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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风景名胜区中新农村建设思路初探 

以苏州石湖风景区新南和新北村为例 

徐 胜 ，姜卫兵。，周建涛 ，何加骏 

(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科技服务处，南京 210014； 南京农业大学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研究所，南京 210095) 

摘 要：风景名胜区中新农村建设关系到风景区的整体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涉及到空间规划、土地利用、 

环境整治和产业开发等诸多方面。调研分析了苏州石湖风景名胜区中新南和新北两村的现状，指出了 

存在景观风貌差、建设定位不清等问题，提出了两村应在进行合理功能分区的基础上，可通过风貌改造、 

特色营造、产业调整等措施进行建设和改善，以期符合风景区的总体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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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in Famous Scenic 

Area at the Southern Areas ofYangtze River 

— — _In the Case of X．m Nan  an d Xin Bei Villages in Stone Lake Scenic Area．Su Zhou 

Xu Sheng ，Jiang Weibing2，Zhou Jiantao ，He Jiajun 

( Sci-technology Service Department,Jiangsu Academy ofAgricultural Sciences，N蚰jing 210014；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Landscape Architecture, ng Agriculture Univemity，Nanjing 2 10095) 

Abstract：In the scenic areas，the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relates to the whole construc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cenic spot and involves to the spatial plan，the land utilization，the 

environment improvement，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SO many aspects．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wo villages in Stone Lake scenic area，Su Zhou，points out some problems 

such as landscape style and scenic area uncoordinated，functions localization unclear，proposed function 

district planning and some construction measures such as style transforming，characteristic building，industry 

adjusting and SO on in order to the scenic area’s overal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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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风景名胜区是具有游览、科学与历史文化价值的 

风景资源所构成的自然空间，包括自然风景资源和人 

文风景资源 。中国的风景名胜区事业经过2O多年的 

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已经建立了677个风 

景名胜区，占国土总面积的l％以上。有些风景名胜区 

空间上位于城市的近郊，受城市生活、城市扩展的直接 

影响，功能上不仅承担了城市公园和城市绿地的职能， 

而且与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存在互补性，即所谓的近 

郊型风景名胜区【2】。农业、农村和农民(即“三农”)的 

存在是近郊型风景名胜区中的普遍现象，因此风景区 

在规划、建设中必然会面临“三农”和景区整体如何协 

调发展的问题，即风景区中“三农”发展既要符合新农 

村建设的要求，又要服从风景区保护、利用和旅游经营 

的需要，因此必须通过村庄整治，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发展农业观光和乡村旅游，以农促旅，以旅带农，相互 

促进，共同发展。乡村旅游的发展延长了农村经济产 

业的链条，有利于农村居民就业、增收，从而成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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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也为整个风景区的景观风貌增 

添亮丽的一笔。 

1风景区中“三农”问题的发展思路 

随着党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 

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方针，这 

既是中国新农村建设长期奋斗的目标，也包含着新农 

村建设的深刻内涵，同时又是新农村建设的途径，为农 

村发展带来新的契机t 。当前以“新房舍、新设施、新 

环境、新农民、新风尚”为特征的新农村发展正在迅速 

推进，也同时为风景区中的农村发展带来更好的机遇 

和更强的动力 。风景区中的农村建设应紧跟时代步 

伐发展乡村旅游，不仅符合风景区自身的发展方向和 

内在要求，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模式。新农村建设 

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注入了新的 

活力 】。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 

与地球理事会联合颁布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 

程》，明确提出将居民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关怀对象之 
一

，并把居民参与当作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 。坚持农村发展与风景名胜区旅游发展的协调 

性，是优化旅游经济、社会效益，促进景区农村持续发 

展的必要途径 。统筹城乡发展是风景区中新农村建 

设的根本之道，只有保持农村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相互 

支持和相互促进，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 。 

对风景区中农村进行旅游深度开发，能有效改善 

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旅 

游致富是建设新农村的现实意义所在，这不仅是景区 

经营的重要任务，也是景区经营 目的与成果的主要体 

现。农村社区主动参与风景名胜区旅游开发，更能在 

保护景区资源环境、开发人文产品、完善景区管理和促 

进景区发展等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p 。 

笔者因研究工作需要，对苏州石湖风景区中的新 

南和新北两村进行了实地考察调研，并以此为案例对 

风景名胜区中新农村的建设发展进行了探讨。 

2石湖风景区新南和新北村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2．1现状概况 

苏州市石湖风景名胜区位于苏州市南郊太湖之 

滨。区内山清水秀，田园风光如画。地理位置优越，是 

中国江南地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自然山水风 

景名胜地。属于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太湖风景 

名胜区十三个景区之一。目前，苏州城市建成区已接 

近湖滨石湖地区，成为联系苏州历史文化名城和太湖 

自然风景区的一条山水风景纽带。 

根据2002年石湖风景区总体规划，石湖景区分为上 

方山景群、石湖景群、吴山景群、滨湖景群、七子山景群、 

上金湾景群、钱家坞景群等7个景群。其中滨湖景群位 

于石湖东岸，是观赏石湖、上方山风景的最佳地带。 

新南和新北村地处苏州城区西南角，位于苏州石 

湖风景区东部的滨湖景区内，是东石湖和南石湖的分 

界点，也是石堤和越堤的交点(图1)。多年来，由于外 

来人口增加、住宅密集等原因，这两个村严重影响了东 

石湖的景观，逐渐成为石湖风景区滨湖景区核心位置 

的补丁。而新南、新北村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紧邻城市 

快速干道——友新高架和越湖路，处于风景区和城市 

的接壤地带，是山水关系最佳的地带，也是市民最易到 

达、最易使用的地带。 

图1石湖风景区新南和新北村区位图 

历史上新南和新北村曾名为夏村，到了明、清时期 

改名为红蓼渚。据说当年乾隆下江南时曾泛舟石湖， 

湖边长满蓼草，远远望去一片绯红，故名为红蓼渚。村 

庄紧邻石湖三面环水，水利资源非常丰富，在这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下，常年以打鱼、跑船为生的村民们，铸 

成了掌舵使橹的好手。在每年的中秋佳节，渔民们都 

要在石湖上表演“飞钢叉”、“船头拳”的绝技。 

从2001年起，由于石湖风景区的建立，两村土地 
一 直不能开发建设，错过了一次次地发展机遇，给村集 

体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工、农产业均不发达，集 

体经济主要依靠土地出租和厂房出租。历史上本地居 

民主要以农业渔业为生，后来发展浮船制造和跑船运 

输业。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石湖风景区的建立，原来的 

经济产业已经消失，目前当地经济产业主要靠房屋出 

租为主。新南、新北村地处苏州市区的边缘地带，交通 

方便、信息灵通。村内的廉租屋价格便宜，数量多，对 

外来人口来说是较易进入、较为理想而又实惠的落脚 

点。外来人口既可以在落脚点当地活动，也可以以此 

为据点向城市扩展，进退 自如。造成外来租住人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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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涌入，数 目远远多于本地人 口。由于外来务工人员 

多为体力劳动者，且流动性较大，素质普遍不高，给当 

地治安带来巨大挑战。 

现有村庄房屋密集，多为两层住宅楼，违章搭建严 

重，且严重影响了村内交通，造成道路拥挤不堪，甚至 

主干村道上机动车都无法行使。公共设施严重缺乏， 

乱丢乱扔现象普遍。村内田圃相属，水港纷错，其岸线 

曲折柔和，湖边有荡、口、塘、泾、港、岛、湾、渚、池等，组 

成了较为完整的江南水乡的水系。但除了水系和沼泽 

地等绿地空间外，村里没有其他绿化，几乎都为硬质地 

面铺装。 

2．2存在问题 

2．2．1与所在风景区的景观风貌不协调 长期以来，由 

于主客观的原因，该地区农村发展缺乏统一的规划和 

管理，村庄建设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因而生活 

环境差，安全隐患多，也严重影响了市政设施的配套建 

设，乃至城市整体规划的实施0o]。新南、新北村位于苏 

州主城区边缘、城市副中心的交接地带，已经纳入了市 

域地带。村内脏、乱、差的现象与周边的吴中新城和沧 

浪新城等新兴的城市面貌形成鲜明对照，严重影响城 

市形象。 

规划中的石湖风景区是以吴越遗迹和江南田园风 

光为特色，具有生态、游览、科普、休闲等功能的国家级 

太湖风景名胜区的重要景区之一，是苏州市重要的城 

郊绿地。新南、新北村作为石湖风景区的东大门却无 

貌可赏、无景可观，并且村中杂乱的局面不仅使自己的 

景源评价指标降低，也严重制约了石湖景区的旅游发 

展。为了消除旅游障碍，必须对位于滨湖景区的新南、 

新北村进行合理改造，使其符合风景区的景观资源要 

求，利于景区旅游的开发。 

2．2．2自身的功能定位不清 中国当前的农村建设不是 

将农村城市化，而是要实现农村园林化和农村生活现 

代化 。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包括美好的居住环境， 

还包括持久延续的生产发展和健康民主的社会生活， 

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的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现状的新南、新北村还远远达不 

到新农村所勾画的和谐的生活环境，杂乱的住宅空间、 

拥挤的街道、破旧的公共设施等都是要改造对象。然 

而居住环境只是新南、新北村表面暴露的问题，只有更 

深入地对其产业、经济等问题的改造才能真正达到新 

农村建设的目的。 

3新南和新北村建设发展对策 

3．1进行合理的空间分区 

不同的景区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像石湖风景名 

胜区这样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和谐相融，并有大量农 

村居民居住的景区不适合采取全部“外迁”的措施。而 

且，景区文化是景区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 

社会，并由人(特别是原居民)来继承和传袭的，因此保 

护和利用传统文化，必须充分尊重农村居民的发展要 

求，尊重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 

因此基于因地制宜与有限干预的原则，将两村区域规 

划为旅游区、生活区和新建区等三个功能区(图2)。 

图2新南和新北村功能分区图 

旅游区位于新南和新北村西部沿石湖一带，该处 

风景资源较好，且房屋密度较低，能够进行整体拆迁的 

风貌改造。生活区位于村中部，是房屋最密集的区域， 

该区域拆迁量较大，应该完善基础设施，进行规划引导 

下的风貌改造。新建区位于村东部，建筑密度较低，将 

新建集体宿舍楼和标准厂房。 

规划在景观分区上将项 目区分为石湖渔村区、红 

蓼古港区、世遗中心区、生活社区、新建区以及乡村养 

老区(图3)。整个布局以生活村区为中心形成环状即 

所谓的“核”和“皮”，利用外“皮”较好的水村景观将 

“核”密集的居民住宅遮盖起来，既能适应石湖风景区 

建设的需要，又能节约建设成本实现农村改造出新。 

新建入口景观即红蓼古港，将游览道路与村民生活道 

路分离，引导游客到旅游区游览消费。开挖少量水体， 

将原有水系贯通，新建码头，形成水上环路游览路线。 

3．2制订科学的建设措施 

根据风景名胜区的建设发展并结合当前新农村的 

建设需求，新南和新北村的建设发展措施可以从空间 

调整、风貌改造、特色营造和产业调整等几个方面着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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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新南和新北村景观分区图 

3．2．1空间调整 土地置换一直是农村改造中的核心问 

题，由于农村传统的住宅方式是房屋院落式，大量占用 

土地资源。而新南、新北村由于外来人口增加，当地村 

民把院落改建成附房出租给外来户，大量增加建筑密 

度，造成房屋密闭、拥挤不堪的现象。规划将违章搭建 

的附房拆除，把外来租住人员统一集中在公寓式宿舍 

楼居住，誊出的土地空间进行道路拓宽、环境绿化以及 

公共设施的完善。就是以多层公寓楼的“空间”来换取 

村内被违章搭建的“土地”。这样既疏散了人口，又达 

到土地集约、美化环境要求。 

由于过度的违章搭建，逐渐吞噬了村中道路和原 

有水系，村中房屋基本连成整块，成片的硬质空间覆盖 

了软质空间。规划中将原有水系梳理贯通形成水网和 

道路的串联，将原本两个大块的村落分割为若干组团， 

根据空间位置的不同，各个组团的功能定位也不一样， 

形成一种多元化、各类型的发展模式。 

3．2．2风貌改造 新南、新北村现有村民住宅楼多为两 

至三层，建筑风格较为单一，而且显得过于拥挤。规划 

中利用现有建筑物，通过整治梳理和立面包装，将沿水 

系一带打造成江南水村的田园风光，即所谓的“剥皮”， 

充分发挥石湖风景区的旅游资源。而在村落内部，则 

通过整治改造拆除违章搭建，彻底摆脱 目前脏、乱、差 

的局面，即所谓的“掏心”，造福当地村民，展现新农村 

建设的伟大成就。 

3．2-3特色营造 村落水系发达的特点是一个很好的旅 

游资源。将水系贯通，做足“水文化”，打出“水村”特色 

品牌，展现苏南独特的“水村”景象。用船行代替车行， 

形成特色“水村”旅游风格，与石湖风景区水上游乐形 

成互补。在长满绿草的驳岸和爬满青苔的码头上，婀 

娜多姿的船妹子一叶扁舟，体味一种独特的水村风情 

画卷。 

3．2．4产业调整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产业发展，体现 

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优化调整农业结构，发展高值农 

产品，推行精致生产和商品化处理和品牌化经营，增加 

附加值；二是大力培育扶持有能人带头的农业龙头企 

业，组织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鼓励工商企业从事农业产业 

化领域的开发；三是大力发展观光农业，构建特色农业产 

业带和服务于周边大中城市的观光农业服务带㈦。基 

于新南、新北村特殊的空间位置，发展观光农业和乡村 

旅游是首选之路。 

新南和新北村位于苏州主城区附近，地理位置较 

好且地价较低，村内产业主要靠厂房租赁。而这些厂 

区没有经过合理的规划，布局混乱，大部分散置于友新 

高架沿线。经过用地补偿测算和统筹安排，关闭污染 

企业，其余企业转入标准厂房集中区。规划后的两村 

经济将不再以厂房租赁为主，而是引入和旅游相关的 

经济产业，如餐饮、度假、观光、休闲等，形成旅游经济 

产业链，成为村内新的支柱产业。同时村内居民经过 

培训，从事和旅游相关的工作，以旅游产业带动全村发 

展。 

4结语 

风景名胜区类型丰富多样，不同的风景名胜区中 

“三农”的基础条件也各不相同，但都是风景区良性建 

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对于类似苏州石湖风景 

名胜区这样村落集中、人口多、居民社会问题复杂的近 

郊风景名胜区，只有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以风景资源 

保护为前提条件，科学地进行产业发展调整，合理进行 

社区建设，才能实现农村与风景名胜区的协调发展，开 

创风景资源保护与农村社区发展双赢的良好局面。 

就此研究案例而言，新南、新北村经过规划建设， 

充分恢复生态、改造房屋、整治环境和产业调整，将成 

为一个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符合石湖风景名胜区性质 

和规模要求、有着鲜明特点的江南滨水村庄和乡村旅 

游景点，同时集体经济也会因此做大做强，走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居民也可以在旅游这个崭新的行业，找到 

自己的位置，或重拾旧业，担当船夫或导游，或从事餐 

饮、住宿、旅游纪念商品等，在强大的集体经济支持下， 

逐步融入现代经济社会。滨湖景群作为东入口将会发 

挥接壤城市的优势，建设步伐加快，将会激活石湖风景 

区的水上旅游，实现景区环通、山水合一的理想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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