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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休闲与文化】

珠三角都市圈三维城市旅游景观群的培育研究

●庄伟光，林平凡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所，广东广州　５１０６１０）

内容提要：基于都市圈城市景观群的三维划分，在分析珠三角都市圈城市景观群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珠三角要

建设更具竞争力的都市圈，需要从培育现代建筑景观群、打造凸显岭南文化特色的景观群落和形成绿色生态景观网络构建三维城

市旅游景观群，并给出融入城市景观设计理念、加强城市文脉延续和历史文化保护、打造高质量的城市景观空间、加强生态建设及

景观资源保护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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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都市圈
正成为一个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

要空间载体。都市圈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该区域中的城

市景观建设已经成为都市圈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内容，

都市圈城市景观群的发育和形成，不仅有利于优化城

市空间结构和提高城市形象，也有利于培育都市圈旅

游业新的增长点与影响力，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

同发展。改革开放３０多年，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
角都市圈迅速成为中国三大城市群之一，在走向更具

科学发展的新城市战略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进

中，珠三角城市如何培育景观群，实现城市、经济、文化

再度腾飞，将自己打造为探索科学发展模式的实验区

和先行地，这对进一步提高珠三角都市圈的国际形象

和竞争力，为中国城市发展提供典型化城市样本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在结合都市圈发展理论

以及与旅游景观的关系基础上，基于城市景观群的三

维划分方法，全面分析了珠三角城市景观的发展现状

及问题，并提出城市景观群的培育模式及相关建议，以

期为珠三角都市圈城市景观群的培育和开发提供有益

的启示和指导。

一、都市圈形成与旅游景观群

都市圈作为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特色自然生态

集聚区域，都市圈内形成的城市群，既是人口聚集区，

又是区域经济文化中心，都市圈内城市建筑和配套设

施、城市文化符号和生态环境区等，与城市经济和文化

交融在一起，形成不同形式的景观群，这些景观群与圈

内城市群的融合，往往发展成为中高端旅游目的地，还

是旅游文化交融的活跃地，同时也推动都市圈旅游业

的集聚发展。

（一）都市圈城市景观群的三维划分

都市圈是城市群发展的深化阶段，以其规模经济

和集聚经济优势，逐渐成为主导国家经济空间格局的

新单元［１］。大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形成了一种有序的

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的格局，既是一个相对完整和独

立的空间实体，又有各自独立的产业、建筑和历史特

征，在国际上处于重要的经济地位，也是全球发展的经

济和文化中心之一。建立在地缘关系和经济联系基础

上的都市圈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

展的主要载体。美国的纽约都市圈、芝加哥都市圈，日

本的东京都市圈，英国的伦敦都市圈和法国的巴黎都

市圈等均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并影响着世界的发展。当前中国已进入都市圈快

速发展阶段，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都市圈发展提

速，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三大都市圈。随着都市

圈空间结构演变和城市服务功能的逐步完善，衍生出

新的城市景观极大刺激了旅游观光、城市休闲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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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成为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并带动

了城市旅游业的发展。

在都市圈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景观成为城市演变

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的景观格局具有高度的

异质性和复杂性，因而单一等级的景观分类方法难以

揭示其复杂的多等级景观特征［２］。因此，有必要结合

景观类型的特征进行城市景观群分类。从时间角度，

可将城市景观分为现代景观和历史景观；基于开发和

建设的角度，可将城市景观分为自然景观、园林景观、

建筑景观、经济景观、文化景观［３］；基于景观生态学，可

将一般的城市景观划分为建设景观、旅游休闲景观、农

业景观、环境景观和水体景观等五大类［４］。由于景观

是一个包含了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人文因素的综合

概念，又是一个地理实体，它通过历史与时间的演化最

终形成自然面貌与人类活动相互影响的有机合成［５］。

基于以上对城市景观的分类，并结合景观的自然属性、

时空属性、生态功能以及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本文将城

市都市景观群分为历史文化景观、现代建筑景观、自然

生态景观三类。

历史文化景观主要是城市历史演变过程中人类活

动所造成的景观，它反映出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和地

理特征，展示和传承本土文化，强调景观的文化属性。

如长三角的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景

观的美学思想。苏州古典园林历史绵延２０００余年，蕴
含浓厚的传统思想文化内涵，在世界造园史上有其独

特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现代建筑景观主要是都市圈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

中，对城市功能和空间改造基础上形成的景观。如巴

黎的埃菲尔铁塔成为反映当时世界工业革命的象征，

也是巴黎的地标建筑之一，更是世界著名的城市地标

和符号。纽约华尔街集中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联邦储

备银行等金融机构，成为美国和世界的金融、证券交易

的中心。

自然生态景观主要是指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日

益重视和加强，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结合地理条件和资

源特点，对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开发形成的景观。如

北美五大湖、密西西比河和伊利运河等形成的水域风

光旅游资源。

（二）都市圈形成与旅游景观的关系

都市圈建设和发展为城市景观的形成提供有利条件，

为都市圈旅游产业发展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提供了发

展机遇。都市圈旅游不再满足于单体城市发展旅游地形

象的要求，从游客层面和城市供给方来看，随着网络化、信

息化的影响，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等都可能影响

旅游供给方与游客对旅游地的感知 ［６］。

一方面，都市圈建设进程的加快将深化城市间的

合作，区域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将加大，都市圈交

通网络系统将进一步完善，使得城市旅游公共服务设

施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有效增加和改善，形成新的城

市地标和城市建筑群，区域旅游发展的空间、时间效应

得以调整和优化。城市群景观内容的丰富，有利于城

市旅游新动力的支撑，进一步优化城市旅游新环境，拓

展旅游新空间，再造旅游新机制与新模式，重构旅游新

格局与新增长极，形成旅游新亮点，从而提升都市圈城

市旅游形象和影响力。必须指出的是，都市圈的科学

规划和建设，将进一步加大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

保护力度，形成人文旅游景观，在新的发展要素和传统

发展要素的交织作用下，重塑城市文化内涵，提高都市

圈城市品位，从而有助于提升都市圈的旅游形象。都

市圈生态环境一体化趋势将加强，则有利于自然景观

的保护和生态环境的建设，形成以绿色生态为特征的

旅游景观带。

另一方面，都市圈城市景观群的培育和形成，有利

于拉动旅游消费需求，带动城市相关服务业发展，培育

度假旅游、工业旅游、文化旅游、铁路旅游、自驾车旅

游、游艇旅游、背包旅游、美食旅游、购物旅游、医疗旅

游等新的旅游业态，形成旅游产业集群，有利于优化和

推动都市圈产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更好地发挥旅游

产业的乘数效应，促进了都市圈经济的发展。如密西

西比河和伊利运河，对美国的中西部经济的早期开发

起到了重要作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每年参观人数超

过６００万，每年为巴黎带来１５亿欧元的旅游收入。
二、珠三角都市圈城市景观群发展状况分析

（一）珠三角都市圈的发展

经过３０多年发展，以广州、深圳为核心，包括珠海、
惠州、东莞、肇庆、佛山、中山、江门等城市所形成的珠

三角都市圈，已经成为我国三大都市圈中最有活力、城

市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

开放大局中具有突出的带动作用和举足轻重的战略地

位，是全球有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

基地，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主体区域。伴

随《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的深入实施，围绕着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城乡规划、公

共服务、环境保护等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珠三角的经

济地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广佛肇、深莞惠、珠中

江９市三大经济圈逐步形成，整体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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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进一步提升。２０１３年，珠三角都市圈地区生产总值
超过５．３万亿元，占全国的近１／１０（见表１）；人均 ＧＤＰ
超过９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２．２倍；外贸进出口总
额达到６０００亿美元，占全国的４．４％；实现地方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超过４６００亿元，占全国的近７％（见表）。
其中，深圳、广州和佛山分别进入２０１４年中国城市综合
经济竞争力前１０名。

表１　珠三角都市圈发展基本情况

区域
珠三角

都市圈
全国

占全国

比重／％

土地面积／平方千米 ５４７５４ ９６０００００ ０．６

常住人口／万人 ５７１５ １３６０７２ ４．２

经济总量／亿元 ５３０６１ ５６８８４５ ９．３

人均ＧＤＰ／元 ９３１１４ ４１９０８ －

出口总额／亿美元 ６０７１ １３７１３１ ４．４

进口总额／亿美元 ４４０３ １２１０３８ ３．６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亿元 ４６６９ ６９０１１ ６．８

　　（二）珠三角城市景观群的形成
珠三角都市圈在城市化进程中，依托优越的地理

位置，积极与国际接轨，加快城市更新和改造，历史文

化景观、现代建筑景观和自然生态景观初具规模。

１．注重历史文化景观的开发，形成了一批体现岭
南文化特色的人文景观

城市历史文化景观是城市重要的文化遗产，富于

文化体验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旅游已成为世界性的旅

游热点与旅游胜地。珠三角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注重

利用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周边环境原有的环境特征，维

护历史文化景观与周围社会生活环境的整体关系，挖

掘历史遗产文化价值，再现、重构和标识部分具有特殊

历史文化意义的典型空间与景观意象，积极盘活旅游

文化资源，形成了一批诸如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镇海

楼、开平碉楼与村落等历史文化景观群，以此来延续城

市的历史文脉，展现城市深厚的文化内涵，增强城市文

化品质和影响力（见表２）。珠三角国际历史名城数量
占到广东全省的一半，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占到全

省的２／３。
表２　珠三角都市圈代表性历史文化景观

城市 历史文化景观

广州

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中山大学、镇海楼、沙面岛西式

建筑群、西关大屋、陈家祠、南海神庙、光孝寺、三元宫、石室

圣心大教堂

深圳 沙头角中英街、弘法寺、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及纪念馆

佛山 西樵山文物文化群、祖庙、通济桥、清晖园、石湾

珠海 圆明新园、梅溪牌坊、湾仔澳门街

东莞 可园、粤晖园、虎门林则徐纪念馆

中山 翠亨村、詹园、郑关应故居

惠州 叶挺将军纪念园、罗浮山道教文化景观群、平海古城

江门
长堤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开平碉楼与村落、台山梅家大院与

浮月古村

肇庆
端州古城墙、七星岩石刻群、鼎湖山庆云寺、德庆学宫、悦城

龙母庙

　　注：本表由本文统计而成，因篇幅关系部分景观从略，如需相关资

料，可与本文作者联系，下同

２．一批现代建筑群逐渐形成，进一步丰富了城市
空间和旅游资源

随着珠三角经济实力的增强，城市更新和改造速

度的加快和建筑设计水平的提升，城市在规划和设计

中逐渐引入现代理念，一批城市地标性建筑如广州塔、

深圳地王大厦、佛山（国际）家具博览城等快速形成（见

表３），出现了新的城市窗口、室内化的城市广场，室内
化的城市廊道、巨构中的城市大厅、城市的地上、地下

空间网络等，为进一步丰富了城市旅游资源，也为提高

城市吸引力和国际化水平注入了新的动力。

表３　都市圈建设形成的现代建筑代表性景观

城市 现代建筑景观

广州
广州塔、海心沙、琶洲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大学城、科学城、

天河城、中信广场

深圳
邓小平画像及铜像、“拓荒牛”、世界之窗、锦绣中华、地王

大厦

佛山
西樵山南海观音、新天地广场、顺德罗浮宫国际家具艺术博

览中心

珠海 珠海渔女、情侣路、湾仔码头—澳门环岛游

东莞 虎门大桥、玉兰大剧院、东风日产文体中心

中山 国际酒店、富华酒店、温泉宾馆

惠州 客家女雕塑、南昆山欢乐水世界、冠和博物馆

江门 五邑华侨广场、新天地商业广场、恩平锦江明珠

肇庆 七星岩牌坊与音乐喷泉、北回归线标志塔、皇朝酒店

　　３．生态景观逐渐由零碎化向体系化转变，初步形
成珠三角绿道网络体系

珠三角通过实施生态建设工程，对景观点、绿化带、

风景林等生态景观载体进行了重点建设，初步建成“路有

树、街有景，四季常青、花果飘香”的良好生态环境，形成

一批如长隆国际旅游度假区、东部华侨城、肇庆封开国家

地质公园等自然生态景观（见表４）。全面推进绿道路网
络建设，已经建成绿化道路建设１９７８千米，初步形成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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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珠三角城市和乡村的多层级绿道网络体系。

表４　珠三角自然和生态保护开发形成的代表性景观

城市 自然生态景观

城市 自然生态景观

广州
白云山风景区、长隆旅游度假区、南沙湿地公园、华南植

物园

深圳 东部华侨城、大小梅沙、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前海

佛山 西樵山、顺德长鹿休闲度假农庄、陈村花卉世界

珠海 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横琴岛、淇澳岛、外伶仃岛

东莞 观音山森林公园、松山湖、旗峰公园

中山 五桂山、长江叠翠、岭南水乡、温泉仙沐园

惠州 罗浮山、南昆山及温泉群、西湖、巽寮湾

江门 新会圭峰山、小鸟天堂、恩平地质地热公园、上下川岛

肇庆 七星岩、鼎湖山、德庆盘龙峡、肇庆封开国家地质公园

　　（三）珠三角城市旅游景观群建设存在的问题
１．缺少景观群的整体规划，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
很多城市单纯追求现代化，很少科学地进行全盘

系统地规划，城市的建筑群并未形成优美的景观，有的

甚至没有任何特色，显得杂乱无章。有的城市中既有

中国古建筑的部分剩余，也有西式的摩天大楼，也有欧

式的拱廊圆柱，景观建设没有很好结合城市历史和定

位，丧失了延续城市的历史与文脉，缺少了空间的可识

别性，太注重形式而忽视功能，景观人工化现象严重，

缺乏城市旅游景观美的吸引力，导致城市景观的视觉

化和仪式感超越了其应该具有的人性化和功能性。

２．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够，历史景观的效用和
文化影响力未充分发挥

珠三角地区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文物建筑和历史遗存，

但大部分文物建筑和历史遗迹处于消极保护状态，对历史

文化遗产的保护缺乏统筹，许多历史建筑缺少必要的修缮

和保护措施，处于自然损毁状态。一些城市历史文化景观

仅仅作为单体加以保存，缺乏与周边环境的有效衔接，丧

失了相互间应有的空间关系和联系，文化价值难以发挥，

更谈不上旅游文化价值的挖掘。一些传统街道格局的风

貌和城市街区的人文气息，因城市变迁，而逐渐消失。

３．城市建筑设计和布局缺乏景观理念，难以形成
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景观

城市建设有盲目追求国际化的趋势，试图与国际接

轨，牺牲了城市自身传统特色，缺乏统一、有特色的城市

群景观，城市建筑规划和涉及缺乏景观理念，缺少明显的

地域特征和文化内涵。珠三角地区许多中心商业区的开

发建设模式，在空间结构、建筑高度和建筑风貌等方面忽

略了与城市历史文脉的呼应与协调。在“国际化大都

市”、“商贸中心”、“经济中心”、“信息中心”这样城市化

运动口号的号召下，存在大量的雷同建筑。

４．城市生态环境平衡不足，景观缺乏有效的管理
和保护

珠三角许多城市在城市建设和规划方面进行了大

规模的投入，但很多规划没有融入生态和环保理念，不

符合自然规律，本地的具体环境不协调；城市周边也缺

乏足够的环城生态防护林带，城市景观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差。在城市水源的保护和恢复中，形成了生态孤

岛，阻隔了水生生态系统和城市生态系统之间的信息

和能量交换。对建筑风格和风貌管理不到位，使建筑

物和构筑物群落的传统风貌失落，乡土特色退化，审美

追求和文化认同发生偏移，对城市景观的影响严重。

三、培育模式及建议

珠三角要建设更具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必须

充分积极发挥城市景观群的名片效应，形成极强的识

别力、感召力和吸引力的城市符号。为此，需要加强统

筹规划和协调，在城市规划设计中不断融入景观设计

理念，结合自身城市特点和发展定位，根据城市群三维

景观模式和特点，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价值，科学合理开

发旅游文化价值，强化生态建设及景观资源保护，打造

高质量的城市景观生活空间，不断提高城市品位和文

化内涵，形成和谐统一，错落有致的景观群落，进一步

提升珠三角都市圈的国际形象和竞争力。

（一）培育的模式

珠三角都市圈城市景观群的培育应融合现代与传

统、本土与全球的多种元素，结合城市自身定位和发展

背景，坚持整体性和特色化相结合，人文与生态相结

合，将珠三角打造成独一无二的、优质的、最具活力的

景观群，并寓意深厚的岭南文化。以城市景观为载体，

通过建筑、交通、公共空间、绿化体系和古建保护等方

式，形成体现文化、生态、文明、历史和未来为一体的城

市意向，从而进一步提高珠三角都市圈的城市魅力和

国际影响力。

１．强化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景观设计与布局，培
育现代建筑景观群

从打造世界一流都市圈的战略视野来谋划珠三角城

市景观群的建设与发展，珠三角城市景观群要成为一个

表现历史文化、精神风貌、生态文明的载体，传播到世界。

基于都市圈整体性和协调性来考虑城市景观的布局、设

计、构成形态和涵盖功能。与此同时，各城市要结合各自

的地域环境特征因势利导，在保持原有的城市机理延续

基础上，造就格局特色的现代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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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充分挖掘历史人文遗产价值，打造具有凸显岭
南文化特色的景观群落

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城市景观作为人类文化

的组成部分，对社会经济、伦理道德和文化传承都有着

重要的意义。因此，珠三角城市景观群要以城市历史

文化、风土人情为基础，打造具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景

观，尤其对历史文化遗产，要在继承中保护，在保护中

开发，做到继承与开发的有机统一，全面展现珠三角千

年来辉煌文明，展现文化的精髓，让城市景观成为体现

岭南文化特色和传统岭南文化的符号和载体。

３．加强城市生态设计理念，形成绿色生态景观
网络

良好的生态系统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

障。珠三角城市景观的培育要稳定城市结构，保持区

域生态环境平衡，适度发展和建设具有城市精神内涵

的人文资源和集成景观资源，把城市景观设计与城市

功能发挥有机结合起来，整合自然生态资源和绿色开

敞空间，优化区域生态格局，建设设城乡一体、人文要

素与自然生态要素紧密结合的绿色廊道网络体系，最

大限度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高位统筹。

（二）对策建议

１．提升城市规划和设计水平，融入城市景观设计
理念

要强化城乡规划的引领作用，推进和加强能够体

现地域特征的城市（镇）色彩规划，明确其主、辅色调体

系等，划定合理的色彩分区，确保色调和谐、特色鲜明。

科学构建系统的视廊和多层次的标志体系，进行合理

的景观视线规划、保证主要视线廊道的连续性，适当打

造有特色、高品位的标志性节点和建（构）筑物，塑造令

人难忘的城市意象，彰显魅力。打造精品建筑物和建

筑群，以点带面引导城市建筑整体艺术水平的提高，在

城市道路系统、城市公园系统、城市广场系统、城市滨

水系统、城市保留区域系统、城市标志物系统和城市环

境小品系统，确定城市景观设计的总体思路，进一步完

善城市景观建设与管理机制。

２．加强城市文脉延续和历史文化保护，提高城市
品味和文化内涵

利用相应的城市景观形式，再现、重构和标识部分

具有城市历史文化意义的典型空间与景观意象，是形

成城市文化记忆和提高城市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要打

造珠三角城市景观群必须要以城市的整体发展和历史

遗产的有机延续为根本出发点，加强对文物古迹、历史

性街区、传统风貌地区的保护，形成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的完整体系。充分挖掘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发挥历

史人文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作用，实现人文资

源开发利用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运作，促进文化遗产的

深层次开发。

３．打造高质量的城市景观空间，营造宜居氛围和
提高城市魅力

充分发挥公共空间在构筑整体城市（镇）形态、提升

城市（镇）形象中的统领作用，珠三角各市、镇应尽快制

定具有系统性、连续性的公共空间专项规划，对街道、广

场、滨水地区、公共绿地，以及因建筑后退红线形成的临

街空地、小广场、底层架空的骑楼空间，以及跨越不同用

地范围通向交通枢纽或重要公共设施节点的空中连廊、

地下通道和公共竖向交通空间等公共空间，要明确其整

体系统结构和设计指引，对其中的核心区公共空间，要开

展景观设计，建立立体化、多用途层次，具有可达性、可用

性、人性化以及体现岭南文化特色的高品质公共空间，增

添城市（镇）魅力、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４．加强生态建设及景观资源保护，促进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

在开展城市景观建设时，珠三角城市要高度重视

和充分发挥城市景观是自然与社会生活系统载体的作

用，以城市生态系统保护为核心，合理配置城市生态资

源，做好城市景观生态规划，形成创造既适合现代化功

能又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和景观风格，提高

城市环境质量，促进城市景观的持续发展。同时，注意

保护和利用好珠三角地区现有的林地、湿地、自然水系

等城市所依托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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