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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区中华水浒园水利风景区
规划方法初探
郭亚娟"杨广星"王贵东

!盐城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 江苏 盐城"##(&&#$

!摘"要""以大丰区中华水浒园水利风景区为例分析和探讨自然河湖型水利风景区的规划方法% 分析结果表明'

从风景区的地脉分析&文脉分析及现状情况的分析"确定大丰区中华水浒园水利风景区规划主题与宗旨"探讨在规

划过程中如何科学合理地挖掘景区的水文化&创建具有地域特色的水利风景区%

!关键词"水利风景区#地脉#文脉#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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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风景区是指以水域#水体%或水利工程为依

托"具有一定规模和较高质量的风景资源与环境条件"

经过开发建设"可以开展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或科

学&文化&教育活动的区域
)!*

"可分为!水库型&湿地型&

自然河湖型&城市河湖型&灌区型和水土保持型六大

类+ 不同类型的水利风景区"其规划目标和规划宗旨

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 然而"对于同一种类型的水利

风景区"如何创建具有其自身特色"特别是具有地域特

色的水利风景区"准确定位是规划的重中之重+

自然河湖型水利风景区"必须结合风景区的特

点"详尽地调查研究地域情况"捕捉地域的人文&历

史&传说等软信息以及自然&地理&植被&水文条件等

硬信息"将它们结合于规划设计中+ 笔者以大丰区

中华水浒园水利风景区为例"阐述从地域的地脉&文

脉以及风景区的现状情况出发"打造出自然河湖型

水利风景区+

$&地脉分析

地脉是风景区的地理背景"即自然地理脉络"是景

区自然环境&地貌特征及地质资源的综合+ 地脉是大

自然赋予的&后天可以开发的自然资源+

中华水浒园风景区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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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白驹镇"北起三十里河"南至水浒街&北市街$东起

白驹镇界"西至沿河北路"规划用地面积 &%(O [F

#

"其

中水域面积 &%#! [F

#

"以串场河&三十里河清流环抱花

家垛为依托而建"属自然河湖型+

风景区现状地势平坦"位于里下河平原"境内的主

要河流有串场河以及三十里河"河流的主流方向为自

西向东"由南至北+ 水系西通海沟河&串场河#串场河

为(级水质&五级航道%"并有三十里河流经景区境内"

通过三十里河连通榆运河"最终通入黄海+ 中华水浒

园水系如图 ! 所示+

图 $&中华水浒园水系

串场河俗称下河+ 贯穿江苏中部盐城市 #P$ 市

域+ 南起南通市海安县"北至盐城市阜宁县"汇归里下

河众水后"分经范公堤 !O 闸入海"长 !$&[F"大丰境内

长 (#%'[F"是盐城人民的母亲河+ 串场河初为唐代修

筑海堤时形成的复堆河"是盐文化的摇篮+ 从宋代开

始"沿新修捍海堤#世称范公堤%一线有富安&安丰&梁

垛&东台&何垛&丁溪&草堰&小海&白驹&刘庄"因复堆河

将这十大盐场串联起来"所以称串场河+

三十里河又名牛湾河"为老斗龙港上游 ' 条支河

之一"西起白驹串场河与兴化海沟河相通"向东北流经

大龙至西团"长 $& 华里"故名三十里河+ 该河为自然

河道"历史上三十里河是里下河在高邮&宝应&兴化&泰

州 ( 州县的泄水要道"也是大丰西部地区引排主要河

道及交通的主要航道+

#&文脉分析

陈传康&李蕾蕾#!WW)%最早提出'文脉(的概念及其

应用意义
)#*

+ 文脉是风景区的社会文化氛围和社会文

化脉承"即社会人文脉络+ 水文化乃水利风景区之魂"

充分挖掘其水文化旨在丰富水利风景区文化内涵+ 提

升文化内涵贯穿到水利风景区规划的全过程"重点是提

升文化软实力"形成独具特色的水利风景区发展优势+

大丰是苏北水乡"河汊纵横"水网密布"串场河蜿

蜒中部"通榆河穿越区境"历史上水患频发"灾害连连+

古代许多官员在任内兴利除弊"根治水患"留下诸多佳

话"有史记载有迹可证的有范仲淹&孔尚任等+

景区所辖白驹镇是海盐古镇+ 白驹原名白驹场"

成陆于春秋战国时期"唐朝开始设立盐场建制"北宋起

隶属泰州海陵"宋朝宰相范仲淹为白驹关帝庙写过碑

记"并在此兴筑海堰"得名q范公堤q+ 白驹是施公故

里+ 一代文学巨匠施耐庵出生于白驹并在此定居"创

作了名扬中外的不朽名著0水浒传1"现存施氏宗祠成

为中外文人雅士流连忘返之地+

, 景区现状

中华水浒园风景区偎依在古老的范公堤旁&美丽

的通榆河畔"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造就了美丽

的串场河"自然河道三十里河与之相通"曲径优美"生

机盎然"为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有利条件"如图 #

所示+

图 #&中华水浒园风景区鸟瞰

景区现存五孔闸旧址一处"历史记载一里墩闸为

五孔"故又名五孔闸"位于白驹北闸之北"三十里河上

游"西泄兴化白涂河&海沟河之水扩三十里河出斗龙港

,)',

郭亚娟等P大丰区中华水浒园水利风景区规划方法初探""""""""" """"



入海"建于明万历三十五年#!)&M 年%"每孔 ! 丈 O 尺

#)F%+ 清乾隆十三年#!M(O 年%"巡盐御史尹会一重

修+ 乾隆二十一年#!M') 年%再修+ 抗日战争中遭破

坏+ 新中国成立后"!W'& 年夏兴化县殷炳山修复"!WO)

年拆除改建公路桥+

.&规划主题与宗旨

根据地脉&文脉及其现状分析"将规划主题定为

'水韵白驹"施公故里(+ 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

生态文明为理念"以水文化为主线"紧紧围绕既定发展

目标"以湿地生态为基础"白驹古镇为依托"施公故里

为灵魂"水浒文化为核心"将中华水浒园打造成集水生

态&水文化&水科技于一体的水利风景区+

D&规划布局

根据对景区所在地域的地脉&文脉以及现状情况

的深入分析"在规划宗旨的指引下"景区的规划布局及

内容即展现出来+

结合大丰区总体规划及中华水浒园的现状条件"

根据总体规划的主题"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统筹

兼顾&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

"突出'维护水工程&保护水

资源&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弘扬水文化&发展水经

济(的理念"景区规划上形成'一心&两带&三片(发展

格局"如图 $ 所示+

图 ,&中华水浒园区水利风景区功能分区

6%一心+ 水浒文化保护核心---花家垛施耐庵

故里+ 保护施耐庵隐居著书旧址#花家垛%"恢复施公

隐居生活建筑和场景"以书院&祠堂&碑林等形式展示

施耐庵及水浒文化"使其成为文学研创交流基地&历史

与传统文学教育基地+

A%两带+ 滨水生态文化观光带---三十里河观

光休闲带&串场河娱乐休闲带+ 保护和修复三十里河&

串场河水生态系统"提升水岸景观"打造水上宜游&岸

上宜行&宜居的自然与人文相辉映的休闲景观带+ 其

中三十里河侧重于水岸观光休闲&营造自然生态优美&

水浒文化深厚的景观氛围"两岸布置茶座&餐厅&手工

艺店等休闲业态"定位水岸慢行休闲与观光$串场河侧

重于水岸娱乐休闲"结合东岸水浒风情御街及白驹古

镇"打造活力&欢乐的岸线"策划水上活动"定位水岸动

感体验+

2%三片+ 水浒文化体验休闲---分别为施家垛

中华水浒园区&白驹古镇民俗体验区&湿地休闲游憩

区+

!施家垛中华水浒园区!以水浒人物故事为主题

规划空间策划体验项目"立足文化"以时间发展顺序完

整&连贯&生动地打造水浒游览区块"再现水浒全传"打

造融文化体验&观光休闲&餐饮娱乐于一体的文化主题

乐园$

"白驹古镇民众体验区!保护与恢复古镇空间肌

理和景观建筑"以'水浒文化(和'白驹民众文化(为素

材策划休闲项目"打造融民俗体验&古镇观光&休闲娱

乐&餐饮住宿等功能于一体的历史文化休闲街区"为水

浒园提供作配套服务+ 与此同时"深挖文化内涵"普及

水利科技和水法规知识"修复改进五孔闸遗址"将白驹

人的治水历程作一个真实的记录"以备向后人讲述一

代又一代人的治水故事$

$水浒湿地休闲游憩区!三十

里河北岸白驹路到白驹大桥区"南岸 #&( 国道至运河

区定位为开放型'水浒(主题湿地公园+ 通过水浒人

物和故事设计湿地自然与人文景观 "策划户外休闲项

目"如露营&烧烤&垂钓等 "打造居民游客室外游憩休

闲的空间+

*&结&语

自然河湖型水利风景区规划设计方法很多"从大

丰区中华水浒园水利风景区规划中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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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率提高到 W)N+

生物措施净化水质+ 玉清湖水库是济南重要的饮

用水源水库"担负济南市二分之一的城市供水量+ 为

了保证水库的水质"实施生物浮床水质提升技术应用

与示范项目工程+ 生物浮岛利用植物生长过程中根系

的吸附&吸收&转化&固定等作用"将水中的氮&磷及有

害物以转化为植物体的方式脱离水体"从而达到净化

水质的目的+

泉城公园沉淀池水体水质生态治理示范工程"改

变传统再生水利用模式"应用先进技术---纳米吸附

与传感双功能复合材料为新技术支持"营造生态浮岛"

在中水进水口和沉淀池出水口布置具有净化水体能力

的水生植物+ 从进水源头进一步优化水生态"使中水

回用进一步满足景观水需求"实现水资源节约与生态

文明建设的双丰收+

.&提升完善'深入持久推进

济南市水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国

家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标准以及与兄弟地市相比"还

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和亟须完善提升的地方+ 我们将

及时总结试点建设的经验和不足"充分吸收兄弟地市

好的经验和做法"建立健全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运

行机制"确保水生态文明持续健康发展+

(%!"完善水生态文明建设长效运行机制

水生态文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将在现

有的良好条件和平台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建设理念"创

新工作模式"将水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深入持久推进+

(%#"提升全区现代水网生态化水平

在目前现代水网的基础上"下一步重点加强水网

的生态化改造与保护+ 在用水总量控制上开展水资

源&水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建立水资源承载能力预警机

制"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在水网通道方

面"进一步推进河湖水系连通"增强水体流动性"保障

河湖生态需水"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

(%$"强化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支撑

学习水环境保护与水生态修复的先进技术"发挥

科学技术在水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下

一步"我市将由试点建设转入在巩固提升阶段"我们将

更加重视收集国内外水生态建设新成果&发展动向"推

广新技术&新产品+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节水

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新思路"

深入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以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更

高水平建设好水生态文明城市"加快打造山泉湖河城

有机融合的现代泉城+

##############################################

"

#上接第 O& 页$ 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6%水利风景资源是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

了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水利风景资源"保护水资源和

生态环境"做好水利风景区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应

根据水利部0水利风景区发展纲要10水利风景区管理

办法10水利风景区评价标准1"并依据有关法规编制

完成水利风景区规划+

A%自然河湖型水利风景区的建设紧紧依托水利

工程的建设与发展"结合河湖水系连通&中小河流治

理&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河湖生态修复等水利工程

的建设"开展水利风景区基础设施建设+

2%深入分析用地现状条件"是获得科学&合理的

水利风景区规划方案的先决条件"是方案总体布局&具

体规划项目设置的主要依据+

<%研究规划景区所在区域的地脉&文脉"是规划

宗旨形成的思想源泉"是产生具有地方特色的规划设

计方案的有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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