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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许昌为例探析文化在水系
建设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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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许昌水系发展的起源着手!介绍了许昌水系建设现状!指出在许昌水系建设中!三国文化的展示

主要集中在护城河环线内的一些区域!并主要以雕塑"书法"简介牌等静态的形式展现# 同时水系建设中存在三国

文化应用的区域有限"水系周边城市游园中三国文化特征不明显"与三国文化相结合的体验活动缺乏的问题!重点

对三国文化该如何应用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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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城市的命脉"是城市活力的源泉( 国内外城

市发展表明工业化%快速城市化既对城市水资源产生

一定的负面影响"又影响到城市的发展( 因此"国外很

多城市开始探索如何保护水环境"提高城市的景观质

量"创造#人%水%城$的和谐共生( 我国随着城市建设

的加快和环境意识的增加"正积极推进水生态文明城

市建设( 目前对于水生态文明的研究学者从环境保护

的角度%城市规划及设计的角度和景观生态角度出发"

结合具体实例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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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张轶伦等
0"1

基于城市水

生态文明建设方法"以郑州市河道生态修复和景观建

设为例"对郑州市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进

行分析"提出了水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修复的思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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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方法,詹卫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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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国外基于水要素

的理想城市模式和城市水生态系统建设的分析"从规

划%技术%政策%体制和机制等多方面对我国的水生态

文明城市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对于文化在水文明

建设中作用发挥的研究很少"把许昌水系作为热点新

闻来看的比较多"真正对其进行研究的却很少( 在多

方调查研究的基础上""#$O 年许昌市委%市政府提出

水系工程建设的规划并积极投入实施"取得了很大的

成效( 本文从水系建设过程中的文化资源应用方面进

行一些探讨"以期对城市水文明建设起到一定的支持

作用(

*%许昌水系建设的现状

$M$!许昌水系建设的缘起

许昌古城区的护城河"是国内少有的保存比较完

整的护城河之一( 护城河开凿于何年何月"已经无法

考证( 不过"从有关小西湖的记载可以推算出" 护城

河的源起至少可追溯至 $'## 年前"并基本形成于约

&## 年前的明朝嘉靖年间( 民国时期的护城河也基本

处于连通状态( 作为历史遗存"护城河虽然全长只有

&@8"却传承着许昌厚重的历史文化"记录着城市的发

展与兴衰"体现着许昌的文脉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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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千余年的演变"现在的护城河起于建安大道

以南"东顺河街以西"南顺河街以北"湖滨路%劳动路以

东"然而环水不环游"一些暗渠%拱沟遮掩了河水的秀

色( 护城河一方面保护城市"另一面成为许昌胜景(

许州十景中的#西湖莲舫$"即赞颂护城河中荷花之

美( 现代以来"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影响"护城河基本上

成为一个人们历史中的记忆"许昌成了严重缺水的城

市( "#$O 年国家试点建设水生态文明城市"许昌抓住

机会"大力规划发展水系联通工程"由此结束了许昌缺

水的历史过程(

$M"!许昌水系建设的现状

$M"M$!总体概况

"#$O 年以来许昌实施了水源工程%饮水工程%调

蓄工程和水系连通工程"将许昌范围内的河湖水系联

通"形成#三横%五竖%三环%十湖$的城市水系生态功

能网"并完成 &NM% 万亩高标准良田高效节水灌溉项

目( 经过建设"目前已形成#五湖$ )北海%芙蓉湖%灞

陵湖%鹿鸣湖%东区湿地公园*%#四海$)三条主要河流

出入城区处建设的十万亩大型生态林地*%#三川$ )

流经市区的清潩河%清泥河%学院河与饮马河联通*%

#两环$) 运粮河与清泥河环通%护城河环通*%#一水$

)一个完整的生态水系*的大格局(

$M"M"!许昌水系利用现状

许昌水系目前利用现状是!护城河环通工程有

&MO@8"将水%绿%景%文有机融合"塑造多样驳岸"融入

文化符号"设计游船体系"整合景观元素"使东%西%南%

北四条环城河带形成h北赏%南游%西通%东畅h四个主

题分明的沿河景观带"构建虹桥卧波%杨柳垂荫%樱花

漫道%荷塘连绵的景观格局"改变了护城河环水不环游

的现状( 目前"白天每隔 $#8*, 都有水上巴士在护城

河行进"还有旅游游船和商务游船在河中穿梭"可满足

不同人群的需要( 在外围的清潩河上有豪华游船水上

运行 %@8"北海公园也有游船运行(

这些措施极大改善了许昌的水生态"为城市休闲

旅游增添了色彩"并由此对许昌特色文化即三国文化

进行了再现"使三国历史以清晰的脉络得以显现( 沿

水岸修建的滨水区休闲游憩带等使城市休闲基础设施

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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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畅%湖清%水净%绿岸%美景$的水

生态文明"为许昌城市休闲旅游业创造了良好的大

环境(

"%许昌水系建设中三国文化的应用现状

"M$!水系建设包含的内容

许昌的水系建设中"主要是对原来的河流进行清

淤疏通加固河道"整个水系设计各式桥梁 '# 多座"水

中的生物根据不同的地段种植不同的花卉植物"形成

各自的特征"环境设施主要依靠两岸的绿化植物%体育

器材%运动场所来营造"各种颜色的花形成水系独特的

+(%+



地方特征"不同的地段还有很多的儿童游乐场所"篮球

场%羽毛球场等各类运动场所应有尽有(

"M"!许昌水系建设中三国文化的展示

许昌的水系建设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但是在涉

及具体的三国文化的应用上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护

城河环线内的一些地方( 护城河水系改造后"建造河

上桥梁 "% 座"#一桥一景一主题$"不仅具备交通功能"

游憩和观赏价值也很高"护城河沿线开通游船"公路%

水路结合"行与游结合"实现了水路游赏,而护城河两

岸的乔木%灌木%花卉%草相搭配"形成层次分明%色彩

丰富的植被景观"并以三国著名历史人物曹操历史和

文化为线索"以雕塑%书法墙%书法柱%浮雕等再现发生

在曹操身上的历史典故%重大历史事件和三国文化资

源"使游客边听边游,沿线还建有曹魏广场%绿影长廊%

琴韵广场%莲花湾游园%春秋码头%西峰码头%西湖公园

等景观(

+%许昌水系建设中三国文化应用方面存在

的问题

OM$!水系建设中三国文化应用的区域有限

目前"水系建设过程中三国文化的展示主要集中

在内河的护城河区域"而护城河流域仅仅是许昌水系

建设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水系连通工程在老城区外

围的东区%新区和许昌县等地方( 在外围的水域中"除

灞陵湖体现了三国文化外"其他地方很少有展示三国

文化的"三国文化的应用从地域上看非常有限(

OM"!水系周边城市游园中三国文化特征不明显

OM"M$!外围水系周边三国文化展示缺乏

许昌市的水系建设取得很大的成就"城市环境和

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围绕许昌市区的清潩河%清泥

河%饮马河%运粮河%护城河%天宝河%许扶运河的建设

使得许昌人圆了多年的亲水梦想( 但是在这些水系建

设中"只有内城的护城河开通游船的周边有三国文化

展示"仅东关桥上有介绍曹操的谋士%劳动桥上有介绍

三国演义的一些故事( 许多围绕河流两边的建设是千

篇一律的游园"如清潩河"学院河两边的绿地%花卉树

木%林荫道等"每天仅晨练的老年人和儿童光顾( 为吸

引大批游客"可适当增加人文景观以赢来群众的兴趣(

OM"M"!水系与文化的融合氛围不足

通过对许昌本地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调查"

发现大多数学生感受不到水系周边的三国文化氛围"

新建的水系中三国文化展示也不明显"缺乏特色( 这

就说明水系建设中三国文化的展示还比较缺乏( 而在

水系建设过程中"水系两边就是千篇一律的一个个小

的城市公园的缩影"根本没有体现出许昌的三国文化"

缺乏对许昌城市三国文化主题的展示(

OM"MO!与三国文化相结合的体验活动缺乏

在城市建设中"不管是旅游还是休闲"除了要借助

文化使得旅游获得可持续发展之外"旅游者比较注重

的还有体验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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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目前的水系建设过程

中"三国文化基本上是进行静态的展示"如护城河周边

的三国文化的雕塑"在西湖公园中有一些三国故事的

雕塑等( 在内容上就是比较简单的人物介绍"形式%内

容比较单一,在方式上"动态方式进行展示的很少"缺

乏吸引游客进行体验%提高游客参与的活动(

OMO!与三国文化相关的吸引物比较缺乏

虽然许昌城市休闲旅游的建设取得很大的进步"

但是仍然存在吸引物过少的现象( 真正供市民游玩

的%参与性比较强的吸引物仍然缺乏( 例如"漯河市比

许昌面积还小的城区中就有鸟文化乐园%沙澧河风景

区%漯河新天地%漯河人民公园等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场

所( 相比而言"许昌的这些城市旅游吸引物就比较缺

乏( 许昌的水系建设以及主打的三国文化"不够有特

色缺乏吸引力(

G%注重水质的保护工作

NM$!从技术上保证水体的质量

目前水系中各个河道引入河水的时间不长"水质

情况还比较良好"许昌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保证河湖

水系的质量( 但是根据很多地方的经验和教训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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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和河道的环境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这些河水

可能变成臭水( 因此"必须以强大的科技和生态适应

技术为支撑"需要集合开展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科技

项目需求分析与研究推广工作"充分吸收融合可持续

发展的各种技术"包括现代生态技术%环保技术等"进

行引进%吸收和集成"并推广应用于水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 根据这些经验"我们应该防患于未然"在建设之

初"就应召集水利保护专家%环保专家做好水系的环境

保护工作"使我们的水系能够长期保持良好的状态"成

为真正造福人民%吸引人民的利好工程(

NM"!种植大的树木为水质保持提供保障

很多树木在净化水质和保持水分方面具有很重要

的作用"如有些植物可吸收水中毒质在体内富集"而达

到净化水质的目的"还有一些植物吸收毒质后转化和

分解为无毒物质( 国外研究表明"污水穿过 N#8左右

的林地"水中细菌含量大致可减少一半"而后随着流经

林地距离的增大"污水中的细菌数量最多时可减至

L#P以上( 树木还具有改善空气质量%分泌杀菌素%改

善温度%减少噪音等作用"因此在水系旁应种植一些高

大树木"一方面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水质作用"另一方

面也有助于留住游客"让游客即使在炎炎夏日也能在

此驻足(

NMO!完善水系沿岸的设施

做好水系建设和水质保护之外"还需要增加水系

沿岸的基础设施( 如每隔几公里或者根据周边市民的

居住量建设一些供人锻炼%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需要

的健身设施( 也可以在不同的河段建设不同的设施!

如在人群居住比较密集的河段可以建设一些儿童的游

乐设施"供小孩子玩耍"旁边可以建设一些拓展设施"

供稍大一些的孩子锻炼和玩耍( 还可以建设一些参与

性的设施"满足成人需要"比如可以在水上建设茶吧%

咖啡吧%休闲屋等"既可以利用游园非常好的环境"又

可以增加园区收入"提供维护游园的卫生和管理等方

面的费用(

$%结合地方文化加强对水系的应用开发

&M$!结合许昌三国文化和花卉文化美化水系周边

!!许昌花卉旅游资源丰富( 在水系游园建设的初期

就应该做好相应的规划"使各个水系或者不同地段的

水系周边游园有各自的特色"形成较强的吸引力
0$#1

(

比如"在沿河两畔的树木的种植上"沿路边和离河比较

近的一边应栽种上一些大树"在游园的中间部分可以

每隔千米栽种一个树种"形成比如杏花园%玉兰苑%樱

花园%桃花园%梨花园%枫树园%梅花园等各种不同特色

的园区"使游园在各种不同时间都能吸引游人的参观

和游览(

在各个花卉文化进行展示的同时"可以穿插展示

许昌的三国文化( 在不同的游园展现三国的不同人

物"把三国演义中与许昌有关的%大家都熟知的人物"

如曹操家族%关羽%刘备等"分别展现( 如!可建设曹操

游园区"把曹操的生平%事迹%特征等在游园中分别展

示出来"展示的方式可采用塑雕像%文化墙%雕刻%还可

以在桌椅%垃圾桶等上面印上与曹操文化有关的内容"

让大家从各个方面都能了解曹操和三国文化( 可在不

同区域建立其他任务的游园区"对人物进行全面%生动

地展示"这样一来就能够使三国文化真正的地深入人

心"让大家更深刻地了解许昌和许昌的三国文化(

&M"!开展多样化的文化项目"增加水系的利用率

鉴于在许昌水系建设中三国文化应用的区域有限

和所展示的内容比较单一%比较静态的现状"在三国文

化的应用中可以采用多样化与三国文化有关的项目和

活动来增加文化体验的多样性( 如运用文化创意来进

行文化的再创造( 所谓文化创意是以文化为元素%融

合多元文化%整理相关学科%利用不同载体而构建的再

造与创新的文化现象( 在三国文化的创意中"可以利

用许昌学院的魏晋文化研究所%美术学院%艺术设计学

院的专家和学生进行文化的创意"然后应用在水系建

设的周围( 每年许昌举办的三国文化周也是集中展示

三国文化的很好时机"最近两年可以水系建设为切入

+*&+



点"开展相应的文化创意比赛"评出一些优秀的项目"

并结合实际进行开发建设"真正地使文化创意成为一

种产业(

&MO!选取合适位置建设水文化博物馆

水在城市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许昌的水系

发展历史悠久"现在又焕发出勃勃生机"因此许昌可以

借鉴一些地区的做法"在芙蓉湖的周边选择一个区域

建设水文化博物馆"系统地展示与水有关的内容"可以

包括全国的水资源发展和利用情况%河南省的水资源

发展状况%许昌的水资源发展历史%现状%保护%发展前

景等内容( 通过博物馆的形式"让更多的人对水的利

用和保护认识更加详细"进一步加深对水的理解(

&MN!利用水系建设湿地主题公园

借助许昌建设良好的水系工程"可以在秋湖湿地

或者芙蓉湖%北海等河湖旁规划建设一个大型的水文

化湿地公园"依靠许昌良好的花卉文化"使整个主题公

园建设得既能够展示中国和许昌的三国文化"又能够

吸引各个层次和阶段的人群"增加市民周末和节假日

的休闲场所( 将湿地公园建设成为一个集文化展示%

观光游览%娱乐休闲%体验参与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水文

化湿地园( 在这个园区内"可以有水文化的展示"还可

以结合许昌的三国文化进行展示"通过雕塑%浮雕%介

绍等方式展示三国文化,也可以有大型的水上娱乐活

动"这些活动借助于现代化的科技"融入三国文化"如

高空旋转的过山车"可以设计为曹操在三国时期的某

次战争"既让大家体验了刺激"又展示了三国文化"既

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也使大家的体验性更强( 在这个

三国文化主题公园内"还可以借助文化资源"建设一些

有魏晋文化特色的主题餐厅%主题酒店%主题购物商店

等"人员的服装也要还原历史的本色"使整个公园成为

一个魏晋%曹魏文化的一个水上乐园
0$$1

(

(%结%语

文化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灵魂"可持续的发展需

要文化的支撑( 同时管理在水生态文明的维持中也起

到重要作用( 通过本研究"希望对许昌水生态文明的

可持续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更好地发挥其在生

活中的优势"提高许昌旅游的形象和吸引力( 随着曹

魏古城的建设"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更好地结合文化

带动城市形象提升%经济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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