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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街区是一个独具江南风貌的水乡小村，街区被丰

富水网包围，居民临水而居，特色鲜明。有二十多处

明清或民国时的风貌尚好的优秀历史建筑，街巷空间

尺度宜人，水网体系迂回曲折，是居民赖以生活的源

泉并创造出丰富的景观空间。现今，李市仍保有古朴

浓郁的生活气息、文化底蕴独特，文物古迹遍布。但

随着经济发展和公路交通发展，原有水网体系对于居

民来说，渐渐失去其原有地位和作用。

    二、水网格局分析

    （一）水网格局形态分析

    古人临水而居，洁净优质的水源提供给居民生活

用水、饮用水，便于居民日常生活和生产；流动的水

源产鱼虾等水产供人们食用；居民种植植物，如有地

方特色的菱角、藕或农作物；中国木构建筑最大的隐

患是火灾，丰富的水源是解除后顾之忧的有力保障

（图3）。因此，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时代，居民临水

而居成为必然。街区内建筑几乎都与水相邻，分析街

区内现有水网与道路、建筑之间的关系，大致有以下

几种形式（表1）：

江南古村落居民生活与水体变迁的思考
——以常熟古里李市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赖凌瑶  阳建强

图1  河流和路商业分析 图2  现状影像图

    一、李市历史文化街区概况

    （一）李市历史沿革

    李市历史文化街区位于古里镇辖区东南部，古里

下辖三个一般镇，街区属白茆一般镇（图1）。街区源

自明，是以水运为依托发展起来的江南小镇，历史上

曾是繁荣一时的商业、农业中心。在这里，船坞码头

随处可见，家家户户临水而居，形成江南水乡独特的

居住文化和空间格局。

    《常昭合志》载：“李市跨东山泾（旧属双凤乡），

距城约四十里，街五、六道，居民六、七百户，有城

隍庙、石桥一、木桥六。附近小村庄曰‘山泾’（居民

数十户）”。新中国建立前李市陆地交通不便，靠船坞

进行货物流通，街道无交通需要，仅供居民步行，道

路设计狭小（近2米宽），路面用石块、石板铺设。街

上店面房屋低矮，有米行、南什货店、药店、肉店、面

店、酒店、布店、铁匠铺、茶馆等。

    （二）李市历史文化街区今朝

    现今李市历史文化街区辖属于李市中心村，位于

李市村东部，由4个村民小组组成，集镇居住面积约

14.20公顷。境内河流纵横，流经村域内主要河流有

北面的陈泾河，与李市大街平行的市河，西面的山泾

河和黄瓜浜，水域面积约占规划区面积的23.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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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水网与主要交通道路的关系

    街区内三条主要河流都与街区内三条主要道路平

行。究其原因，则是因为旧时主要依靠船运来进行货

物运输和物流转换，水陆平行，易于货物运输，码头

建设。水运货物同样需要陆地上进行流通从而集散、

交易。

    河道和主要道路两侧，是当时最繁荣地段，在李

市大街、西街、东街两侧，历代商贾云集；几条水陆

交叉地段，则为集市的高潮，这寸土寸金地段，也无

疑是商业服务最繁荣地区。茶馆、酒肆、吹拉弹唱，是

众人集会娱乐之所（图4）。

    2.水网与建筑功能布置的关系：

    调查发现，街区内民居，面向河流的大都是居民

生活附属用房，并有码头引入室内。例如厨房、厕所

等。原因有三：一是因为生活用房与河流毗邻，易于

取水使用，也易于排放污水；二是临近河流，空气流

通，油烟气体易于排除；三是水边蚊虫、毒物较多，潮

气较重，风大且寒，对居民身体不利。

    部分民居山墙与河流平行，那是由于房屋南北朝

向，风水上南向开门；或者地势平缓，易招水患所致。

此类民居一般没有直接开设码头引入室内。

    （二）水与居民生活的关系

    从时空层面来看，李市的发展源于水，水网系统

丰富，吸引居民在此地聚居，继而由于生活需要而形

成了路。道路、民居、水系形成景观空间，三者互相

映衬，相得益彰。

    1.水网与居民住房空间格局及景观空间、审美情

趣分析

    (1)、“建筑—路—河—路—建筑"模式景观形态

分析：

    此类模式建筑离河有一定距离，建筑界面较为柔

和。通常沿河都有步行道路，沿河绿柳扶烟，犹如一

幅柔美的江南画卷。空间相对静谧，潺潺河水成为流

动的主题。

    (2)、“建筑—河—建筑"模式景观形态分析：

    建筑临水而居，生活气息浓郁。几乎每一家都有

直接踏入河流中的驳岸，与水的关系最为密切。同时，

更易于街坊邻居之间交流，在日常生活洗衣做饭之中

建立深厚友谊。居民成为此类模式中景观的主宰。

    (3)、“建筑—路—河—建筑"模式景观形态分析：

    此类模式通常出现在坡地，地势高的居住建筑与

水面高差较大，因此建筑临水较近；处在地势低的民

居为避免水灾隐患，退让河道一定距离。河流两岸，低

地势一边质地柔软开阔，高地势一边生活气息浓郁，

富有主题。

    2.水网给居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水网曾经是物流交换的流通载体，船只运输物

品，商业繁荣，集镇才得以兴起；同时，水网盛产鱼

表1  水、建筑、道路格局分析

图3 水系环境分析图

图4  河流、路、商业形成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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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河蟹、菱角、鲜藕，供人们食用；丰富的水网也

浇灌了一方沃土，农作物盛产，引领此地繁荣。

    三、水网体系衰退与居民生活变迁

    （一）水网体系衰退原因

    1.公路兴起与水运衰退

    随着时代发展，原始的船只运输已经不能满足现

代生活物流和人们生活需要。随着204国道和李白路

（李市—白茆）的修建，公路交通迅速取代了历年来河

道的作用。水运由此衰退，随之而来的便是荒弃。居

民不再定时清理、疏浚河道，于是，淤泥封堵加之藻

类疯长，河道迅速破败。

    根据现场调查，街区内船只大多为水泥船，早已

经取代木质乌篷船，水泥船是50年代后的产物。换句

话说，在50-80年代，船运仍起着很大作用。如今，

成批大体量的水泥船废弃于河道内，船只已破损，无

人修理亦无人看管。船体比较庞大，吃水深度较深，因

此，废弃的船只亦为堵塞水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居民

甚至用船横梗在河流中，成为临时的桥，有的则作为

水上仓库，也有的作为拦截水的屏障，便于饲养鸭子。

废弃的船只不仅更进一步导致水体环境恶化，同时严

重影响街区景观风貌（图5）。

    2.工业兴起与农业生产衰退

    (1)、水体污染严重

    兴修公路，无疑带来交通区位优势，工业在204

国道周边悄然兴起。据调查，街区周围有波司登集团、

医疗器械厂以及一些小型印染厂，服装加工厂，该地

段成为整个常熟市地域范围内第二产业密集区。工业

在此地正繁荣昌盛，同时也成为街区青壮年劳动力主

要就业方向。产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第一害处便是

水体污染，河流不再清澈，颜色发暗，这无疑归咎于

工业。

    (2)、水体作为排水沟

    污染的水源也不再用于生产和生活，水体在人们

生活中重要度降低。经济发展也使得居民有条件改善

生活现状，各家各户使用自来水。河体现今主要功能

则是居民生活用水的排水沟，漂洗、饲养、扔垃圾的

天然场所，加上河道堵塞不流通，更加速了河体衰竭。

这些都是自身意识不强及管理不善所引发的严重后果。

    （二）水网体系与居民生活变迁

    1.居民住房空间格局变迁

    水网格局破坏，街区历史风貌特色消逝。公路兴

起水运衰退，李市大街周围已不再是吸引人流、物流

的黄金地段。建筑年代久远，也不适应当地居民需要，

于是，村庄向外扩张，原有公共服务设施沿公路发展，

商业中心转移；居民也向村域外围迁移。村庄现今呈

中心衰退，周边兴盛的状况（图6）。

    2.水网使用与居民生活形态变迁

    水污染直接带来物质空间环境恶化，水体作为居

民生活的源泉降至为单一饲养家禽和排放污水之地。

居民不珍爱水资源，水体持续污染。在调查街区过程

中，居民一致反映水体污染现象严重，无法饮用。保

护意识薄弱，加上持续性污染和堵塞，水体情况令人

甚忧，居民不再依赖水体生活，甚至远离河流居住。

    3.水网驳岸使用功能变迁

    船运停滞所带来的就是驳岸使用功能退化。街区

内驳岸分为自然驳岸、人工驳岸和道路驳岸（图7）。

    但驳岸在如今还呈现多样化用途。其一：传统驳

岸码头石砌而成，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景观元素，生

图5  废弃船只被利用成为桥

图6  李市村域变迁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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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驳岸周围的绿草和青苔，酝酿着浓浓的历史气

息；其二：民居直接与驳岸连通，因此，居民多用来

圈养鸭子、养鱼，也有居民在驳岸上，种植盆栽，变

成富有情趣错落有致的水上花园，这些都富有浓郁古

朴的生活气息；其三：驳岸作为停泊的码头，与废弃

的船只相连，作为居民水上储藏室，堆放杂物（图8）。

    四、历史文化街区水环境治理研究

    （一）疏浚河道，整治水体

    丰富的水网体系是构成江南独特韵味的重要元

素，在进行街区保护整治规划时，首要进行的就是水

体的保护。规划将街区内部几条河流全部疏浚呈环形

水系，并与街区外围陈泾河相连通。清除淤积污泥和

废弃物。清除四处废弃以及有碍观瞻的水泥船。为满

足部分居民生活及捕鱼需要，建议使用具有地方特色

的乌篷船，使之与街区整体风貌相协调。

    （二）设计重点地段水系景观

    1.遵照原始风貌，沿河步行街道配合街区内河流

设计，相映成趣。

    2.营造亲切宜人的滨河景观氛围。在黄瓜浜附近

设计滨河景观区开放空间，整治水环境质量、风貌，创

造有特色的江南水景空间系统，改善居民生活品质。

图8  驳岸使用功能变迁分析

图7  河道驳岸分析图

图9  黄瓜浜滨河景区设计图

    黄瓜浜滨河景区：黄瓜浜局部淤塞，但周边环境

较好，整治恢复原有水系格局。修缮河道驳岸，两侧

整治绿化，以垂柳和小乔木为主。河道两侧紧邻景区

处除规划要求外，禁止新建建筑。通过此景观区内草

木花卉及雕塑小品群的设置来反映李市历史文化街区

深厚的文化底蕴（图9）。

    滨河文化景观区：即现状为与街区南面废弃鱼塘

处，与黄瓜浜相连接。现状周围建筑基本是50—80

年代新建民居，民居体量和风格与村落整体风格协

调。规划修缮周边驳岸，整治周边绿化，以垂柳和当

地树种为主。水塘周边空地设置休息座椅和小品，采

用当地特色的砖铺地和碎石铺地。南面规划文化娱乐

广场。周边设置服务建筑和公共码头等设施（图10）。

    市河古桥景观区：规划恢复街区古桥风貌及 “小

桥流水人家”的景观特色。

    （三）市政设施规划

    给水设施：以区域净水厂为给水水源，满足李市

居民生活和旅游对水量、水质、水压的要求，保证供

水的安全可靠性。结合现有给水干管，在历史文化风

貌区内形成完善的给水管网系统。各供水管线兼作消

防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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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规划总平面图

图10  滨河文化景区设计图

    排水设施：进行街区风貌保护同时，通过改造房

屋内部结构，使用现代卫生设备实现居民生活污水全

部通过排水沟渠、管道排放。主要街道雨水排放采用

暗渠，在狭窄的巷道内采用明沟雨水排放。近期对内

部排水管道进行改造整治，结合李市的改造，增大排

水沟渠截面，提高区域的雨、污水排放能力。远期规

划区域内部的雨、污分流，集中到李市南大桥方向的

区域污水干管，然后通过泵站提升的方式输送到区域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以杜绝大量生活污水对周边水

质的污染。

    （四）水体保护与无形文化遗产传承

    李市历史文化街区有许多颇具地方特色的无形文

化传统，其中很多与河、水相结合（表2）。

    由表2可以看出，民间文艺大多与水密不可分。因

此，保护好水资源，水网格局，街区内无形文化遗产

才得以发扬光大，世代传承。

    （五）水体保护与居民生活形态延续

    通过治理水体，除保护环境外，还可提升街区品

质，提升其历史文化风貌。改善街区生活条件，吸引

居民长居此地，延续其生活形态。同时，完善公共服

务配套设施，对街区进行重新定位，利用其与沙家浜

影视基地相毗邻的优势，适当引入旅游业，将来适时

可开发成为民俗村或影视基地，将会给古老的历史文

化街区带来新的活力（图11）。

    五、结语

    江南水网体系是我国江南水乡独具魅力的一个亮

点，然而居民临水而居，伴水为邻的风貌古韵在今天

却显得苍白无力。

    水并不是经济快速发展的绊脚石，更不是工业时

代的牺牲品，保护水资源，恢复古镇水系风貌特色，解

决现代机动车交通与步行交通的矛盾，提高居民保护

意识，保护自身优越的自然环境，是进行江南古村落

保护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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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李市历史文化街区无形文化规划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