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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南古镇是在相同的自然环境条件和同一的文化背

景下,通过密切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一种介于乡村

和城市之间的人类聚居地和经济网络空间。周庄、同里、 直

发展成具有经济、居住和生产等多种功能的镇是在江南地区

经济和文化的鼎盛时期(公元13~ 16 世纪) ,由于其独特的 小

桥流水人家 的规划格局、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完好的水乡风貌

而成为江南水乡众多城镇的典范和代表。

周庄、同里、 直于 1995 年被公布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

镇,旅游便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自与浙江省南浔、西塘、乌镇

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于 2001 年被正式列入预备清单以

来,更是成为了旅游热点。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古镇的保护和

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因而如何正确处理旅游

开发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促进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

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此以周庄、同里、 直为例,探讨古镇保

护与旅游开发的相互关系问题。

1 古镇概况

1. 1 周庄

周庄位于江苏省苏州昆山市, 古镇区面积为 24hm2,总人

口约 2 2万居民。古镇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已有 900多年的历

史,占地约4hm2,有大约 4000 居民。古镇内保留有 46%的公

元 15~ 20世纪初的传统建筑,现有2 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

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 20 个市级文物控制单位。

1. 2 同里

同里位于江苏省苏州吴江市, 古镇区面积为 33hm2,总人

口约3 2万居民。历史文化保护区约 1hm2,被由49 座桥连接

的15 条小河划分为七片,有2000居民。古镇内的建筑物大约

有 38%都是建于明清时朝,现有 5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 个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 26个市级文物控制单位,其中的退思园

已经作为苏州园林的一部分而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

名录。

1. 3 直

直位于江苏省苏州昆山市,古镇的总人口有 4万人,其

中大约有6800人居住在历史文化保护区中。 直古镇面积

3 76km2,保护区约1km2。 直已有 2500年的历史, 是古代吴

国宫殿的遗址。古镇有始于明清时期和共和国时代的建筑物

8万m2,有1 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 6个市级文保单位。

直的 41座桥都被列为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些桥体现了宋、

元、明、清等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和建设技术。古镇内保圣寺

建于梁天监二年(公元503年) ,距今近 1500 年, 1961 年被公布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古镇旅游现状

2. 1 周庄

江南水乡城镇的建筑布局和风格是中国传统的 天人合

一 思想和经济作用的完美结合,古镇良好的文化氛围、富裕

安定的生活环境、旖旎的水乡风光,历来就吸引了文人雅士的

寓居、游访。自被公布为历史文化名镇以来,更是促进了现代

江南水乡城镇旅游业的迅猛发展。

周庄是江南水乡古镇中旅游发展最早也是发展最快的古

镇。自 1996年以来,古镇的旅游业就呈迅猛发展的态势。从

调查的数据分析可以得知,到目前为止,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平

均每天接待游客3000~ 4000人,周末平均每天7000~ 8000人。

现在每年的观光游客数已经超过了 1996 年的 3 倍。2000 年

的游客总数约为150万,其中外国游客就有 22 5 万。在国庆

节期间,每天的游客量达到了 3 万人次,旅游业的年收入 约

有 4 2亿元。

2. 2 同里

同里古镇在 保护古镇、开发旅游、发展经济 总体思

路指导下, 制定了 旅游兴镇 的城镇发展战略, 自 1986 年

开发旅游事业以来, 先后修复开放了退思园、崇本堂、嘉

萌堂、世德堂、历史文物陈列馆、三桥、明清商业街、罗星洲

等历史景观。2000 年, 同里每天接待游客约 2250 人,周末

平均每天3200~ 3300 人,全年的游客总数约为 87 万(约为

周庄的 1/ 2) , 其中外国游客占 8 万人左右。在 五一 和

十一 这两个旅游黄金周期间, 分别有 14 万和 13 万人来

古镇游览。古镇的旅游发展的远景目标是每天至多 1 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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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古镇 2000年五一、周末、平时游客人数比较

图 2 古镇 2000年每月游客人数统计分析

图 1 周庄、同里、 直近年年度游客总量对比分析

2. 3 直

直在这三个水乡古镇中旅游业起步最晚,但是它的

旅游业发展的步伐很快, 尤其是进入 2001 年以来, 正以每

年 30%的速度增长。2000 年, 直平均每天接待游客 600

~ 700人次, 周末平均每天 800~ 900 人,全年的游客总量

约为 26 万, 旅游业的年收入约为 2000 万元。在 五一 期

间, 最多的一天游人达到了 4000 人次。 直的政府部门

现在还没有任何对游客数量增长的控制措施, 因为与周庄

和同里相比较, 直的游客量还很少, 因此现在他们还是

把发展旅游业放在首位。

通过对周庄、同里、 直三古镇近几年的年度游客总量的

对比分析(见图 1)可知, 周庄和同里的游客总量明显多于

直,周庄经过持续几年的 30%年增长率的高速发展,游客总量

基本保持为同里的2倍,但进入2000年,周庄已逐步放慢了脚

步;目前同里也开始了它快速发展的阶段,年增长率已超过了

30%,而 直还只处于起步阶段。

而从图 2可知,三古镇的年客流量分布趋势大致相同,都

是从1~ 5月呈递增趋势,到 5月份达到第一个高潮, 6~ 9 月

客流回落后基本持平,再到 10月掀起高潮,然后到 12月再呈

递减趋势,全年中处于为旅游旺季的总是 4、5 和 10、11 月,其

中尤以 5月和10月的游客量为最多。 五一 、十一 是旅游

的黄金周,现就以五一、周末和平时 为考察时间段,对三古镇

的游客量进行比较分析。

从图3 可以看出,三古镇平日游客相对较少,周末游客量

居中,而在 五一 黄金周期间的游客量比平日有大幅度的增

加,周庄、同里 五一 的游客量是平日的 2~ 4 倍, 直约为

4~ 7倍。

3 旅游开发的问题与对策

目前,江南古镇的旅游业正日益快速地发展着,但在这良

好发展态势的背后,古镇面临的旅游压力亦逐渐显露出来,旅

游开发为古镇保护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3. 1 旅游容量过饱和

旅游容量,是指一定时期内不会对旅游目的地的环境、社

会、文化、经济以及旅游者旅游感受质量等方面带来无法接受

的不利影响的旅游业规模最高限度, 一般量化为旅游地接待

的旅游人数最大值。显然,在这个最高限度的 临界点 以下,

增加额外的消费人数不会引发问题产生;当超过 临界点 之

后,由于存在着负的外溢效应,即外部负效益, 增加更多的消

费者将减少全体消费者的效用。因而当旅游地的游客量超过

旅游容量时,就会出现消费过度集中,造成旅游地的交通拥

挤、住宿紧张、吃饭困难、景点爆满、价格上涨、服务质量下降

乃至客人投诉增加等负面效应,这样其实是对文化遗产和环

境的最大破坏,同时也降低了旅游质量。

古镇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压力便是游客流量增加迅速,超

过了目前古镇旅游容量允许的限度。尤其在旅游旺季,古镇

内经常处于拥挤混乱的场面:幽静的水乡环境氛围被破坏,不

仅无法正常游览,甚至对古迹、建筑等造成了破坏,即所谓 旅

游公害问题 。

对此宏观上可以通过江南古镇整体规划和协调组织,来

实现地区旅游的区域平衡;古镇内应提供更多的开放空间进

行传统节目的演出和无形的遗产的展示,使保护区内有 更多

的容量 。微观上则可以采取组织好旅游线路; 分散游客服务

设施; 提高门票价格、限定游船

数量或限时段开放等措施。

3.2 过度商业化倾向

随着双休日和 黄金周 带

来的旅游热,不少地方把开发旅

游资源作为经济的增长点, 遗产

旅游更成为热中之热。遗产地

在今天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下,

自然需要一些适于其环境和文

化要求的社会、经济活动, 无疑

旅游和商业在其中占有重要地

位。但是如果一味地以经济效

益第一, 把遗产地视为 摇钱

树 ,那么本来有益于遗产保护

和发展的旅游和商业等活动就

会变利为弊。主要表现在旅游

业的发展直接造成了商业网点

的大幅增加,特别是在主要游线

上各类商店的开设及现代装修

材料的采用,导致了建筑用途的

改变和传统风貌的消退。同时,

近年来不断膨胀的旅游业正在

排挤着大量的有地方特色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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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生意,致使受保护街区的风貌日趋千篇一律,旅游设施的充

斥、无特色旅游商品的泛滥以及 人人皆商 的浓重的商业气

息都在不知不觉中侵蚀着古镇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氛围。

因此,古镇应禁止在保护区内开设新的商店、逐步地把那

些向游客出售小装饰品的商店迁移到保护区的外面;通过发

展观光旅游,恢复传统 老字号 , 演示传统手工艺;还应重新

挖掘构成水乡古镇整体空间环境的建筑群及人文环境的项

目,开发民间游乐项目,展示古镇深厚的文化底蕴。

3. 3 旅游开发与居民生活

旅游业为古镇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原先在经济利

益的驱动下,把发展旅游当作古镇保护的主要目的和动力,对

于居民的生活质量却没有积极改善,因而现存的建筑老化,基

础设施不全,具有水灾隐患, 已不符合现代人的居住要求,许

多年轻人也因此不愿住在老镇区而纷纷迁往新区或大中城

市。同时,居民自发的建筑整修开始使用新的建筑材料与工

艺,影响了原来传统风貌的延续。

鉴于此, 2000 年, 周庄镇投资 3600 万元进行了污水处理

和河水净化工程,建立了完善的古镇消防体系,消除水灾隐

患,完善市政配套设施,并且将架空线路地埋,使居民的生活

条件真正得到改善, 同时也保证了历史环境的协调。同里和

直也正在着手此事。而对于居民建筑的整修,建议成立专

门的修缮队,采用原结构、原材料和原工艺,以保证恢复其原

有风貌。

3. 4 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

旅游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活动, 遗产地则是历史文化的

遗存,旅游和遗产地这种文化上的天然联系,决定了两者必须

有效地结合。发展旅游是弘扬遗产地价值并为保护遗产地提

供经济支撑的重要途径,而利用遗产地则是发展旅游的一个

重要资源渠道,两者不应该对立,而应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对于江南古镇,可以成立古镇旅游区联盟,对几个古镇的旅游

线路、交通和旅游产品进行统一规划和协调,方便游客在古镇

之间的选择游览和游线组织, 避免游客在某一古镇的过度聚

集。

遗产地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如果只追求效益而

将保护置之不理,一旦遗产地旅游资源遭到破坏,就会直接威

胁到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只有从长远利益出发,把对遗产地

的有效保护放在第一位,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 旅游业才有可

能持续发展。同时,对遗产地的旅游资源进行评估,确定合理

的旅游容量,寻找历史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平衡,仍是现今

的当务之急。

(本论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资助课题 江南古镇

旅游与房地产开发研究 , 课题主要参加人员为:周俭、张松、

陈婷、熊侠仙、朱彦旎等。另周庄、同里、 直三镇镇领导和有

关部门对本次调研给予了大力支持,谨致谢意! )

2002- 08

注 释

旅游业的总收入包括门票收入、导游费和第三产业的收入。

五一 为 2000年 5月1日~ 7日,周末选取 11月 4日~ 25日间的 7

个休息日,平时选取 11月 6日~ 14日间的 7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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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汇刊 名列建筑类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影响因子分析排序第 7位

本刊讯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ISTIC)受国家

科技部的委托,对 2000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进行了分析统计,并公布了各类学科论文分析统计的

基础数据和科技成果评估结论。

列入 引证报告 建筑类(土木建筑类)影响因子

排序的期刊计有 43份,其中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学类

共 5份,其排序是: 城市规划 列第 3位, 城市规划

汇刊 列第 7位, 建筑学报 列第 10位, 时代建筑

列第 15位, 新建筑 列第 35位。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对各科技论文统计源

期刊提供评价依据,也使各科技期刊和科研人员(作

者)能客观地了解自身的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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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theWen Tai area.

Urban and Rural Coordinate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

Hebei Province Surrounding Beijing & Tianjin (By GAO

Wenjie)

The north Hebei Province is the urban fringe region of Beijing

& Tianjin, which accept the diffusion and provide the service,

and also provide the development space for the large scale ur

ban infrastructure of the two cities directly. This paper dis

cusses the rol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is region in the develop

ment process of Beijing, from the aspect of urban system lay

ou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mand, urban spatial spread,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t points out that this region is

the direct periphery of the two cities and can not be separated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Keywords: north Hebei Province, Beijing & Tianji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ystem Innovation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ongjiang New Town in Shanghai ( By WANG Zhenliang)

From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ngjiang new tow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ssues of urban management and the idea of tri

lateral gains, introduces the system innovation in the condition

of without any financial support, and summarizes two points of

how to effectively establish the authority of urban planning.

Keywords: Songjiang new town, urban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on, authority of urban planning

Cultural Species Diversity in Historic City ( By LIU Min,

LI Xiankui)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historic city

from the ecological point of view,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s of

cultural gene, cultural species, and cultural ecology, confirming

the valuable cultural species which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especially the rareness and the declining species. It points

out maintaining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species contributes to

realize the balance and boom of urban cultural ecological sys

tem.

Keywords: cultural gene, cultural species, cultural ecology,

rareness species, diversity

Typology Method in Historic Block Protection ( By ZHU

Ying)

In the protection planning of Dajing Lane in Hangzhou, the au

thors applied the method of typology into protection practice,

and make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process and method of his

toric block protection planning in this paper.

Keywords: protection of historic block,urban design,Typology

The Problem and Strategies of the Canal Towns Tourism

in Jiangnan: The research of the tourism in Zhouzhuang,

Tongli, Luzhi (By XIONG Xianxia, ZHANG Song, ZHOU

Jian)

There is a closel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ritage and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survey and research of

Zhouzhuang, Tongli , Luzhi, three traditional towns and their

tourism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de

velops strategies of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heritage preservation.

Keywords: Jiangnan canal towns, tourism development, her

itage preservation, tourism capacity

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 and the Juristic Value of Urban

Planning Law: Thinking on the Methodology (By ZHANG

Ping)

The juristic value is the basic problem for urban planning regu

l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in which way and method to

study the juristic value base of Urban Planning Law, and in

troduces the theory of 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 to broaden

the research field, which the author considered a bridge link

the ideal value and the regulation practice.

Keywords: methodology, Urban Planning Law, juristic value,

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

Residential Planning or Community Planning ( By ZHAO

Wei, ZHAO Mi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s of residential areas and com

munities, and introduces the origin and content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community planning. Then focused on the is

sues of urban community planning in relation with urban plan

ning.

Keywords: residential plann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planning

New Method of Town Mergence and Administrative Divi

sion Adjusting ( By WANG De, GUO Jie)

With regard to various issues of town mergence in many parts

of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paper argues the urgency of re

search for new methodology in town mergence and administra

tive division adjusting. With the help of computer assisted hin

terland analysis package HAP, the authors take Pingyu County

as case study to implement two methods, up down regulation

and down elimination. Finally,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means is made to identify the applicability of each.

Keywords: town mergenc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ing,

hinterland, Pingyu County,HAP

Section Land Occupancy: A problem to current urban re

newal and reservation (By FAN Wei)

Section land occupancy has been a problem to current urban

renewal and reserv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

tics, harms and causation of this problem and proposes some

reform policies.

Keywords: section, land, occupanc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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