。逝者與其後代經濟實力、

社會關系越強，所立的碑也就越大，其上的裝飾也越複雜。

這種出資人的改變，使得雕刻題材也發生了變化。這突出表現在碑柱裝飾上，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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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墓碑進行比較。當今碑柱上大量出現結構複雜的龍、鳳圖型，寓意含糊的古代人

物，以及仿山水畫場景。工藝精湛者，將墓碑整體結構進行更改，將碑柱替換成華麗的

龍柱或鳳柱， 使得墓碑整體朝著，雄偉、華麗、複雜的審美方向發展。這除了，新中

國成立後出現了幾十年的傳承中斷以外，大量現代機械的引進，使得手工時代要付出極

大代價的工藝，現在都能輕松解決。（圖 9）

近百年來，劇烈的社會動蕩，促使文化在相當程度上出現斷層。牌樓碑只是時代的一個
縮影。裝飾中所反映的傳統價值觀，已在相當程度上被減弱甚至喪失。目前當地，只是憑著
曆史記憶，雕築了當代的牌樓碑。

4 碑文中反映出家族含義的變遷

牌樓墓碑上主要有四類文字信息。分別是個人信息、家族譜牒、墓志銘、墓碑挽

聯。其如同簡曆，將逝者主要的社會關系、家族構成、個人經曆詳細介紹。其中，最

為重要的是反應出家族的內在含義從同姓宗族，轉向核心家庭的變遷過程。

古代中國，人們一般選擇聚族而居，形成宗族。常建華認為：“宗族即同一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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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若幹分支結成的同姓集團……宗族已成為一種制度，即它是宗族活動有組織的系

統，以祖先崇拜把族人結合在一起，強調共同體意識和互助精神，並有相應的規範。

這一制度表現在祭祀祖先和睦族人的廟制，包含繼承、分支、管理的大小宗制，五服

親屬制度，最基本的組織是家庭”［25］。這時，個人與家庭如何處理好同父系同姓大

小宗成員、五服親屬之間的關系，成為生活中重要一環。徐同高、徐全、田朝墓志銘

中都將這段關系作為重點來描述。（圖10)

“公弟兄三人家計不甚豐,分居後一絲一粟非若功不得,一錢一米惟勤力廼[ ][ ]日不

在困苦中也...公雖困[苦]其事父母，待弟兄，處親戚朋友間事[事]盡禮，不因困苦而於

不問也,孺人事父母以孝，相夫子以順，侍姊妹子媳以愛，処鄰裏...”。《徐同高夫婦墓

志銘》

“...必得其歆心和妯娌毫無芥蒂，睦鄉鄰亦無德色荊[ ]...”。《徐全夫婦墓志銘》

“溯其生初，家本式微追至社,以赤手空拳創富有大業鄉裏為之敬仰...”。《田朝墓志銘》

在家族譜牒中也著重強調對同姓宗族的重視。三座古墓中，兩座為夫妻合葬墓，一

座為男性單人墓。其家族譜系撰寫共同以男性墓主為中心，只記述男方家族成員姓名、

親戚關系。而嫁過來的女性（媳婦）則有姓無名，多用某氏表示。以田朝墓碑文中家族

譜系為例：以田朝本人姓名為中心，從右到左，按照親疏遠近、長幼秩序。依次排列兒

子、侄子姓名，其下方排列其配偶姓氏，表示其為夫妻。夫妻下方則排列子女姓名表示

其為孫子、侄孫，孫女、侄孫女。（圖 11）

其中對墓主人的女兒記述方式的變化，成為分隔內外的標志。女兒出嫁後要改從

夫姓， 但其與父母的血緣關系，有資格將姓名留在父母的墓碑上。同時女兒的配偶

（女婿）通過與女兒之間的夫妻關系，也有資格出現在墓碑上。但是，女兒後代（外

孫），則作為異姓不被記述在墓碑上。古代一般外孫與父系親屬一方有著強聯系，並

且傳統上外孫只祭拜父系一方親屬的祖先，所以他的名字不會出現在母親家族的墓碑

上。

當代則不同，家族更多指向了核心家庭。程繼隆主編的《社會學大辭典》中對核

心家庭的定義：“核心家庭又稱基礎家庭。指由一對已婚夫婦及未婚子女組成的家庭。

因它是形成各種類型家庭的核心，故稱核心家庭。人的一生，通常分屬於兩個核心家

庭：首先是由生養自己的父母所組成的核心家庭；其次是以本人合法婚姻所建立起來

的養育子女的核心家庭”［26］。近代以來，傳統的宗族社會瓦解，個人更加看重核心

家庭成員與自己的關系。比如前文對幾位逝者墓志銘所內容的那樣，只出現了個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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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況，以及自己與核心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傳統敘述中與兄弟、鄰裏關系只字未

提。

變遷同樣反應在家族譜牒。上面越來越少出現侄兒、侄孫等姓名，更多將自己子

女以及其後代（孫子、孫女、外孫、外孫女）名字刻了出來。同時，男女平等觀念深

入人心，家族譜牒上媳婦不在以某氏表示，而是以全名出現。

同時家族譜牒中還出現了新變化。逝者成年子女名字後面，孫子與外孫（只要存在）

名字一定會有。但是媳婦、女婿的名字卻時有時無，這與當今社會普遍的離婚現象不無

關系。這也證明了合法婚姻的破裂將導致這一核心家庭的不完整。（圖 12）

碑文中反應出家族的內在含義從同姓宗族，轉向核心家庭的變遷過程，也是當下

社會變遷的縮影。隨著時代的發展，其上也就不斷發生變化。

結語

清代以來湖北來鳳縣墓碑設計及觀念變遷，符合唯物辯證法中，事物發展是螺旋式

上升運動過程。反映在該地區殯葬活動變化上，表現為從最開始盛行的火葬轉變為儒家

倡導的土葬，再到現在國家推行的火化。這是事物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複雜的曲折

迂回前進運動過程。表明事物發展總的趨勢是上升的、前進的，但前進的具體道路卻是

迂回的、曲折的， 所以一切事物的發展都是前進性和曲折性的辯證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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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耦合”視角下村鎮廢舊空間的再

生策略探究

李佳芯 周武忠
（上海交通大學設計學院，上海 200240）

摘 要：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動，大量近現代承載著社會情感與記憶的村鎮廢

舊空間，正面臨著被拆除、被消融的危機。在以往的更新改造中，往往存在文化語

義“孤立性”的弊端。本文指出該類場所的“時空分異”問題，嘗試運用敘事方法

來梳理、編排和呈現空間語義、線索、結構和其背後隱性的人文事件和社會文化情

感，實現“時”與“空”的耦合，提高場所的感知、體驗性，為鄉村更新改造提供

一種新的途徑。圍繞“日常生活審美化”問題，學界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這兩種

態度其實就是對“審美到底是一種生活還是對生活的超越與批判”的追問。當現代設計理

論面對充斥工具理性牢籠的日常生活時，拋去康德式“審美無利害”的藝術審美自律論，

轉向實用主義式的“生活即審美”觀念值得倡導。本文通過分析日本江戶時期產生於遊裏

的審美現象，試圖將其作為佐證“生活即審美”的標本回答“日常生活審美化”問

題。

關鍵詞：時空耦合；廢舊空間；敘事視角；更新改造

引言：在全球化、城市化、資本化的日益驅動下，從扶貧攻堅轉到鄉村振興

的政策推動下，中國很多村鎮的遺留空間遭遇和面臨著巨大變革，土地流轉，集

中統一化的建造模式帶來新功能空間的同時，沖擊著村鎮原有生長的空間，使得

這些村鎮具有相似的商業步行街道、廣場、公共綠地、開放空間，使村鎮空間更

加千篇一律、辨識度低[1]。雖然有些地區的村鎮空間，其中一些知名度高的曆史

建築、曆史地段與空間得到了較好的保護利用，但在村鎮更新建設過程中，大量

存在的、近現代的承載著社會情感、承載鄉土信仰民間文化與鄉愁記憶的空間場

所，正面臨著被廢舊、被消融的危機[2-4]。

這些具有時代特征的生產空間，在拆除和統一性改造的過程中，剝離了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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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工作的老年人對其保有的深刻感情和不舍情結[5-6]。而一些未曾使用過該

類空間場所的年輕人則更難對其生活的村鎮具有文化認同感。對場所的認同、

懷念、依戀情結的缺失，會削弱社會凝聚力。如何讓這種空間場所煥發新的生

機，實現兩代人或多代人群體的文化認同[7]， 使之成為兩個不同時空情感承載

和發生的耦合地，恢複村鎮廢舊空間的功能和活力，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議題。

1 村鎮廢舊空間“時空分異”特征

在經濟、教育、城市規劃、人文地理等很多領域都有與“時空觀”相關的

研究[8]。在時間地理學領域中，主要是進行個體時空行為與客觀環境之間的定

性和量化關系探索研究[9]。在城市規劃、人文地理領域中對時空的研究多偏重

於客觀物質性，忽略和簡化行為主體的認知和主觀能動性[10]。認知心理學認為，

認知依賴於來自環境和來自知覺者自身的信息，人的認知活動是與其相聯系的認知

要素和其它認知活動配合下完成的相互作用的統一整體，在這一過程中也會加深記

憶與情感[11]。村鎮中的廢舊空間往往只呈現了當前“時 空”的衰敗狀態，而“曾

經的”即過去的時間裏所呈現的空間狀態，已經被掩蓋。在通常的更新改造中，更

改新的功能進而形成新的空間，那麼曾經的空間、曾經的記憶將被進一步掩蓋。而

以往的、值得居民記憶的、帶有時代特色與印記的空間構築和這些空間所承載的重

要節慶活動、日常情感、集體記憶、地方認同感也隨之消失。由於時空的變遷、科

技的發展與生活模式的轉變，放大了空間場所中時空分異的特征，而這種由時空分

異特征所構建的“時空圖景”複雜交錯[12]，需要通過一系列線索編排進行有機的

組合。從而避免以往空間更新改造過程中，出現的地方文化要素在空間中斷點式、

碎片化的呈現。

2 村鎮廢舊空間再生的組織方法

2.1 敘事視角與空間“時空觀”

敘事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幾乎伴隨著人類的曆史，從先人向子孫口口相傳部落中

的種種經曆和壯舉，敘事就開始了[13]。美國伯格關於敘事提出了情形的限定：“曾經

發生和正在發生的”。“曾經發生的”是指在過往的、曆史的、已經發生的；而“正在

發生的”是指當前空間中正在進行的或者持續發生的事件[14]。這些事件的發生是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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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空間中的不同時間，事件的發生是需要以時間和空間為載體，敘事是與時間和空間

緊密相連的。敘事學（narratology）出現於 20 世紀 60 年代末[15]，在文學領域中不

斷發展。在小說中需要描述出不同的時間、空間和所發生的事件，在小說場景的不斷轉

換中，呈現不同的時與空，運用敘事的方法，可以將其很好的組織在一起，引起讀者的

情感共鳴和文化解讀。在80 年代敘事逐漸被引入到城市設計、建築理論之中，敘事視

角在空間組織上的引入，則是指運用講故事或者事件編排的方式，借助空間物質環境，

通過文化語義、要素排列和空間結構，來建構主客體之間的場所依戀關系。

空間場所的消失、同質化、西化破壞了當地居民生活群體的感情紐帶和連結。空

間作為媒介，不僅僅是功能物質環境的載體，通過編排演繹與互動設計，需要構建、

重現與升華其隱含在內的獨特文化信息，強化人的感知體驗[16]。常規的更新方法

多偏重於形態功能設計，而“閱讀”空間背後的文化信息，則能夠加深群體對於空

間場所的感知與情感體 驗。用敘事視角來篩選、建構、組織、評價空間場所空間

物質要素的語義、線索、結構， 和其背後隱性的人文事件和社會文化情感，通過

構建敘事方法“耦合”，進而來更有效的強化空間的文化意義和情感關聯，提高時

空感知的有效性

3“時空耦合”視角下海鹽城關鎮繭庫場所再生設計

海鹽中心繭廠作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蠶繭貯存和蠶絲生產的地方，現已經廢舊，

通過對現場大量的走訪、調研可以發現該地保留了大量的共同記憶，凝結了一代人

的情感，影印了一代人的生活片段。很多老人對此場所有著很深的了解，但是很多

臨街而住、咫尺相隔的年輕人對此地並不了解，由於繭廠常年鎖門關閉，有很多人

甚至並不知道所住的地方周邊有這樣一個繭廠。通過調研可以發現 60 歲以上的老年

人有 70.5%的人不希望該地重新拆除並建設新的內容，有 23.3%的人表示“不知道

或與我無關”，還有不到 10%的人表示希望該場地空間應該拆除重建。而 40 歲以

下青年、少年則有 47.9%希望該地拆除重新建設休閑場所，其中有孩子的人多數希

望建設與兒童活動相關的場所；其中 38.3%的人則表示“不知道或與我無關”，

追其原因有些人則表示並不願意出來活動或工作學習較為繁忙； 其餘約13%的人

則表示可以保留該場所。同時通過一些訪談可以了解到，有部分平時工作較忙的人

比較喜歡宅家，其具有出來休閑的時間機會，但是該時間可能消耗在居家電視、電

腦和手機遊戲上，其中有些人會在網絡上持續養殖虛擬植物和動物。由以上調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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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歸納出幾個問題，一是，多數老年人對該場所依舊保留著一定的情感，不希望就

此廢棄和拆除；二是，很多年輕人對該場所印象並不深刻，沒有情感鏈接；三是，

很多人群有著新的功能需求希望得到一定的滿足，曆史記憶的保留和現在功能的需

求發生了一定的沖突。由此可以發現海鹽城關鎮中心繭廠的更新改造存在“時空分

異”性特征的矛盾，則需要通過敘事方法對空間場所的要素進行重新組織與安排。

3.1 敘事語義的選取

根據場所特征進行敘事語義的選取，梳理該空間所沉積下來的物質要素和精神

要素， 並凝練為詞語語匯。通過現場的觀察和整理，可以獲得一些具有時代印跡

的遺存，同時結合多份問卷、訪談等得出結果，對場地內的物質要素、精神要素進

行歸類、打分，得出該場地“敘事文本”重要的物質要素有蠶繭、蠶絲構築物、絲

織品、蠶絲作業的各種器具、水塔、門牌、標識物，鐵棚構築物、門口管理用房等；

精神要素有勤勞、節儉等。這些要素，承載了大部分繭廠的集體記憶和社會文化情

感，而這些不僅僅是一種實體的要素，也可以抽象為一種語匯詞語、一種文化符號，

結合空間進行再演繹。

3.2 敘事線索的組織

在方案設計中，需要對空間進行合理的劃分，並沿著一定的線索展開，主要遵

循兩種敘事線索的展開方式，即時間線索、主題線索。首先是時間線索的展開，主

要依據蠶繭不同時間下的變化產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即蠶寶寶階段、蠶繭

階段、剝蠶繭階段和成品科普階段。根據時間線索所呈現的記憶片段，以時間線索

展開，來對應四個功能分區，為傳統農桑種植體驗區、繭文化兒童活動區、蠶繭文

化科普區、傳統教育文化展示區。四個片區在空間形態上，保有曆史上對應時間的

空間要素，同時，承載符合現代需求的四種功能，並各自按其自己的主題線索進行

展開。傳統農桑種植體驗區主要的功能為兒童的自然教育功能；繭文化兒童活動區，

主要承載著兒童活動和“線上+線下”課堂的功能；蠶繭文化科普區主要承載著DIY

展示、構築場景再現的功能；傳統教育文化展示區主要承載著休閑、文化展示（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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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不同功能片區的空間要素與現代功能相耦合（作者指導學生嶽臻赟繪制）

3.3“耦合”遺存的社會文化記憶與現代居民生活休閑的功能需求

在符合現代居民生活休閑功能需求的空間中，用修辭的手法，通過互動傳遞空

間背後的文化語義。結合現代居民對於空間的功能需求，針對傳統農桑種植體驗區、

繭文化兒童活動區、蠶繭文化科普區、傳統教育文化展示區四個功能分區通過設計

保留不同的景觀敘事詞匯。傳統教育文化展示區保留場地內原有的水塔和鐵棚構

築物等；蠶繭文化科普區主要是保留原有的房屋進行改造，並結合蠶絲作業的各種

器具；繭文化兒童活動區顯示蠶繭的各種形象；傳統農桑種植體驗區傳承了精神

詞匯有勤勞、節儉等，通過桑樹的種植來拓展繭廠的前端生產鏈，並切身感受勤勞

耕種。具體設計手法如下： 1）誇張與疊字手法——繭文化。蠶繭的形象反複出

現，形成“疊字”效果，並擴大誇張蠶繭的尺度，通過兒童觀、觸、摸、遊、玩等

的多要素體驗方式，強化“蠶繭”的文化形象。2）隱喻手法——蠶文化。蠶若經

過痛苦的掙紮和不懈地努力化為蝶，則可重獲新生“破繭成蝶”，用較密的欄杆喻

以蠶絲，其內滑道喻以蠶，兒童不懼“害怕”情緒向下滑出的過程則為“破繭成 蝶”，

同時通過這個成語背後的寓意來激勵青少年傳承老一輩人的奮發圖強（如圖2）。

3）借代手法——操作器具，用保留下來現存的蠶絲操作器具，作為敘事道具，來

借代整體的蠶絲操作流程。4）摹繪——水塔，不加任何修飾進行白描，讓人感知

原有的文化氣息。在園區的線索組織上按照環形結構進行敘事組織表達，保留場地

原有的物質、精神記憶， 通過敘事修辭手法，與現代的功能需求耦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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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運用誇張與疊字手法的繭文化景觀節點（作者指導學生嶽臻赟繪制）

3.4 場所空間營造與預設功能活動時間合理分布

從調研、訪談和觀察來看，一般在老年人、中青年、兒童等不同群體在活動時

間上， 往往有著區別性和部分重疊性，其在空間活動和功能需求上也不盡相同。

老年人在休閑場所的活動時間往往集中在每天的早上 5 點-7 點，或者上午 9 點

-10 點左右，隨家長而來的兒童往往在周末更多。同時，很多中青年人出來活動更

傾向於一些親子活動，往往選擇在周末兩天，而一些不受工作時間影響的青年學生、

教師、和外來旅客等的使用時間則相對靈活，一般多不定期發於下午 15 點-18 點。

在空間中，可以根據不同時間段空間內要素需求的變化來布設可移動的場所構建，

使得場地空間具有彈性分時的多功能性。場地不僅僅具有空間功能的特定性，可以

根據時間進行一定的調整，分時彈性控制，實現同一“空 間”在不同時間下的耦

合（如圖 3）。

圖 3 預設場地功能活動時間合理分布（作者指導學生嶽臻赟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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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虛擬時空與空間場所耦合

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很多宅家的青年人可以通過網絡智能終端進入繭廠空

間，形成同一時間、不同空間即虛擬網絡空間和空間場所的現實空間的耦合，並

發生互動性的關 聯。而這種線上的互動關聯與情感賦予，往往又容易發展為線下

的關注與到訪。通過這種從虛擬到現實的情感鏈接，來形成一種“新”的記憶，

浸潤於原來的空間場所，形成時空圖景的新疊加。網絡智能端可設置蠶織物 DIY、

線上蠶絲文化教育和線上種植桑樹三大板塊。第一，使用者可足不出戶通過互聯

網進行虛擬拍賣，在線多人次組織參加虛擬市集。第二，網絡智能端工作人員可

聘請專業的工作人員線上進行蠶繭文化普及教育，可設置線上教育課堂。第三，

在傳統農桑種植體驗區中，可采用線上認領種植桑樹植物的方式，來進行“線上

+線下”交錯時間種植、澆水等需要完成的任務。

小結

目前關於村鎮廢舊空間場所的更新改造還在不斷的探索當中，不僅要考慮滿

足現代休閑場所活動功能的基本需求、形象空間的良好塑造，同時要采用合理的

方法與手段將其文化內涵和人文情感設計始終貫通，並注重場所空間所呈現的“時

空”分異的特征。用敘事視角來嘗試探索、詮釋、整合空間場所中由於時空變遷

而沉積下的物質與精神要素，借助文化符號、修辭手法、隱含線索、活動行為等

組織安排實現相關群體的認知和情感的構 建，增強地域性、標識性和當地人們的

認同感，從而“耦合”場所中可能分離的“時”和“空”，增強時空的可達性，

從而成為一個重要的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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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日常生活審美中的意氣

李想 饒瓊
（蘇州大學藝術學院，蘇州 215031）

摘 要：圍繞“日常生活審美化”問題，學界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這兩種態

度其實就是對“審美到底是一種生活還是對生活的超越與批判”的追問。當現代設計理論

面對充斥工具理性牢籠的日常生活時，拋去康德式“審美無利害”的藝術審美自律論，

轉向實用主義式的“生活即審美”觀念值得倡導。本文通過分析日本江戶時期產生於遊裏

的審美現象，試圖將其作為佐證“生活即審美”的標本回答“日常生活審美化”問

題。

關鍵詞：日常生活審美化；生活即審美；意氣；藝妓

引言：自邁克·費瑟斯通在 1988 年針對消費文化最先提出了“日常生活中的審美

化”的問題後，“日常生活審美化”作為消費社會與後現代主義語境下的“審美泛化”

現象開始被學界重視。

圍繞“日常生活審美化”學界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這兩種態度本質上是對“審

美到底是一種生活還是對生活的超越與批判”的追問。針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體現了審

美現代性的兩個側面。

1“審美無功利”與“生活即審美”之辯

啟蒙運動的理性精神賦予了現代社會以“啟蒙現代性”的特性，並在其中產生了韋伯

所批判的“工具理性”的牢籠。而針對“啟蒙現代性”的批判，產生了現代性的另一個面

向“審美現代性”。康德“審美無利害”的論斷就是“審美現代性”的基石之一，但是這

種判斷導致現代藝術朝著“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審美自律論”方向走遠。

在現今社會，普通民眾對於審美的需求日益擴張，消費文化已經浸入了每一個人的日

常生活之中。固然審美現代性批判有其積極之處，但是其忽略審美與生活的連續性又導致

了另一個問題的產生，即“藝術與審美遠離生活，生活經驗完全與審美經驗所割裂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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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審美變成了現實生活的批判者、否定者。相反設計所關注的恰恰是生活中的審美問

題，因此設計理論首先要做的就是彌合生活與審美之間的連續性。

一種將審美作為生活，將藝術作為一種生活經驗的美學或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杜威

站在實用主義美學立場上，企圖維護審美的多元性與鮮活性，他恢複了培根以來的英國經

驗主義傳統，創造了以“活的生物”為基礎的一元論哲學。在這種思想引導下，杜威主張

從最原始的經驗出發來理解美學問題，在他看來經驗的審美性質潛藏在每一個正常的經驗

之中，因此他並不需要通過找到一種特殊的無利害的、放棄欲望的經驗而達到審美的境界。

杜威對康德“審美無利害”原則的批判，看似動搖了審美現代性的根基，但其實正是

從不同維度構成了審美現代性另一個面向，兩者在這一原則上的對立，再一次體現了現代

性的自我批判與自我否定。[1]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舒斯特曼身上得到

了揚棄，舒斯特曼在他的《生活即審美》一書中提出他的目的，即企圖“通過更加認可

超出美的藝術範圍之外的審美經驗的普遍性而將藝術與生活更緊密的整合起來。”[2]可以

看出從杜威到舒斯特曼，一種根植於現象界的、原初的生活世界中的美學開始發展。相比

於對日常生活的忽視與批判的理論來說，這種根植於生活的美學更適合回答這個問題。

相對於杜威與舒斯特曼，重視生活與審美的美學思想早已存在於東方。舒斯特曼在他

的著作中提到，將生活變得有審美魅力的目標，不必然是西方的、自戀的個人主義的、後

現代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的一個頹廢產物，注重生活與審美合一的東方審美傳統可以是其

很好借鑒。

因此針對日常生活審美化問題，將視角從西方轉向東方，從現代轉向傳統。著眼於同

樣是消費文化主導的日本江戶時代的文化現象，可以作為彌合生活與審美的標本對“日常

生活審美化”問題進行回答。

2“生活即審美”的現象

日本江戶時代是日本曆史上武家封建時代的最後一個時期。經戰國時期長時間的戰亂，

日本的統一，致使社會逐漸趨於穩定。文化重心由鄉村文化轉向了城市文化，商品經濟繁

榮，人口逐漸增多，市民生活趨於享樂化，導致掌握經濟實力的町人階層所構建的市民文

化開始繁榮。這種文化的核心更加重視生活，追求享樂主義，《情死曾根崎》等人情本出

現反映了這種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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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市的快速發展使得位於日本“士農工商”四民制底端的町人階級積累了大量的

財富。導致町人們便開始追求都市特有的“時髦、新奇、瀟灑、上品”的生活。其生活的

質量以及品味很快就超越了作為統治者的武士階級。“如果說平安文化中心在宮廷，中世

文化的中心在武士官邸和名山寺院，那麼江戶時代的市民文化核心地帶則是被稱為‘遊廓’

或‘遊裏’的妓院、還有戲院。”[3]

遊裏與我們所認知的妓院有著很大的區別，遊裏對遊女的培養為迎合大眾對“上品”

的生活向往，將其培養成一種理想女性存在，特別是被稱為“太夫”的高級遊女，“不沾

金錢濁物，不知東西價錢，不說沒志氣的話，如同貴族大名家千金。”

這種理想女性的培養方式在藤本箕山的《色道大鏡》中有著詳細的記載，一名訓練有

素的遊女，不僅在琴棋書畫等藝術修養方面有著很高的造詣，而且在日常生活中的起居、

行住坐臥都時刻進行規範和練習。在這種長時間的訓練下，江戶時代的理想美便融入其舉

止之中。這時的高級遊女或者是藝妓們已經可以稱之為藝術家了。

藝妓們對生活中審美的追求與西方一些哲學家如福柯、理查·羅蒂等人所追求的“審

美的生活”相類似。不同的是，福柯等人更多的是將自身的審美態度帶入生活踐行，而藝

妓的生活卻是社會理想化審美觀念的注入。因此雖然“太夫”等高級遊女被萬千市民追捧，

看似十分榮耀，但其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滿足町人乃至武士階級的對理想愛情及肉欲的渴

望。可見大多數時間，市民與其說將她們作為藝術家來對待，不如說是以身體審美的角度

將其看做活生生的藝術品。這時藝妓看作是藝術家與藝術品的融合，這也是一些藝術家所

追求的“藝術的生活”的體現。

實際上，作為江戶時代時尚風向標，藝妓與同樣受歡迎的歌舞伎的一舉一動都影響著

潮流的變化。如 2020 東京奧運會會徽所采用的組市松紋就是因江戶時代歌舞伎演員“佐

野川市松”而得名。可見在江戶時期，審美並不超越生活，而是孕育與其中的。

3誕生於生活的美學理論——“意氣”

首先注意到這種重視生活的文化現象的是日本哲學家九鬼周造。九鬼周造於 1922 年

留學歐洲，受教於柏格森、海德格爾。孤身留洋的他迫切想要歐洲人理解他家鄉的文化。

因此他運用海德格爾解釋學、現象學的分析方法，將江戶時代遊裏中產生的文化現象挖掘

出來，分析其構造，賦予其現代性，最終將其上升到美學高度，其核心範疇便是“意氣”。

“意氣”是在遊裏這種理想化的小社會中產生的，遊裏中人，生活經常漂浮不定，似

於日常與非日常之間。由於其特殊性，在遊裏中產生的生活經驗總是具有審美價值。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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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即“美的活動正是位於日常生活與非日常生活之間的特殊領域 並在兩者之間形成

了一種必要的張力。”[4]的原因。

缺乏生氣的生活不利於美的產生。杜威在他的“藝術即經驗”書中強調，“當一個有

機體與它的環境分享秩序的關系 並且，這種分享出現在一段分裂與沖突之後，它才在自

身之中具有類似於審美的巔峰經驗的萌芽。”“通過節奏而達到的平衡與和諧初露端倪。

均衡並非機械地而毫無生氣地實現，而是來自於，並由於張力才得以實現。”因此一種永

遠“完滿”的，完全“混亂”的世界是無法獲得審美的。

遊裏的生活世界正是這樣一個在沖突與分裂中找到平衡的世界，九鬼周造正是在這樣

的世界中，挖掘出了具有審美價值地“意氣”，並從意氣的外延與內涵兩方面解釋了其構

造。拋去外延暫且不談，從內涵角度來講，意氣分為“媚態”“意氣地”“諦觀”三個要

素。

首先“媚態”指的是“一元存在的個體為自己確定一個異性對象，而該異性必須有可

能和自己構成一種二元存在的關系。而這種關系會隨著一個異性身心完全融合、張力消失

時自然消失”。

現代作家永井荷風在他的小說《歡樂》中寫到：“沒有比想要的到的、而又被得到了

的女人更可憐了。”其實就是在講產生於兩性之間相互吸引的“媚態”消失在了日常生活

中的“倦怠、絕望、厭惡”之中。這種審美的消失在杜威的論述中也有提及，“審美的敵

人即不是實踐，也不是理智。它們是單調；目的不明確而導致的懈怠；屈從於實踐和理智

行為中的慣例。”[5]審美的對象不再明確，“一個完成了的世界中，睡與醒沒有區別”[6]

“媚態”也就消失在了平淡的日常之中。

為了維持“媚態”的持續，“意氣”的第二個要素“意氣地”就顯得尤為重要。作為

意識現象存在的“意氣地”，反映了江戶時代文化的道德理想，即“武士道”所蘊含的灑

落與自尊。這種自尊表現在藝妓的身上就成為了一種“傾城女不是金錢能買的，內心必須

懷有意氣地”“有錢的粗人來多少次都不接”的矜持，由此“媚態”與“意氣地”形成了

一種更加持久的二元張力。而這種帶有一些理想主義的矜持正是維持“媚態”的持續存在

的原因。

現代設計師黑川雅之提出“設計是一種誘惑，‘誘惑’的真正含義就是讓對方對你有

好感。運用智慧讓對方向自己靠攏。”[7]“在日本文化中，克制，是一個很大的特色。在

我們文化裏，要求我們壓制自己的感情，克制自己的表現欲，這樣才能將更深層的情緒和

思想表達出來”[8]這其中“誘惑”“克制”之間構成的張力與意氣中“媚態”“意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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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構成的二元張力有著相似的作用。這也是期望消費者可以在平淡的生活中，在使用設計

產品時，通過產品的誘惑與克制，獲得一種內在的和諧，並從中獲得審美體驗。因此我可

以將帶有這種設計思想的設計看作是“意氣”的一種現代性延展。

“諦觀”是佛教的一個概念，是基於自我生命理解的基礎上的一種不執著與超然態度。

遊裏作為一個模擬戀愛的特殊社會，藝妓們總會產生戀愛幻滅所帶來的煩惱。“清心先生

啊，偶有相逢卻又離去，你到底是佛還是鬼？”[9]十六夜注入真心的愛情求遭到一次次背

叛，最終形成了“浮世事事難遂願，對此必須要諦觀”的“諦觀”之心。這種“諦觀”的

態度往往要經過生活的磨練，因此年長的藝妓往往比年輕的藝妓更具備“意氣”。

“內在的和諧只是在通過某種手段來達到與環境的某種妥協時才能實現。”“諦觀”

的態度最終作為一種與環境達成妥協的手段，使審美接受者完成了一次完整的經驗的閉

環，由此誕生出了具有審美價值的經驗——“意氣”。

但“任何將完滿與和諧的時間延長到超過它的期限的企圖，都構成了一種從世界隱退”[10]。

“通過不安定與沖突的階段，持續著對內在和諧的深層記憶，就像熔鑄在石頭上一樣，對

這種和諧的感受縈繞在生活之中。”[11]

年長又極具“意氣”的藝妓們，一邊體驗著那種曾經達到的和諧境界，一邊通過戀愛

遊戲，在平淡的生活中創造著又一次的沖突。因而，這些藝妓們絕對稱得上生活美學的大

師。

經過分析，意氣的內涵正是在“分裂與沖突張力中尋找和諧”的動態生活中產生的，

體現了生活與審美的連續性。

4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多維表現

“日常生活審美化”問題的提出，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對當代社會中“審美泛化”的現

象的關注。簡單來說“日常生活審美化”即“把審美特性授予原本平庸甚至‘粗俗’的客

觀事物或者將美的原則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事物”[12]。劉悅笛在他的專著中指出，

“日常生活審美化”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可以區分為表面的審美化與深度的審美化。

表面的審美化主要體現在大眾的身體、日常物性生活的表面美化以及文化工業興起後

的表面美化。即“物質的審美化”。

表面的審美化中設計文化起到了先鋒作用，從時裝、美容到建築、產品的設計等都體

現了一種對日常生活審美需要的回應。同時在設計的對象轉向活生生的人的時候，“消費

文化中對身體維護保養和外表重視提出了兩個基本範疇：內在的身體與外在的身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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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美的人開始出現。

“深度的審美化”更多的是一種“非物質的審美化”，其實現有著明顯的大眾與精英“文

化區隔”。[14]精英文化層面上“深度審美化”呈現為少數哲學家所追求的“審美的生活”，

大眾文化層面“深度的審美化”呈現為鮑德裏亞所描述的“擬像文化”。而無論是日常生

活的淺層審美化還是深層審美化，都顯現出了後現代社會下“去分化”過程的美學層面表

現，也就是杜威一直追求的“活生生的人”的生活審美化。

將劉悅笛指出的“日常生活審美化”多維表現與產生於遊裏的審美現象做對比可以發

現，藝妓的身體、物性生活的審美正是日常生活審美化中的表層審美化。

得益於九鬼周造對“意氣”的發掘，這些針對身體以及物質審美的好色行為上升到了

美學的“意氣”高度。因此含有“意氣”審美意識的藝妓生活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精英階級

的“深度審美化”成分。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產生於遊裏的審美現象及其審美範疇“意氣”

與現代日常生活審美化命題所照應。並且對於同樣消費文化盛行的江戶時代來說，其審美

現象及美學理論沒有與生活割裂，反而體現出了生活與審美的連續性。

結語

經過上文的分析，產生於日本江戶時代“日常生活審美化”現象的審美範疇“意氣”，

體現了生活與審美的連續性。由此為啟示，我們認為設計作為對日常生活審美化現象的直

接關注者，其理論與實踐應該體現生活與審美的連續性，並且在這種連續性中應著重對審

美接受者從藝術品、設計產品的體驗中得到的審美經驗進行分析，期待可以達成一種注重

“活生生的人”的設計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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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文化視野下的藝術設計教育探究

龔立君 韓雨琦

（天津美術學院環境與建築藝術學院，天津 300011）

摘 要：鄉村青少年身為藝術設計教育課程的主體，他們對鄉土人文和情感

的認知、養成，以及所具備的創造力、審美力，是農村將來發展的重要力量。按

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1]，針

對鄉村未來的思考，開展基於鄉土文化的鄉村藝術設計教育課程，有利於促進農

村青少年的全面發展。本文針對當前鄉村藝術設計教育存在的問題，就如何更好

地將學校的藝術課堂與鄉村社區聯系在一起，提高教學質量，創造出符合當前文

化潮流、大眾喜聞樂見的鄉村文化品牌提出對策，為鄉村藝術設計教育的發展提

供新的思路與解決路徑。 從而促進農村青少年的全面發展。

關鍵詞：鄉村藝術設計教育；鄉村文化；鄉村青少年

Exploration of Art Design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Culture

Abstract：As the main body of art design education courses, rural youths, their cognition and

cultivation of rural humanities and emotions, as well as their creativity and aesthetics, are important

forc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prosperous industry, livable ecology, civilized rural customs,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affluent

lif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t design education courses based on rural culture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rural youths for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side.

Aiming at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rural art design educa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on how to better link school art classrooms with rural communities,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create rural cultural brands that are in line with current cultural trends and popular among the public.

The development of art design education provides new ideas and solut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rural youth.

Keywords：Country design education；Rural culture；Rural tee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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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百年大計，教育為本”，青少年是未來時代的新鮮血液和活力源泉，

藝術教育是教育事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與其他傳統學科相比，藝術設計教育在促

進青少年素質方面有著獨一無二的作用。通過藝術教育從小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審

美觀念，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激起學生對鄉土文化的認識與熱愛,使他們擁有鄉

土情懷。在學校開展藝術活動調動學生探索未知領域的興趣，使農村青少年愉快的

享受素質教育的成果，學校在鄉村的支持下， 培養出回報鄉村的技能型人才，也

有利於鄉村的經濟可持續發展，以鄉土文化為載體，在農村義務教育學校開展鄉村

藝術設計教育課程是非常必要的。

1 鄉土文化與鄉村藝術設計教育模式

1.1 鄉土文化內涵

鄉土文化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從定義上來看，是指在一個區域內發端流行，並

在長期內積澱、發酵，帶有濃厚地方特色的文體活動成果，包括文物古跡、民風民俗、

民間藝術等[2]。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中國的城市建設和發展給鄉土文化帶來了

不小的影響。教育是能夠喚醒青少年對鄉土文化認可的最佳方式，在中小學注重藝術

設計教育課程的開展主要是為了培養鄉村青少年健全人格，使得鄉村少年認識到腳下

的土地，尊重鄉村生活方式，感受鄉村文化，讓鄉村少年的生命源泉歸根於鄉土之中。

1.2 我國鄉村藝術設計教育成果

我國一直致力於倡導教育資源的平衡分配，在各方面的促進下我國實現了

義務教育的全面普及。不僅使城市的青少年享受教育帶來的好處，而且也讓縣

鎮鄉村的大部分青少年擁有受教育的權利。

表 1：1949-2018 學前教育與義務教育入學率

原始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官網 2018 年教育發展統計公報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1907/t20190724_392041.html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1907/t20190724_392041.html


東方設計學報, 第1卷，第1期，pp. 86-98, 2021

© ISDS. 版權所有.

86

從上述柱狀圖可以看出，學前教育與小初中的入學率一直在上升並趨於穩

定，義務教育在城鄉有了較大的普及度。學生擁有了受教育的權利之後，素質

教育的開展也逐漸提上了日程。在政府的努力下，積極推進美育工作的實施，

貫徹落實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進美育教學，提高學生審美和人文素養”的精

神要求。

表 2：2015-2019 美育教師人數
原始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官網 教育部體育衛生與藝術教育司：深化改革 創新引領 推進學校沒與
工作高質量發展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0/52806/sfcl/202012/t20201214_505281.html

圖表：筆者自繪

從上述表格可以看出，美育師資隊伍建設成效明顯。四年時間教師人數增

幅 5.7%，且通過實施“美育浸潤行動計劃”，形成了高校對口支持 19 省（區、

市）的農村中小學校，在美育課程教學、實踐活動等方面提供了持續、穩定、

有效的精准幫扶和志願活動。[3]雖然經過不懈的努力，我們取得了一些顯著的

成就，但是不容忽視的是，尤其是鄉村藝術設計教育開展與實施還存在一定的

問題。

傳統教育課程有開放性、平等性的特點並遵循差異性原則。而鄉村藝術設

計教育課程現狀呈現出邊緣化、底層級的特征，主要以應試教育為主體，重視

智育、輕視德育與美育，在形式上重視美術課程、音樂課程的課時量，但上課

的實際情況並不盡如人意，只將繪畫音樂的理論知識生硬的從書本述轉達給學

生，甚至個別學校的美育課程形同虛設。因此鄉村的學校教育只可能為了適應

應試教育而發展，忽視了藝術設計對與學校教育的作用，導致農村青少年缺乏

文化自信。因此，鄉村教育不僅從應試教育脫離出來，還需完善素質教育，從

藝術設計的角度出發，全方面培養新一代迫在眉睫。

2 鄉村藝術設計教育面臨的困境

2.1 鄉村學校逐漸孤獨化

自21世紀以來，為了教育資源更好利用大量學校撤點並校，隨著經濟發展，

教育也出現了城鎮化的態勢。在這種大環境下，我國農村教育的格局同時也發生

項目 2015 年 2019 年 增幅（%）

美育教師人數（萬人） 59.9 74.8 5.7

美育教師占比（%） 6.5 7.5 10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0/52806/sfcl/202012/t20201214_5052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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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應的變化。縣城裏的學校班級人數爆滿、鄉鎮學校采用寄宿制與村裏的小規

模走讀制學校並存的現狀。“撤點並校”的政策本意是通過整合各個鄉村地區的

教育資源，但實際上大部分學校被“一刀切”，使得原本沒有優勢的鄉村教育更

雪上加霜。伴隨著城市的發展，許多的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在城市文化，農村

居民更希望自己的後代接受城市的學校教育。因此造成鄉村學校孤獨化的原因一

方面是學校數量的減少，另一方面是在校學生人數的減少。

2000-2011 年全國普通小學、初中學校和學生數的變化

項目 2000 2011 減幅（%）

普通小學數（萬所） 55.36 24.12 56.43

小學生在校人數（萬人） 13013.25 9926.37 23.72

普通初中數（萬所） 6.39 5.41 15.34

初中在校生人數（萬人） 6256.29 5066.6 19.01

2000-2011 年全國鄉村學校、初中學校數和學生數的變化

項目 2000 年 2010 年 減幅（%）

鄉村學校數（萬所） 44.03 21.09 52.1

鄉村學校數（萬人） 8503.71 5350.22 37.08

鄉村初中數（萬所） 3.93 2.87 26.97

鄉村初中數（萬人） 3428.47 1784.47 47.96

表 3：2000-2010 年全國普通小學、初中學校數和學生數的變化以及 2000 年-2010 年全國鄉村學校、初中學校

數和學生數的變化
[4]

將兩個表格橫向對比可以看出2000年至2011年的學校數量不斷下降，農村

學校的數量和在校的人數也不斷減少。再將表格縱向對比可以看出，全國的中小

學生在校人數數量與學校數量的減幅遠遠要低於鄉村。因此，學校數量和在校學

生的下降使得鄉村教育難以得到優良發展，在其中開展藝術設計教育可謂難上加

難。

2.2 優質教育資源的缺乏

鄉村的教育對於鄉村文化傳播與發展發揮著指明燈的作用，有利於振興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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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辛莊村鄉村教師素質教育能力調查

鄉村文化。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受到高等教育的熏陶，使得從事教師崗位的青年人

越來越多，但大部分教師在選擇任教地區時會更傾向於留在城市地區，從鄉村走

出的青少年在城市文化的熏陶下同樣更願意留在城市而並不是返回到自己的家

鄉當中，建設家鄉，為農村的發展貢獻一份力量，導致了優秀教師資源的流失。

鄉村客觀條件的落後也使得鄉村教師的素質並不高，大部分鄉村在其村裏開

展應對應試教育的大文大理課程，例如：有些鄉村只開始語文與數學，其餘的音

樂、美術、體育等基礎的素質教育課程並沒有實質性的開展。究其原因分為兩方

面，一方面鄉村的客觀條件無法給師生提供上課的工具，另一方面是學校教師的

短缺。以天津市寧河區後辛莊村的教育資源為例，該村的小學師生共計 220 人，

但其中只開設了語文、數學與英語課程。體育課與美術課有時上課，有時占課。

通過訪談與走訪問卷的形式對該村的教師的素質進行了調查。

表 4：後辛莊村鄉村教師教素質育能力調查
圖表來源：筆者自查自繪

從上述餅狀圖可以看出，該村的老師在實施課堂教學能力較為有優勢，而

在設計教學的能力較為薄弱，而情況較為不盡如人意的是在該學校從事藝術設

計教育的老師寥寥無 幾，有的是語文老師和數學老師臨時頂替。

2.3 鄉村藝術設計教育與鄉土文化的“貌合神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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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我國的農村學校的城市化傾向，使得他們面臨與城市學校在同

一軌道賽跑的窘境[5]。同時，追求應試教育已經走入了死胡同模式，更多的對

教育有熱情的人已經在探索新教育的可能[6]。鄉村教育是現代教育的一部分，

而鄉村藝術設計教育更是不能忽視的課程，不僅要引導鄉村青少年接受本民族

的優秀文化成果，而且也不能忽視他們的生存實際。例如21世紀初從農村誕生

出來的殺馬特[7]現象風靡一時，從社會學角度解讀該現象是鄉村文明處於弱

勢，使得青少年沒有形成正確的審美觀，同時也導致了鄉村的教育與鄉土文化

背離。

近年來，鄉土文化作為一種特色的教學資源，因其獨特的優勢被逐步重視

起來。但在鄉村中開展藝術設計教育時，很明顯的顯現出對鄉土文化與資源的

認識與運用的不足。

表 5：2018 年教師在教學中對鄉土資源的運用狀況調查
[8]

在一項對教師在教學中對鄉土資源的運用狀況的調研中，超過半數的教師

經常在教學中對鄉土文化的灌輸，超過半數偶爾提及對鄉土資源的運用。另外，

還有不小比例的教師從來不提及鄉土文化以及運用鄉土資源。

因此，開展藝術設計教育的同時，與鄉土文化的結合也至關重要，但就目

前的狀況來說，鄉村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引導學生領略鄉土文化，運用鄉土資源

並不盡如人意。在鄉村開展藝術設計教育課程，並不能單純的照搬城市素質教

育課程的設計，而是要因地制宜， 鄉村學校存在的意義並不是建構知識，而是

有引導性、創新性的激發鄉村少年的感知、想象與認識能力，從而可以發揚本

村文化，促進他們自身全面發展的同時，也促進新農村建設的無限可能性。

從不提及偶爾提及經常提及

在教學中對鄉土文化的灌輸 在教學中引導學生認識鄉土

在教學中有意識或者無疑是運用鄉土資源

6.
7

3

4. 8

3. 1

2. 7

3. 9

5. 2

0.
4

8

1.
2

9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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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於鄉土文化的鄉村藝術設計教育課程

基於鄉村的客觀現實，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引導農村青少年積極應對農村社

會的現實生存狀況與條件以及當前農村的發展問題和困境。如果農村青少年不

能從豐富多樣性的知識中探尋農村社會前進的方向，那麼鄉村教育的開展以及

喚起農村青少年的文化自信的訴求等於紙上談兵。因此從教育方面入手，不僅

從傳統理論傳授他們知識，也需要從藝術設計教育入手開發他們的潛在創造力，

啟迪他們對家鄉情緒感情並且激發出他們切實服務家鄉的熱情，培育農村先鋒

和主力，為鄉村生活方式的重建打下基礎。塑造一種不同於以城市化為標准的

現代生活，也不同於傳統鄉村生活的新鄉村生活方式[6]。

3.1 “返璞歸真”式的鄉土藝術課堂設計

農村本村開辦的學校大多數遠離城市，擁有較為優良的自然資源，雖然與城市

距離較遠，但是學校可以利用特色的鄉土文化與知識來引導學生。這使得學校可

以充分利用本村的鄉土與人文資源並將其轉換為具有教學意義的教育資源，通過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結合本存的實際情況設計發展適合本村的特色藝設計課程。

農村小規模學校無法成為教育行業的主流，但並不能因此忽視它存在的意義，通

過開設藝術設計教育課程的方式探索出一條農村學校和青少年發展的教育路徑。

在學前教育和小學階段，綜合性開展鄉村藝術設計教育課堂，教師在日常傳授

基礎理論知識之時，以藝術設計為形式將鄉土文化融入多彩課堂之中。在傳授基礎

理論知識的基礎上，充分利用鄉村的自然資源，將藝術理念融入日常的教學之中，

潛移默化的培養兒童的審美激發兒童的創造，促進鄉村的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例如，

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准格爾旗具有豐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觀，蒙漢融合的民間藝

術“漫瀚調”[9]享譽旗內外。學校根據自身的現實條件開設了社團校本課程，調動

學生積極性與主動性。以學校美術課程為例，在傳授學科的專業理論與技能的基礎

上，結合學生自身的發展與生活實際，探尋內蒙古本地的鄉土資源，例如獨一無二

的草原、沙漠等自然資源，民族服飾、裝飾、飲食文化等人文資源。充分利用這些

自然人文資源，將這些資源帶進課堂，通過主體性學習、課內外理論實踐結合、藝

術體驗與展示等多種課堂形式，使學生對於本民族的鄉土文化形成簡單的認知，豐

富學生的民族文化視野，增強學生對於保護民族文化的意識。為了是學生能夠直觀

的感受到鄉土文化的魅力，樹立起兒童對於本民族的文化自信，教師將內蒙古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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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學生知識技能

 提升學生情感共情

 學生思維成長

 學生能力成長

 學生情感成長

 與學生生活關聯

 與學生成長關聯

 體驗鄉土人文

 沉浸參與體驗
 激發學生創造力

 激發學生建設村熱情

的燒賣、豆面、蓧面、黃面糕等各種特色美食“搬”到了美術課堂之上，通過讓學

生觀 察，觸摸，聞嗅、品嘗等不同方式，讓學生從自身的體驗感知體會美食文化

背後所隱藏的曆史文化內涵。

3.2 基於鄉土資源的體驗式教育學習

在初中學習階段，立足體驗式的藝術設計教育課程既可以幫助鄉村學生建立

因地制宜的價值觀，又可以豐富課程知識，整合基礎知識，在不知不覺中完成鄉

村文化的傳承。例如分段開展藝術設計教育課程，針對初一、初二學習壓力較小

的年級，教師帶領學生通過對村莊的親身觀察、體驗，進行調研、訪談，從鄉村

特色產業、社區、環境等多種方向，激發學生的創造思維與積極性，立足於鄉土

文化，提出解決方案。通過對農村實際問題的探討與分析， 使學生初步了解鄉

村環境面臨的問題，潛移默化灌輸振興鄉土文化的必要性。針對初三學業壓力較

大的年級，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方案，不僅有以應試教育為主的傳統課程，也

有以專業技能為主的職業學校，值得強調的是，對於鄉土資源體驗式的學習並不

意味著可以忽視基礎教育，而是整合基礎知識的體驗式教育。

 適合本村文化傳承發展

 適合學校可持續發展

 適合學生健康發展

表 6 體驗式教學目標

圖表來源：筆者自繪

通過對初中生體驗式教學，使得鄉村藝術設計教育在現代教育實踐中得到了

 主動了解自身成長環境

 主動參與課程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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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予肯定。一方面，學習的過程變得生動有趣了起來，另一方面，又可以運用

可持續發展的眼光來重新利用鄉村曾經不被關注的課程資源，讓學生的知識理論

儲備與實踐能力日漸增長。

3.3 藝術類專職技能學校——育人銜接用人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我國的職業教育有了很大的發展，其

中中等專業學校及技工學校的辦學規模逐漸擴大，招生數量也逐漸上升。國家對

職業教育也日漸重視，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職業教育“前途廣闊、大有可為”，

為培養更多優秀技術技能人才提供了動力。

通過義務教育階段藝術設計課程的學習與實踐，農村青少年對鄉土文化與資

源有了一定的認識與了解，農村青少年可以選擇藝術類職業學校繼續深入學習技

能，豐富實踐經驗。在藝術類職業學校的課程設置上，必須精准契合鄉土文化的

發揚，打通學校與鄉村社會的“綠色通道”，才能為鄉村振興人才培養提供活力。

近年來，多種新型教學方式出現，以移動媒體為介，例如電商平臺、直播賣貨、

遠程訂單、外賣服務等等，這種方式不僅帶動農村經濟發展，同時也需要更多的

技能人才，讓藝術類職業學校與時俱進適應農村現代化發展。

以四川省內江市金銀村為例，該村以蒲扇著名，大部分村民種植蒲葵、加工

蒲葵形成產銷一條龍，以該村為圓心輻射的中小學、職業學校也可以以此為優勢，

在小學的藝術課堂上不僅可以引導學生了解關於蒲葵種植的理論知識，也可以啟

發發揮天馬行空的想象為蒲扇設計樣式。在初中的課堂上初步了解蒲扇的制作過

程，並參與制作選出可以讓大眾接受並符合潮流的蒲扇並加以生產，將教育資源

轉換成經濟效益。不僅可以調動學生參與到鄉村社會的建設之中的積極性，也可

以使得手工制品得以延續和發揚光大，在職業技校階段通過學校與建立的蒲葵專

業合作社的共同努力，形成種植、加工、銷售一條龍，注冊商標打造本村的品牌，

疊加品牌效應帶動本村的經濟效益。

從金銀村的發展可以開辟出鄉村設計教育的另一條道路，農村青少年將自己

在學校學習的理論與實踐投身於自己家鄉建設之中，通過將鄉土文化和藝術設計

相結合，可以促進地方鄉土資源發揮最大優勢。鄉村青少年可以通過自己的創造

力在學校和鄉村的幫助下， 為自己的家鄉貢獻綿薄之力，增強鄉村少年的建設

農村的成就感和增強社會責任感，引導他們關愛鄉村、理解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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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藝術設計教育問題解決可能性

3.4.1 建立區域聯盟，提高教師綜合素質（4 整體的問題解決可能性——老師、

地方品牌、政府產業）

鄉村還存在著許多的小規模的學校，這些學校學生少、資源少，又地處邊緣，

各個學校之間交流溝通的機會少之又少，大部分只是開展追求成績的應試教育，

根本沒有任何機會開展設計教育課程。因此，將這些小規模的學校按照區域的劃

分進行校與校之間的聯盟，使其形成一股強有力的教育力量。

通過學校區域聯盟的建立，農村的教師已經不再是散落在偏僻農村的孤獨戰

鬥著，他們運用聯盟的共同力量努力克服城鄉資源的巨大差異。比如某一位老師

做了一堂有意義的鄉土設計課程，另外一位教師探索了一門綜合實踐課程，他們

都可以紛紛得在共同的平臺分享自己的教學經驗與成果，為農村教育改革注入了

新鮮血液。

圖 1 區域聯盟共同構想圖

圖表來源：筆者自繪

基於區域聯盟的建立，良好的學習資源、師資、學習機會是共享的，同時先

進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也可以在聯盟內被迅速推廣，各個學校師生之間可以發揮各

自的優勢，取長補短，最終實現共享教研、共享教師、共享教學、共享學習、共

享管理和共享陪伴等資源共享。另一方面在爭取外部的資源和政策的時候更加有

利，因為從操作效率的角度而言，共同體形式的學校聯盟在執行一次程序獲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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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相比一所學校更加廣闊，因此聯盟內部可以獲得更多的社會和政策支持，從

而取得更多的教育資源和發展機遇。

新技術的發展為區域聯盟的建立提供了較合適的方式，比如網絡雲課堂為農

村的教師與學生提供了與外界交流的教學平臺。一方面，教師與時俱進吸取各界

的教學理念與方法，同時也激發了教學熱情；另一方面，學生可以通過新媒體直

播平臺與各地的學生交流學習，共同分享自己的學習想法與成果，形成互幫互助

的良性教學局面。這樣，農村開展的藝術設計課堂不僅局限於本校的範圍，而是

可以和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學一起制作工藝品、合唱一首歌、同上一節課。這樣的

新型教學組織形式不僅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而且這種課堂形式使得師生的角

色發生了改變，學生並不是被動的接收者，老師的角色也發生了改變，而是和學

生一起完成課堂的合作者。新式課堂建立並不是拋棄傳統的教育模式，而是在此

基礎上增加教育模式的多樣性。

3.4.2 融入鄉土設計教育的地方品牌

通過藝術設計教育的方式，促進鄉村少年全面發展，將課堂教學理論知識與

課外實踐有機結合，城鄉藝教資源相互結合運用，政府與學校協同推進，廣泛開

展“藝動城鄉”品牌建設，例如，“戲動城鄉”“樂動城鄉”“舞動城鄉”等系

列活動。青島市率先創建特色的培育平臺，發掘地方傳統藝術特色和藝術價值，

先後推出膠州秧歌鄉土教材，開展末流腔地方課程，以學生們喜聞樂見的方式進

行民族文化傳承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學生在學習地方特色鄉土課程之後，設

計出秧歌鄉土的周邊，如選取秧歌主顏色紅色進行創作，利用噴塗，彩繪等方式

在帆布包，書簽等產品進行創作。通過學校與農村社區加工美化與地方品牌相結

合，產生經濟價值。

鄉村社會應大力支持鄉村品牌的建設，以鄉土文化為載體，積極挖掘鄉土文

化對藝術設計教育課堂開展所產生的內驅力，政府加強政策引導，加大資金扶持

力度，促進鄉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融合與合作。鄉土文化在品牌塑造中將品牌管

理與鄉土資源管理統籌兼 顧，使鄉村品牌達到較好的傳播效果。

4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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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育教學工作逐步重視的大環境下，鄉村的藝術設計教育也逐步進入大眾

的視野，本文通過梳理鄉村藝術設計教育目前存在的問題：鄉村學校規模數量的

減少、優質教育資源的短缺、以及目前鄉村藝術設計教育與鄉土文化的背離。通

過對這三個問題的分析與調研，為藝術設計教育課堂在鄉村能夠更好地開展提供

一些可能性。

打造藝術設計教育的鄉土文化課程． 旨在讓學生從了解學校的地理位置、

鄉村的人文曆史中感悟人生的真諦，根據自身的發展情況切合實際地更好地規劃

自己的人生道路。同時利用新穎的藝術形式喚起學生們強烈的求知欲，對幫助學

生激發學習熱情和取得良好學業的信心做有益探索。擴展鄉村少年與鄉土社會的

全面互動，增加鄉村少年置身鄉土之中的生活體驗，建立鄉村少年與鄉村自然、

鄉村人文傳統之間的積極對話，包括在自然中的遊戲與勞作、與年長者之間的交

流、傳統鄉村文化形式的參與等等，由此而塑造一種不同於以城市化為標准的現

代生活，也不同於傳統鄉村生活的新鄉村生活方式[6]。

鄉土文化是鄉村社會曆史發展、教育實踐的積澱，是個性特色、學校 精神

形成的思想和文化源泉。通過藝術設計教育將鄉村的發展資源轉化為生命力，繪

就鄉村美好圖景，營造富有中國韻味的鄉村生活，最大可能釋放鄉村生活的張力

和彈性，實現美麗鄉村的美好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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