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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顾唐亭“袭古增妙”“结亭组景”的先锋实践，

总结其模式，再认识柳宗元旷奥思想中“游之适”的内涵、
要素、目标与价值追求，从“形适”与“意适”2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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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概括出时空节奏体验的“环-中”旷奥原型——“凌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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峭”与“抵丘垤”的2类空间感受。研究发现：秉承“游所之
往”“风景求中”的价值取向，借助空间形态与序列组织调节
游-息节奏、实现意境塑造，正是风景旷奥思想的“初心”。
在与后来的造园组景、直至今天的绿水青山美之间，旷奥追求
虽有间断但初心未变，对此“亭”功不可没。“亭”作为园林
组景基本要素逐渐转化为中国园林典型的文化意象符号，作为
实现风景旷奥初心的“结亭组景”，逐渐成为中国风景园林建
筑的主题母语，开启了中国风景园林感受序列的新天地。进一
步以上海松江方塔园与湖北2019园博园灵犀园为例分析探讨
了旷奥理论结“亭”组景结合现代条件的运用思路与方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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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ioneer practices review and models
summary of "inheriting the past, improving the present" and "group
scenery with pavilion" with tang pavilion, and by recognizing the
connotation, the elements, the goal and the value pursuit of Liu
Zongyuan's "You Zhi Shi" again, the two kinds of space feeling
"Ling Zu Qiao" and "Di Qiu Die" were summarized as "RingCenter" Kuang-Ao prototype with space-time rhythm experience
from the "physiological fitness" and "psychological fitness" two
level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beginner's mind of Liu Zongyuan's
"Feng Jing Kuang-Ao theory" is the value orientation adhering
to "where you are going" and "where the harmonious scenery is
seeking", and is a highly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by space form
and sequence organization to adjust breath rhythm and to achieve
conception shaping. Among the beginner's mind, the later landscape
group scene, and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green mountains and
rivers until today, there is a gap in the pursuit of Kuang-Ao, but the
beginner's mind has not changed. The pavilion i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that. As a basic element of artificial landscape composition,
the pavilion i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typical cultural
image symbol of Chinese garden. As realizing the beginner's
mind of "Feng Jing Kuang-Ao theory", the pavilion group scene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other tongue of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opened a new world of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xperience sequence. Further, taking Fangta garden in
Songjiang, Shanghai and Lingxi garden, garden expo 2019 Hubei
as example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ideas
and methods of "Kuang-Ao theory" and "pavilion group scene" with
modern conditions in order not to forget the beginner's mind with
the ancient for the new, and carry forward the excellent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Kuang-Ao; views setting;
pavili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teraction

仅令“亭”演化为控制节奏与意境生成的意象

1

” 。 其存在的根源在于生命的需求，是所

符号，促进了中国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思想与方

1.1

有充满生命力艺术的关键。魏晋士人在近300年

法的不断成熟，更成就了“无园不亭，无亭不

讴歌“风景”与“栖游”的“优游”体验中逐

[4]

园”的中国“亭”文化 。冯纪忠先生正是从柳

结构简单、形式多样与应用广泛曾一度作为基层

公有关风景感受“节奏”体验特征的“旷奥”

行政组织的代称。“风景亭”的出现大致可追溯

辑、审美地”运用于风景建筑的布局 。“亭”

概括启发以及历代典型实例的总结中，提出了

至“结构游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唐渐获普

这一肇始于军事用途的实用建筑类型以“袭古

以风景“旷奥”作为组织风景园林空间序列的

及成为“袭古增妙”的一大创新。唐亭又称“胜

增妙”的姿态从“台、观、楼、榭”等传统风

组景理论与设想，其核心就来之于节奏的“旷

屋”，因袭传统风景建筑“畅耳目，达神气”的

则

[1]

[2]

渐将“虚实相涵者皆可游” 的体认“自觉、逻
[3]

[5]

结“亭”组景的唐代探索与创新
唐亭功能与形式的“袭古增妙”
亭作为起源于军事用途的实用型建筑以其

景建筑中脱颖而出。唐代结亭组景“与古为

奥结合” 。对唐代结“亭”组景基本模式与风

文化基因，由防卫、邮传、居住等功能转而用于

新”的先锋实践开启了中国园林景观感受序列

景时空节奏体验原型的再认识将为今日“与古

“胜境”，形式上摆脱了高阁木架与围墙束缚，

的新天地，并经柳宗元风景旷奥思想的概括而

为新”的风景园林传承创新提供宝贵的思想源

既无楼、观“重构再成之糜费”，也无台、榭版

发出游-息节奏实践“超时代”的理论光芒，不

[6]

泉与原型 。

筑夯土、添设栏槛之繁杂，“节约而用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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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1
图2

韩休墓北壁山水图[引自《考古与文物》2014(6)：111]
“零陵三亭”模式旷奥感受节奏分析

为人与风景观照反视的载体与窗口。唐·韩休墓

亭组景”的先锋实践极为活跃；从时间分布来

效果，并在“观游”过程中激发出富有哲理性

北壁《红日双亭别业图》是目前可见最早的“风

看，“元和中兴”到“大中之治”的近60年间

的感受和领悟(图2)。而“吴城任君三亭” 位于

景亭”图证，图中描绘了春日溪谷以及隔水相望

(795—854年)的政经平稳为“多亭组景”实践

“任晦园”，或云即辟疆园 [12]。“其居有深林

的2座别业唐亭 ①(图1)。远景山口半掩的4柱草

的平稳增长提供了便利条件，此后频次陡然降

曲沼，危亭幽砌”“必造以息焉” [13]，周环密

顶方亭与中景临水而立的6柱圆基草顶笠亭遥遥

低，至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吴城任君三

林，庭院中有池沼一方，池中有岛，池的南、

相对。此亭此景或为韩休生前京兆别邺之最爱，

亭”独放异彩后，“多亭组景”实践已鲜见文献

西、北侧均设有亭，通过“修篁佳木，掩隐隈

不仅在生前绘制画障，甚至通过壁画的形式随葬

著录。至五代后梁(917年)“同州南溪池亭”八

奥”及水中岛屿的巧为遮掩，使得“处其一不见

于墓室重要位置。故不晚于740年“亭”不仅在

亭组景成为唐代“多亭组景”探索的落日余晖。

其二也” [14]。这是中国风景园林史上第一个明

形式上去壁、开敞，且已开始有意识地选址和组

1.3

确记载运用视觉原理，综合组织游息旷奥的重

唐代结“亭”组景的典型模式

景以提高风景审美感受量的获取。韩愈“莫教安

“单亭点景”如“山亭”“林亭”“水

要实例(图3)。“多亭组景”中逐渐增筑者如晋

四壁，面面看芙蓉”、刘禹锡“故令无四壁，晴

亭”“池亭”等多以选址环境要素为名。“双

陵郡五亭、余杭郡五亭2例，1次卜筑完成者如

夜月光来”正是这一实践渐成风气的重要诗文佐

亭组景”中则以杭州刺史韩皋(韩滉之子，韩

湖州白蘋洲五亭、中条山司空图五亭、同州南

证。“结亭游息”雏形初具，已然成为众多文人

休之孙)“夙负令名，而器质重厚，有大臣之

溪池亭3例。余杭郡五亭之一的冷泉亭是其中最

[8]

的集体性共识与文化运动，“公共性”属性日渐

度” ，于“虚白亭”之遥可相望处卜筑“候仙

后建造的，白居易认为此时五亭之组合“如指

彰显。亭先天具有的视觉瞰制、间隔分布、路径

亭”双亭互望而引人关注。灵隐独特的山形水势

之列，可谓佳境殚矣，能事毕矣”，纵有“敏

相连的“节奏”属性也为设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或许勾起韩皋童年有关祖父韩休“双亭”别业的

心巧目”也不能再添加了 [15]。可见彼时对亭构

带来转机。

传说而在谪贬寓居的杭州灵隐将这一源自京兆

数量与节奏感受的关联度已有了一定的经验积

1.2

唐代结“亭”组景的实践统计

[9]

的结亭风气加以发扬 。中唐已降长江中下游流

累。颜真卿于776年在湖州白蘋洲“翦榛导流，

以《唐代园林别业考录》 收录的唐至五代

域集中涌现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三亭组景”实

作八角亭，以游息焉”，后亭废。62年之后刺

见诸文献记载的817处园林别业样本作为本底，

例。其中“零陵三亭”被柳宗元誉为“高明游息

史杨宏农“乃疏四渠，浚二池，树三园，构五

[7]

[10]

对庭园组景中是否结“亭”以及“亭”数、位置

之道”

。“三亭在东山之麓，唐县令薛存义

亭”，其“洎游宴息宿之具，靡不备焉”“向

等基本特征加以统计。结果显示有“亭”的园

建。一曰读书，二曰相秀，三曰俯清”，其一

背 俯 仰 ， 胜 无 遁 形 ” [16]。 “ 同 州 南 溪 池 亭 ”

林别业总计214处，占比26%，说明“结亭”

“高者冠山巅”为东山最高处，一览无余，俯仰

位于同州府东南十五里，最早由唐刺史王龟构

实践尚处初期。其中“单亭点景”199例、“多

旷如也。“下者俯清池”，位于山脚南麓环水

建，后有李瑭“再营斯构”，及至程公“剪芜

亭组景”15例，分别占比24%和2%；而“多

为池，俯仰奥如也；中间一亭，背依山壁，远

秽，筑基址，疏三池，启八亭”[17]。8亭中有的

亭组景”中包含“双亭组景”4例、“三亭组

望潇水，旷奥兼备矣 [11]。透过三亭标高朝向的

“延熏风而涤烦热”，有的则“面大野以豁襟

景”4例、“五亭组景”6例、“八亭组景”1例

差异组织，将“仰观-俯察-远望” 作为引导风

灵”，选址、朝向充分结合地形地貌的旷奥程

(表1)。“单亭点景”模式数量多，分布广。两

景知觉与意向空间感受交感互动的内在动力，

度，尝试运用以“涤烦热”“豁襟灵”为风景

京地区多为单亭，而江、浙、湖、广一带“多

达成“陟降晦明”“旷如奥如”的空间感受变化

感受目标的结“亭”组景布局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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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柳宗元旷奥理论与时空节奏体验的旷奥原型
2.1

表1

		

旷奥理论“游之适”的再认识
唐元和三年(808年)前后柳宗元在永州龙

兴寺后“废地”结亭“东丘”并提出了“游之

晋陵郡五亭
响山双亭

壶丘子之间有关“游所之往？”的哲学思辨。

零陵郡三亭

位置

亭构数量

营造主持人

营造特色

设计完成周期

江南东道

1

独孤及

拟谢安东山之游始建

约775年②

江苏常州

4

韦夏卿

后加置四亭，合为五所

795年③

江南道

2

路应

东西二亭于双峰之上，相距二百步；华轩峻

807年

江南西道

海阳池亭

江南道

指出应重视“游”与“遊”的异同

余杭郡五亭

隐山双亭

中“立杆测景”所使用的表杆，旗“旒”则源
于表杆上下用于验垂、测望的引绳，而“绳之
所引”即“神”也 [20]。古代氏族部落迁徙“持

宗教性(游)的2层内涵，在天人关系告别“绝地

812年

高者冠山巅，下者俯清池
5

刘禹锡

吏隐亭

815年

前有四榭，隔水相鲜
1

相里造

虚白亭

—

浙江杭州

1

韩皋

候仙亭

798年

1

裴棠棣

观风亭

—

1

卢元辅

见山亭

820年④

1

元藇

冷泉亭

822年⑤

2

李渤

—

825年

岭南道

平泉庄

河南道

2

李德裕

构思亭、伐叛亭

825年

泾县小厅五亭

安徽泾县

5

裴焊

亭基5所

827—835年

白蘋洲五亭

江南东道

5

杨汉公

白苹亭、集芳亭、山光亭、朝霞亭、碧波

838—839年

浙江湖州
履道坊宅园

亭、疏四渠、浚二池、树三园、构五亭

河南道洛州 3

白居易

琴亭、新涧亭、中岛亭

825—841年

岭南道

3

元晦

三山三亭

843年

3

蒋侑

南亭北亭是双，至于东山乃三

854年

3

任晦

合三亭，处其一，不见其二

869年⑥

西园
叠彩山

广西桂州

天通”实现“内向超越”之后则将身体性的位
移活动记为“遊”，将精神性的思维活动记为

乃作三亭，徙降晦明；

广西桂州

旌旗”奉“神”而“斿”、寻“中”迁居的仪
式活动带来了“斿”的物理行动性(遊)与精神

薛存义

江南东道

。“旗”

本字为“中”，是中国风景观念形成的第一阶段

3

广东连州

之旒”，后逐渐通假互用。冯纪忠先生曾多次
[19]

宇，皆据胜势，广厦疏寮，可栖颢气

湖南永州

“游”与“遊”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审美活动范
畴，二字系出同源，本字均为“斿”，指“旌旗

唐代私园“多亭组景”实例统计一览表

安徽宣城

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
的重要论断 [18]。柳公此言意在回应战国列子与

19

重阳三亭

剑南道
四川剑阁

“游”，并承继了“斿”所具有的向心、运动、

吴城郡

江南东道

线性、周环等特点。“之”“适”“如”本字

任君三亭

江苏苏州

同州南溪池亭

关内道

不详

王龟

—

860—875年

陕西大荔

不详

李瑭

—

894—899年

8

程公

筑基址，疏三池，启八亭

917年

5

司空图

休休、修史、证因、览昭、莹心五亭

904年

皆为“往”“从”之义。《广雅》：“之，适
也。”《说文》：“适，之也。”《尔雅》：
“如，往也。”而“之适”连用多有典出，自列

中条山别邺

河东道
山西运城

子超越“外游”“内游”达与“至游”的“不知
所适”到庄子的“忘适之适”及至冯亮“结构山
水，栖游之适” 都清晰地告诉我们柳公提出的
“游之适”意为“游所之适”“游所之往”，重
在强调“游”的目的也就是借助“外游”与“内
游”的统一寻找和通往“或旷或奥”的2类“意

阔、舒朗；奥者，封闭、深邃；在知觉空间上表

浸润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北宋郭熙“可行、可

境”时空的过程，因此也可以表述为“游所之

现为“敞”“邃”，在意向空间上两者均为表现

望、可游、可居”正是对“游所之往”的“身

适旷如(从)”和“游所之适奥如(从)” 。尽管

“远”“深”，旷奥总感受的获得就来之于旷奥

遊、目遊、心游、神游”在山水绘画领域由动入

儒、道、释三家逐渐对“游”的认识各有侧重，

节奏的结合。而要达成“旷宜”与“奥宜”的时

静的画理诠释[22]。而自北宋洛阳“景物最胜”的

但在“游所之往”的终极目标上都强烈地继承了

空感受还须借助“形”与“意”两方面的“外

富郑公园到南宋郑氏北野园、竹洲，及至明末郑

“寻中”“立中”、归于“自然”而安顿现实

从”与“内变”来加以实现。因此柳公之“游”

元勋对春浮园所具旷奥之致的“能园”赞赏都无

人生的本质，即以身之外“遊”或心之内“游”

既非庄子“逍遥”之“遊”，也不同于“至游不

不体现出“旷奥兼备”“风景寻中”的“游所之

为途径，在山水环境由动至静的节奏转变过程中

知所适，至观者不知所眂”，而是在“道”的前

往”已成为中国古典园林造园、论园的重要价值

寻找以“旷”感受或“奥”感受为代表的时空环

提下回到孔子“不逾矩”的游艺境界，统和儒释

标准。

境形态，以使身心在天地之间得以安顿，“主体

道、追求“旷奥兼备”的价值取向，并在东丘

2.2

与客体在互动中使最终的空间形态达到了和的状

“登高殿可以望南极，辟大门可以瞰湘流”“丘

柳宗元概括出2类满足“游”所之往的典

之幽幽，可以处休”的具体营造中得到了充分的

型时空节奏体验原型：“凌阻峭”与“抵丘

⑦

[21]

态、和的境界”

，实现“天心”与“人心”、

“实地”与“心地”的合一。旷者本义光明，开

②

体现 。自宋以降山水绘画与造园在柳公思想的

时空节奏体验的旷奥原型

垤”(表2)。就“外游”之“形适”而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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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图3
图4
图5

4

“吴城任君三亭”模式空间布局复原
风景时空节奏体验旷奥原型的“环-中”模式分析
方塔园“塔-竹”旷奥对偶“双环”结构示意

阻峭”模式以“旷”的总感受的获得为目标。通

“旷”感受成为其突出的感受特征。而“抵丘

正是2类空间体验原型以“中”作“息”，交错

过漫长艰辛的攀爬，克服“阻”与“峭”最终

垤”模式中的“丘虚”意象则是先民在黄河中下

叠合后的节奏生成与序列组织，每一个“息”点

“出幽郁”而“凌”于绝顶，一个“出”字极

游多丘地貌中栖息于“四面高中央低”的典型山

的旷奥程度服从及服务于全局之“中”对旷奥

尽能态，所处空间则在由“幽郁”向“寥廓”的

水聚落环境，是人居之“中”，“奥”感受是其

总感受的需要程度。唐亭形式的变革与应用为

转换中强化了“悠长”的时间性体验，是由山脚

突出的感受特征。因此无论“游”之所往或旷或

丰富“环-中”模式的灵活运用创造了条件，让

的暗与“邃”至山顶的亮与“敞”的空间变化，

奥都是为了前往“风景”之“中”，那里是“天

“游”线上不同层面的“息”点不仅在精神上更

是在有限中追求无限的体验过程，因此宜于获得

心”与“人心”得以统一、安顿，精神实现超越

在形式上有了得以安顿庇护的物质条件。因此通

“旷”的总感受。“抵丘垤”模式以“奥”的总

的“栖息”之“中”。2类游息体验的过程也是

过旷奥感受的节奏变化结“亭”组景、“风景寻

感受的获得为目标。穿过无际的灌木莽丛，逐渐

“外游”与“内游”趋于耦合统一的过程，是由

中”成为日后贯穿中国古典园林规划设计的出发

步入“丘垤”之中，“抵”强调了这一过程实现

变化趋于稳定，回归“朴、静、虚”之自生自

点与归宿，中国风景园林独特的空间视觉语言也

的时间性，“伏灌莽”中一个“伏”字将地势的

作的“内向超越”。柳宗元在营造东丘3年之后

在这一过程中日臻完善。唐代结亭组景先锋实践

渐次低洼如状目前，所处空间渐为“迫遽”狭窄

《构法华寺西亭》一诗中咏道“神舒屏羁锁，志

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也正在于此。

逼仄，最终转换为曲折“回合”的时间性体验，

适忘幽潺。”这里的“志适”正是“志之所适，

是由亮至暗，由“敞”入“邃”的体验过程，因

外物感焉” 的化用与注脚。

3
3.1

结“亭”组景旷奥理论的现代继承与应用

此宜于获得“奥”的总感受。尾句中的“因”应

“凌阻峭”“抵丘垤”为代表的2类时空节

上海松江方塔园

取“凭借”之意，凭借一路攀登积累而最终获得

奏体验旷奥原型呈现出典型的“环-中”模式，

方塔园规划“力求在继承我国造园传统的同

的旷感受，即使在高山之巅增加“崇台延阁”，

其“风景”之“中”是“形适”与“意适”的

时，考虑现代条件，探索园林规划的新途径。”

也还是不会损害此处空间的开敞；凭借一路蜿蜒

高度统一，是追求“内向超越”的归宿与中心

以旷奥总感受为出发点的结“亭”组景正是其中

回合而最终获得的奥感受，即使不断在丘垤虚谷

(图4)。以旷奥感受为基础的“游-息”节奏组

十分重要的探索方向之一。方塔园充分运用风景

增加“茂树丛石”，也还是不会损害此处空间的

织均围绕这风景之“中”的总感受而展开，在空

时空节奏旷奥体验的“环-中”模型并加以现代

深邃。因此结“亭”于山巅、丘垤的原则正是

间感受上表现为旷奥总感受的取得，在思维意识

应用。无论塔、亭、轩都是不同功能“亭”意象

基于这2类“游”的感受组织方可成功。就 “内

层面表现为价值追求的内向超越。“旷奥兼备”

在旷奥节奏组织的节点变化与统一，而方塔与赏

游”之“意适”而论，“凌阻峭”模式中的“山
巅”意象是先民“望祭山川”的精神印记，故将
一地之最高峰称为“望山”，而周穆王西游的昆
仑山则历来被视为天地之“中”。因此无论在

表2 			

“游之适”风景时空节奏体验的旷奥原型

空间原型

总感受目标

空间变化幅度

空间规划目标

“绝地天通”还是“内向超越”之后，山川之

凌阻峭

旷

邃 → 敞

宜旷

“望”始终是实现“天人交通”的重要途径，

抵丘垤

奥

敞 → 邃

宜奥

中国园林 / 2019年 / 第35卷 / 第7期

6-1

图6

21

6-3

6-2

方塔园旷奥节奏“环-中”格局与结“亭”组景分析

竹亭则成为旷奥双环各自的风景之“中”。
“意适”：冯先生曾借用郑板桥《题画竹》
诗来描述方塔园设计中“冗繁削尽留清瘦”的意

性、逻辑与审美共同作用形成的胸中意念，意
境生成的雏形

[24]

。

方塔广场，同样获得了旷奥兼备的总感受。而西
绕环湖，经草坡跨水后无论进入何陋轩的竹林密

“形适”：运用“凌阻峭”“抵丘垤”模式

境还是赏竹亭的篁篁幽虚，在停顿静思、把盏吃

。“两枝修竹出重霄，几叶新篁倒挂

与“双竹”意象相匹配，以旷奥双“环”的交叠

茶的化动为静中完成了“游所之往”“旷奥兼

梢。本是同根复同气，有何卑下有何高！四十年

融合统摄全园。双“环”分别以塔院空间23m

备”的价值追求。后期营造的何陋轩景点所体现

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

半径为基本模数n，旷、奥环心距为6n，两环交

的“时空转换”设计过程更是方塔园继承和发展

画到生时是熟时。”诗文浮现出郑燮笔下的“双

错形成了以方塔、广场、塔院、水面和草坡为

风景旷奥结“亭”组景思想，“风景寻中”、与

竹”意象。两竿“修竹”尽管高下有别，但“本

景点主体的旷感受体验区和以赏竹亭、竹林和何

古为新之集大成与点睛之笔。全园游线无论折曲

是同根复同气，有何卑下有何高！”一股追求个

漏轩为景点主体的奥感受体验区(图6-1)。为了

布置均以旷奥双环交接处作为拐点或切点，实现

性表达与追求的“宋意”油然而生、荡涤肺腑。

实现“幽旷开合”的效果，无论大门、方塔、赏

“斗折蛇行”，如此缜密克制的节奏控制加上结

冯先生为使“宋”的精神贯通全园，流动期间，

竹亭、天后宫还是何陋轩其实都是在处理“游所

“亭”位置的精密选择令双环结构有序咬合，不

在综合方塔的体量高度、内涵价值与现场自然要

之往”过程中为了形成最终旷奥感受而精密布设

松不散、恰到好处，成为实现旷宜、奥宜的重要

素之后，将“双竹”意象运用于方塔园的总体布

的节奏顿点(图6-2)。从东门入园旷心方塔便被

保障(图6-3)。

局中。虚“竹”即宋代方塔，其中空的建筑特色

奥环竹林所屏障，设照壁、垂门导向北行经古银

3.2

和优美的收分细节令高塔秀耸、鹤立鸡群，成为

杏，以“抵丘垤”的形态塑造“越小丘”向西进

荆州园博园是2019年湖北省第二届园林博

旷环中心的“显象”特征，无论清殿的迁入，

入高低曲折的堑道。堑道的线性折点与奥环相切

览会的主会场地，以“辉煌荆楚，生态园博”为

还是地形的整理，都以塔为中心来具体考虑；实

形成折曲并逐层递进穿入旷环，“出堑道登天后

主题传承荆楚文化、展示园林艺术、弘扬生态

“竹”即塔东保留的大面积竹林，其范围规模足

宫大殿平台看到方塔与广场，顿时感觉为之一

文明。“灵犀园”位于园博园东北隅C8展园，

以与方塔形成对偶，竿竿青竹以实竹之象无声地

爽。”而旷环中心又围绕方塔通过不封闭的塔院

占地面积1 200m 2，近三角形地块，东北高，西

承担起衬托旷塔的作用，每一根竹子与新叶都

围墙实现了广场-塔院-水面-草坡的丰富层次，

南低。古荆州是《禹贡》汉地九州之一，也是

是那高耸方塔在园中的意象投射。“双竹”意

强化了旷环中心总感受的获得，无论登塔眺望还

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后世以“荆襄九郡”著称

象决定了设计师对场地空间的控制、体验和把

是出墙南瞻都可视为是“凌阻峭”的效果化用，

于世。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山形水势使其成为

握，形成了东、西两区旷奥“双环”的空间格

整体上达到了“旷奥兼备”的规划目标。从北门

兵家必争之地的同时，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文

局(图5)。因此“择中”“立中”的过程不仅仅

入园则利用原有林荫土径铺砌标高渐次下降的步

化中心之一。在荆楚文化的滋养下无论是西晋

是选取中心点的问题，更重要的则是所要表现

行石板通道，经过10n模数距离的“抵丘垤”处

襄阳郡(今湖北襄阳)羊祜“每风景，置酒言咏”

和表达的“情”与“意”的萌生，是理性与感

理，“因势加工，强调指向”，步入旷环中心的

的“岘山怀古”，还是唐代零陵郡(今湖南永州

境生成

[23]

荆州园博园“灵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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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陵区)薛存义“高者冠山巅，下者俯清池”的
三亭组景探索，都成为中国风景园林发展史上的
重要里程碑。因此如何在园博园这一特殊事件景
观中，结合荆楚地域历史文脉，考虑现代条件，
以点带面、小中见大的反映结“亭”组景、“风
景寻中”的思想内涵成为“灵犀园”方案设计思
考的出发点和归宿。设计以“灵犀”为名强调对
荆楚古今天人关系的思考，在“灵犀”一点中观
自己、观天地、观众生，在旷奥节奏变化与伏灌
莽、出忧郁的过程中消弭距离—回溯岁月—沟通
人心。
从宏观山川尺度定位来看，整个园博园用地
位于荆州古城、镇山纪山和百里长湖形成的三角
地带中心(图7)。镇山纪山与现存荆州古城(江陵
城)柳门遥遥相对，与“当阳、荆门诸山接”，
是荆州的山川信仰中心，而由古云梦泽变迁而成
的百里长湖则是孕育荆州文化的摇篮，其与纪
山以南之楚国故都郢都遗址形成东西时空视廊。
因此方案着力运用概念性轴线将场地中心与山、
城、湖三者形成有力、可控之特殊角度的时空联
结。将荆州古城雄楚楼遗址、镇山纪山主峰、长
湖湖口三峰天星(心)观作为场地设计中重要的山
川坐标加以固定，形成基地-纪山、基地-雄楚
楼、长湖天星观-基地-纪南城3条主要概念性轴

8

图7
图8

灵犀园山川定位的概念性轴线(上海刘滨谊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提供)
灵犀园地形水系的旷奥处理(上海刘滨谊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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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在灵犀园实现交汇。在微观场地设计层面，采
用荆州古城空间模数单元的幻方变化对不规则的

[12]

注释：

(唐)陆龟蒙.甫里集.卷一[Z].四库全书本.鼎秀古籍全文
检索平台：18.

①

闭合曲线场地加以“三分”“旋转”， 形成了

2011年韩休(672—740年)墓出土了一幅被称作《红

[13]

(唐)皮日休.(唐)陆龟蒙.松陵集.卷一[Z].明弘治十五年

日山水图》的墓室壁画，引起学术界关注。壁画位于
墓室北壁东侧正对墓室入口的中堂位置。从风景园林

以土丘堑道为特色的“竹庭”、设有3层八方塔

刘济民刻本.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23.
[14]

(唐)陆龟蒙.甫里集.卷九[Z].四库全书本.鼎秀古籍全文

的角度推测该壁画或为韩休生前家中正厅摆放的画障

亭的“钟庭”和曲有奥趣的“水庭”3个不同特

或卧榻之后的画屏，所绘主题当为韩休生前所爱之双

色的连续内向空间。通过地形与水系的整理将三

亭别业。因此似应命名为《红日双亭别业图》更为准

庭形成“抵丘垤”“凌阻峭”2类空间体验原型

23

确。
②

[15]

(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第四十三[Z].宋刊本.鼎秀古
籍全文检索平台：544.

[16]

(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第七十一[Z].宋刊本.鼎秀古

据罗联添《唐代诗文六家年谱：独孤及年表》，独孤
及于大历九年(774年)三月莅任常州刺史，大历十二年

加以旷奥有节的串联。通过一条连续转折切入地

检索平台：114.

籍全文检索平台：888.
[17]

(清)陆心源，编.唐文续拾.卷八[Z].光绪十四年陆心源

(777年)四月殁于任上。

形的堑道由穿竹林，过土丘拾阶而上登塔亭。塔

③

第三层“出忧郁”“凌阻峭”，与荆州镇山纪山

④

灵旅行引发游者对荆楚大地三千年云梦烟雨的怅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八[Z].(明)蒋之翘，辑

元藇，元和十五年(820年)出任杭州刺史，其前任卢元

注.三径藏书本.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421.
[19]

冯纪忠.建筑弦柱：冯纪忠论稿[M].上海：同济大学出

辅修建见山亭不晚于820年。
⑤

白居易，长庆二年(822年)出任杭州刺史，又一年

版社，2003：153.
[20]

刘滨谊，赵彦.中国“风景”观溯源[J].中国园林，

(823年)8月写下《冷泉亭记》，故元藇修建冷泉亭不

峰的对视过程中臻于“寥廓”与“悠长”，“四
面皆景，八面来风”，层层递升、穿越时空的心

[18]

九日记”可知其增建四亭之时间不晚于795年9月。

亭各层的朝向则根据概念性轴线进行了对应角度
的旋转。第二层东望百里长湖，西睹郢都龙门，

据韦夏卿《东山记》有“时贞元十一年岁在乙亥九月

刻潜园总集本.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167.

晚于822年。
⑥

惘与感怀。下塔亭，过凤门，折而步入水庭“鹤

[21]

冯纪忠.意境与空间：论规划设计[M].北京：东方出版

据皮日休《二游记》，咸通十年(869年)入苏州与任晦
交游。

⑦

2018，34(9)： 46-52.
社，2010：4.
[22]

刘滨谊，赵彦.柳宗元风景旷奥概念对唐宋山水诗画园

从柳宗元《小丘西石潭记》中亦可清晰地看出其将

耦合的影响[C]//中国风景园林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

“游”与“遊”所进行的显著区分。

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54-56.
[23]

泽”，稍作停顿之际，回首塔亭，仿若与塔顶所

冯纪忠.方塔园规划[J].建筑学报，1981(7)：40-45.

[24]

时空转换：中国古代诗歌和方塔园的设计[J].世界建筑

览“心有灵犀”(图8)。

导报，2008(3)：24.
[25]

Jellicoe G，Jellicoe S.图解人类景观：环境塑造史论
[M].刘滨谊，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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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26]

刘滨谊，赵彦.冯纪忠与中国风景园林的现代性转变
[J].中国艺术，2019(2)：28-33.

“历史所需要的，不是历史是否应该被研
究，相反，历史需要的是解释那些永恒的迄今仍
然具有生命力的东西 [25]”。有唐一代结“亭”

(编辑/金花)

组景的风景园林变革与柳宗元风景旷奥的理论概
括正是这一时期“与古为新”先锋实践的重要特
征与表现，秉承“游所之往”“风景寻中”的价
值追求，“亭”转化为中国园林典型文化意象符
号，“结亭”成为中国风景建筑的主题母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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