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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自古人

们就逐水而迁、傍水而居。水孕育了

人类，记载着人类城市的发展，与城

市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城市滨水

区是城市中宝贵的公共资源。随着

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以渔业以及

传统港航工业为主的城市滨水区逐

渐衰退。当前社会的发展、环境保护

运动和历史保护运动的兴起，使人

们重新认识到城市历史文化的价值

和城市滨水区域的重要性，历史滨

水区成为城市更新的热点。城市滨

水区的重建成为重塑城市精神与形

象的契机，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推进

器，同时符合当今国内建设山水城

市的情结。

厦门港片区位于厦门港的出海

口，是外地船舶进出厦门港区的必

经之地，是厦门的海上门户地段。占

地面积约170hm2的厦门港片区，北

至镇海路，南至演武路，东至万石山

山体30m等高线及鸿山公园，西至环

岛路，依山傍水，自然条件极其优

越。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条件对厦门本岛乃至整个厦门的未

来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其发展不仅

为塑造城市未来的经济、环境和文

化带来众多机会，而且也为城市充

分表现其独特的风貌提供了难得的

契机（图1、2）。

厦门港是厦门港口的发源地，是

厦门市的精神载体，记载着厦门历

史的发展。民间流传着“渔船返港，

厦门港活起来，厦门城动一半”的说

法，足见厦门古渔港对厦门市有着

重大影响。过去，厦门港的海岸线是

一片宽阔平展的沙滩，因细沙均匀

且如白玉，故有“玉沙坡”的美称。

渔港的大小两个避风坞，在历史上

更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台风来袭

时，包括台、漳、泉等地区的渔船都

纷纷进坞避风。现在，原位于民族路

图1  厦门港片区区位图

图2 厦门港片区现状图

[城市规划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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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刀河的小避风坞早已杳无踪影，

而位于沙坡尾的大避风坞也已是风

华淡去，滨水区逐步衰退，厦门港片

区期待新一轮的复兴。

厦门港的综合开发改造响应了

厦门市“三城建设”的目标，是厦门

本岛建设今后一段时期内非常重要

的战略工程。厦门港片区规划设计

要能够成为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该规划设计从

土地及空间的研究向经济、社会等

方面进行拓展，形成了一个综合的、

可操作的规划。

规划包括五个部分：综合分析与

评估、项目定位与目标、总体发展、

开放空间及城市形态研究和开发实

施策略。

1 综合分析与评估

厦门港片区整体上为东北高西

南低的走势。区内有虎头山、蜂巢山

等山脉，思明南路以东部分地形较

为复杂，思明南路以西部分基本属

滩涂改造用地，地势平坦。规划区范

围内的用地主要以居住用地、工业

用地、特殊用地、市政用地及道路广

场用地为主。目前，片区内的工业已

基本搬迁或废弃。厦门港片区内土

地批租包括已批在建及已批未建用

地，已批在建的用地均为商品房用

地，而未建用地则以教学及商品房

用地为主，其中厦门大学医学院已

调至集美学城。规划区范围内除城

市公园、军事用地、主要道路用地、

新建设用地、风貌建筑保留用地以

及公共设施配套需求用地等用地后，

仅剩余82hm2可改造用地，而其中还

有很大一部分用地，如不见天片，拆

迁量太大，近期难以改造。

现状建筑质量参差不齐，布局比

较无规律。现状总建筑面积为174.6

万m2，现状建筑容积率为1.23，现

状建筑密度达37.5%。片区主要有

三种肌理效果：第一种，老城巷道式

空间肌理；第二种，行列式空间肌

理；第三种，点式单体型空间肌理。

片区外部交通条件较好，而街坊

内的道路则多数为尽端路，难以形

成系统，且路面狭窄。片区内的停车

空间缺乏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厦门港片区景观资源丰富，既有

自然山水景观，又有历史气息浓烈

的人文迹点，还有具有近现代气息

的建构筑物。其中：山：鸿山—钟山

—鼓山山脉，虎头山，蜂巢山；水：

广阔的海面、避风坞、演武池（延平

文化遗址）；建筑物：包括洪厝、李

厝、蒋厝、卢厝、黄厝等清化民居以

及鹦哥楼、南华别墅区、华侨博物馆

等中西合璧的建筑物；构筑物：包括

环岛路、演武大桥、噢炮台等；民风

民俗：包括闽南文化、延平文化等文

化遗风以及滨海渔民的一些民俗活

动，如疍民（水上居民）文化遗迹，

纪念郑成功的“送王船”活动，以及

寄托在巷道名称里的丰富典故等。

通过对厦门港片区的经济、环境

与城市格局等综合分析得出以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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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优势包括：地理位置优越，周边

景观资源丰富；交通优势明显；旧城

区有部分历史遗存，同时毗邻学府，

具有较好的历史文化氛围；地势多

变，利于景观构建；工厂用地多，利

于改造拆迁的启动。劣势包括：交通

对片区的影响，造成用地的不完整；

现状建设无序，环境较差，拆迁整治

面大，改造成本较高；老城区范围

大，拆迁安置量大；已建设的项目特

别是高层塔楼分布无规律，缺乏秩

序，给将来的布局增加了难度。

2 项目定位与目标

厦门港位于厦门西南岸滨海地

区，与万石山风景区、鼓浪屿风景

区、中山路旧城核心区、鹭江道商务

片区、厦门大学及广阔的海面相邻，

作为厦门的门户，其建设形象有较

高的要求。厦门岛是厦门城市的主

城，集中了多种体现城市性质的核

心功能。厦门市现有的主要公共设

施亦基本集中分布于厦门岛，因此，

在厦门岛发展第三产业是必然的选

择。同时，厦门市的旅游资源丰富，

但目前仍主要停留于观光旅游层面，

具有参与感的休闲旅游项目及空间

十分匮乏。厦门港片区位于滨海都

市景观圈之中。如果厦门环岛海岸

是一串项链，那么厦门港片区应该

是该项链中的一颗珍珠。显然，厦门

港片区首选的功能应是具有较强文

化特征的文化娱乐功能及居住功能。

根据对旧城片区特征的比较，确定

厦门港片区要保留的重点应该是港

口变迁及临港工业的历史痕迹。塑

造一个富含历史文脉和人文资源的

渔港形象，一个永远的“厦门港”，不

仅是厦门港渔民心中的希冀，也是

所有厦门人心中的期盼。

根据交通策略研究的初步成果，

轻轨与地铁将从厦门港片区经过。

厦门港片区的规划必须为轻轨及地

铁站点预留足空间，同时组织好站

点与公交系统的换乘关系。

本规划设计旨在充分发挥厦门

港片区得天独厚的地理和环境优势，

保留港口变迁及临港工业的历史痕

迹，挖掘其文化内涵，延续其文脉特

征，保留历史记忆，而赋予其新的功

能，将厦门港片区建设成为各项系

统完备，环境优美，体现传统文脉与

现代生活交融的文化艺术气息浓厚

的可持续社区。

3 总体发展

在将厦门港片区建设成为各项

系统完备，环境优美，体现传统文脉

与现代生活交融的文化艺术气息浓

厚的可持续社区的目标下，确立了

厦门港片区总体发展思路：

（1）厦门港片区作为旧城的一部

分，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相对独立的

自然环境使其具备创建可持续发展

社区的条件。在创建可持续发展社

区中应注重以下几点：①归属感与

文脉传承；②与自然共生；③公共交

通主导模式与步行可达性的空间尺

度；④集约利用土地及功能混合；⑤

自成体系的生活支撑设施；⑥空间

的多样性；⑦节能、节源技术的开发

与利用。

（2）在厦门港片区开发改造中注

重效益平衡。效益平衡应包括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的

平衡。厦门港片区发展在强调经济

可行性的同时应做到公众利益平衡，

做到真正的环境改善和以人（多数

人）为本。

（3）改造中引入街坊概念模型。

街坊概念模型从邻里单元演化而成，

保存旧城现状模型特色，完善其功

能，改善其环境，强化其自身特征而

形成的街坊模块。

（4）强调社区概念模型。整个社

区由各具特色的街坊模型组合在社

区中心周围，形成“1+1＞2”的资

源特征互补模式，形成社区功能的

完整性。

（5）总体发展定位为文化交流中

心，以居住、文化交流、休闲、购物

为主要功能的可持续发展社区。

（6）总体布局结构为“一心两带

三片”；一心：沙坡尾文化休闲中心

——文化交流、艺术创作、休闲商业

等功能；两带：山体景观带——虎头

山-鸿山公园-钟山山脉构成的背

景山体景观带、休闲观光功能；滨海

公建带——含办公、酒店、居住、休

闲等功能；三片：三个被城市主要道

路分割的居住功能为主的街坊（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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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土地利用规划图

图4 总体布局结构图

图5 厦门港片区规划总平图

图6 道路交通系统图

图7  视线景观体系分析

图9 滨水立面

图8 观景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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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土地利用规划总体思路为功

能混合，塑造活力社区。具体措施如

下：①以居住、旅游休闲为主，增加

部分办公及商务功能；②依托厦门

大学，在西南角设置部分办公用地，

作为厦大的研发基地及培训中心，

作为科研成果市场化的空间载体；

③改造避风坞片区为文化休闲娱乐

功能，适当引入居住（家庭办公）及

办公功能增加片区人气；④将鹭江

大学校园改造成社区公园、社区中

学及社区小学三部分；⑤在钟鼓山

隧道北侧增加部分宗教配套用地，

作为南普陀寺的配套用地，缓解其

现状用地紧张局面；⑥整合鸿山西

南山脚用地，集轨道交通站点、公交

接驳站、公园配套停车及商业文娱

设施用地等功能于一体；⑦整合现

状各居住片区，形成相对完整的居

住街坊，分期分批进行改造；⑧考虑

厦门大学学生街在演武路改建后必

将拆除，建议将其转移至演武池周

边，形成一处环绕街头公园的商住

街区；⑨扩大华侨博物馆用地，与背

景山体改造结合，完善景点面貌。

（8）在整个改造过程中，容量应

得到控制。片区内人口规模现在为4

万人，改造后增加人口约5000人。厦

门港片区实际可开发用地约94hm2，

平均容积率为2.33。

（9）道路交通系统规划总体思路

为：大力依托公共交通，在满足内部

交通需求的前提下，尽量减少交通，

特别是过境交通对社区人居环境的

影响。规划以“一横＋一环”的社区

内部道路与“日”字型城市干道相衔

接，道路线型通而不畅，组团级道路

为尽端式或局部环状道路网形式。

在满足道路交通规范要求的同时，

尽量顺应地形，结合老路，设计成自

由式环状道路（图5、6）。

（10）规划对主要公共设施进行

安排，包括教育设施、文化设施、商

业设施、医疗设施等。

4 开放空间及城市形态研究

厦门港片区城市设计在总体规

划设计确立的基本原则下进行，对

滨水区的开放空间及城市形态进行

了研究。城市设计依据了以下原则

（图7～9）：

·保持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性，

反映厦门港口地区发展历程体现可

持续发展原则；

·创造一条优美的天际轮廓线，

塑造门户形象，体现区位特色；

·创造一条连续的开放的滨水岸

线，体现资源共享思想；

·留足对海视线通廊，体现滨水

特征；

·确立建筑群体的概念，使地块

内的建筑风格和谐统一；

·停车场主要设于地下或停车楼

内。

总体城市设计的基本思想是创

造一个生气勃勃、处处方便行人的

城市环境，同时反映出滨水地区的

风貌和城市发展的脉络。其指导思

想为：①塑造滨水景观，延续旧城文

脉；②利用自然条件，优化人居环

境；③发挥区位优势，挖掘用地效

益；④弘扬文化精神，提升空间品

质。

城市设计的主题为“精神港湾、

文化家园”；充分体现休闲功能及丰

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构建厦门港诗

意生活空间，推进文化之城建设。在

设计过程中确立了以下设计原则：

①山海相接原则，增强地域特色；②

历史传承原则，延续旧城文脉；③功

能混合原则，塑造活力社区；④滨水

通达原则，体现资源共享；⑤形象突

出原则，打造城市地标。城市设计框

架结构可表达为：两横三纵，一核六

节点。

厦门港片区城市设计提出8个意

象：①文化平台——利用区位特点，

营造文化氛围，提供文化与大众交

流的平台，促进城市文化发展和品

质提升；②精神驿站——提供一处

忙碌后放松神经的去处，突出休闲

娱乐功能，建构精神港湾；③海上门

户——创造一处海上看厦门的地标

建筑群，形成整体形象；④交通驳点

——依托轨道交通，解决大众出行

需求，预留换乘空间；⑤时空隧道—

—串联人文迹点，链接旧城文脉，形

成时空链条，打造步行天堂；⑥历史

舞台——保护历史遗迹，传承历史

风貌，展现城市港口及工业发展历

史；⑦自然怀抱——利用山水资源，

人与自然共生，表达生态理念；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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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区——社区配套完备，重视交

往空间塑造，同时关注操作可行性

与社会公平性结合，体现人文关怀。

设计中重点研究了空间节点的

分布及其相互对位关系，通过轴线

与视觉通道的引导，使各节点形成

视觉延续与转折的关系。城市设计

中确定了重要节点及其开发模式，

包括避风坞节点、演武池节点和华

侨博物馆节点（图10）。

（1）避风坞节点——重点突出滨

水休闲环境创造，结合避风坞历史

迹点的保留与改造，形成一处文化

氛围浓郁的文化休闲和艺术交流的

场所。通过交流平台的建构，拉近文

化艺术与百姓生活的距离，使艺术

走进生活，提升大众文化素养，促进

文化城市的建设脚步。

（2）演武池节点——重点突出对

演武池的综合开发利用，使历史遗

迹保护与商业开发、公共空间建设

相结合，让历史旧迹散发出新时代

的魅力。同时考虑厦门大学年轻的

学生消费群体及其周边智力密集型

消费群体学习、生活和工作的需求，

注重文化氛围的塑造。

（3）华侨博物馆节点——厦门的

城市建设与华侨有着深厚的渊源，

如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嘉庚风格

的校舍等建筑风格的来由都与华侨

分不开，华侨对城市建设的贡献非

常之大。饮水思源，规划建议对华侨

博物馆进行扩建，延续风格、扩大规

模，并使其更具开放性特征，增加人

们对华侨文化的了解。另外，改造蜂

巢山路为小型商业步行街，定位为

街区生活服务性休闲街，增加安置

人员就业岗位，加强华侨博物馆与

厦门港避风坞节点以及蜂巢山社区

公园等景点之间的联系。

5 开发实施策略

作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

开发实施策略尤为重要。从功能、交

通及资金等方面对项目开发的可行

性进行分析，并得到了三方面的支

撑。经过功能布局优化的分析，确定

的办公、酒店、住宅等功能符合城市

发展需求；经过交通影响分析论证，

通过合理的交通组织，道路交通体

图10 节点意象 图11 分期改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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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可以支撑规划设计容量；经过对

规划容量下的成本与收益比较，通

过一、二、三期的改造，在改善片区

环境与形象的同时可获利 1 0 多亿

元，该资金可用于贴补后面阶段对

包括不见天片等其他区域的改造以

及整个片区环境及设施的改善。在

此基础上确立了开发实施策略：

（1）开发实施原则为先易后难、

项目带动、效益平衡。

（2）根据项目开发的难易程度以

及分期改造的可能性，确立了项目

开发时序，将厦门港片区分成三个

开发改造阶段（图11～14）：

① 近期改造范围：民族路-大

学路以西（南）地块，包括八个厂区

及避风坞片。理由：A）拆迁安置量

小，符合产业发展策略，市场期望值

较高，有条件改造；B）该范围与机

场路及环岛路的关系较密切，其面

貌关系到社区的整体形象，有改造

需要。

②中期改造范围：思明南路以西

区域。理由：避风坞周边的改造提升

了土地价值，商品房开发有了依托

条件，相应的文化休闲及购物等需

求增长，公共设施的开发有了市场

前提和成熟度。

③远期改造范围：思明南路以东

（北）区域，主要指不见天片区。理

由：A）现状质量较好的建筑数量较

多，建筑容量较大，改造难度大，而

且地势复杂，分成小地块改造不利

于整体面貌的塑造；B）该片区相对

独立，改造要求不迫切，可选择在远

期整片进行更新改造。

（3）结合市场需求和运用容积率

转移等方式，对项目进行组合开发。

形成高低整体互补的资金平衡方式。

（4）根据项目特点进行项目开发

主体选择，分为政府行为、市场行为

和两者结合的行为，政府主导改造

项目包括：中小学改造项目、公共设

施配套项目（如公交换乘站、公园、

市政道路、学校）、滨江步道等。商

品房建设选择市场为主体，避风坞

改造项目可以以政府行为为主导，

也可以与市场行为相结合。

（5）片区拆迁安置根据就近安置

原则，采用多形式结合的安置方式。

如集中建设高层安置房，建设廉租

图12 一期城市设计总图 图13 一期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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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等（在蜂巢山路步行商业街区的

3、4层设置廉租房以供住房困难的

原住民居住，同时保持社区地域特

色）。

结语

厦门港片区城市设计的指导思

想及设计理念已经在城市管理者及

公众中造成影响。城市设计的成果

成为厦门港片区开发改造的统帅纲

领和参照系，许多相关部门及单位

接受了设计方案对片区改造的思路

并以之指导片区内地块的详细设计。

已经进行的改造项目有粮食仓库安

置房、电力疗养院改造（宾馆）、演

武池公园等；已编制规划的有沙坡

尾避风坞艺术港改造规划以及厦门

港八厂区改造规划设计等项目。城

市设计直接指导城市建设，编制片

区具体的城市设计导则，指导了片

区内具体项目的建设。避风坞周边

渔港历史遗迹以及片区内人文迹点

的保护得到了贯彻落实，同时，片区

内的滨水区域等环境得到了改善。

摘要：

城市滨水区的重建是重塑城市精神与

形象的契机，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推进

器。本文从对厦门港片区的城市经济、

人文历史、生态环境与城市格局进行

综合分析出发，围绕“塑造一个富含

历史文脉和人文资源的渔港形象”这

一主题，提出了厦门港片区更新与改

造的具体方案以及项目开发实施策略。

关键词：

滨水区；更新；改造；厦门港

Abstract: The reconstruction of water-

front means not only a turning point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city spirit and image,

but also the propeller of developing city

economy. Beginning with the integrated

analysis on urban economy, the human-

ity history,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ity pattern, under the subject of “Set

a harbor image which is full of history

context and humanity resource”, this

p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on Xiamen

harbor renewal and reconstruction as

we ll as  the  s t rat egy  o f  p r o je c t

implementation.

Ke y wo rds : waterfro nt;  renewal;

reconstruction; Xiamen port

图14  一期城市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