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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组织的重要内容。一个城市可以根据不

同的主体和规模层次，规划建设多条空间

轴线，这些规模和空间尺度不同的城市轴

线将形成城市的轴线空间，重新整合或建

立城市的空间结构，体现一个时期城市发

展和建设的意图。随着时代发展, 轴线的

在城市规划设计中的运用越来越普遍、自

觉和突出。

二、广州城市中轴线形成与发展

�.传统轴线的传承与发展

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自建城以来一

直是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在城市发展的两千多年来，城市中心发展

稳定，一直没有移动过，在城市这是较为

独特的。

2000年，广州文化名城办公室将“越

论广州城市中轴线的形成与规划
◎ 陈蔚珊 

一、城市中轴线的设计理念与应用

城市轴线通常是指在城市中起空间结

构驾驭作用的一种线形空间要素。城市中

轴线属于一种概念性的元素，它存在于城

市规划蓝图的构思之中，并无实际的存在

形式；但作为城市意象与城市感知的一种

线性关系构件，人们总还是能感觉得到城

市轴线的存在，如巴黎以东西向贯穿新旧

城区的城市中轴线、美国费城中心区的十

字型主轴线、中国明清两代的北京城市中

轴线、罗马的广场群等等。

一般来说，城市轴线是通过城市的外

部开放空间体系及它与建筑的关系表现出

来的，是人们认知体验城市环境和空间形

态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从历史发展过程

看，城市轴线的规划设计是城市要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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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中山纪念堂—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大楼—人民公园—起义路—海珠桥”一线

定为广州传统城市布局中轴线。该轴线通

过白云山脉、纪念性建筑与珠江水域的串

联，建立了“山、城、水”一体的传统城

市结构基本构架，形成张弛有序的空间结

构，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园林绿化建设

以及旧城改建纳为同一体系，体现了广州

“历史、风景、街市、生活”的城市设计

理念。

广州传统城市轴线的形成与发展, 离

不开“自然与人工”、“文化与规划”两

种力量的共同作用；轴线构成要素的类型

与空间组合方式丰富多彩, 历史文化主题

内涵与现代城市发展相衔接，具有继往开

来的价值和意义。

2.新城市中轴线的形成与发展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广州城市结构

在悄然的发生变化，原有的城市规模与空

间集聚功能已不能满足需求。因此，新中

轴线的规划与设计已成为近年来广州城市

规划与建设的热点。

目前讨论较为广泛的新中轴线北起燕

岭公园（瘦狗岭），南经火车东站、天河

体育中心、珠江新城等城市中心，再经过

赤岗果树生态保护区这一绿色开敞空间，

最后经新客运港区达珠江外航道，形成

有收有放、有山有水有树林、人文景观和

自然景观交错有致的空间结构体系。据报

道，新中轴线南段最南端还将继续兴建标

志性项目，与新电视塔遥相呼应；未来新

中轴线还将以此为端点，继续向番禺“南

拓”发展。

新中轴线的建立与发展已获得普遍

的认同，它与广州地区发展规划所确定的

“天河—海珠—大石—钟村—市桥”优先

发展地带相吻合，并与传统城市轴线保持

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对称性。这条轴线

可形成三个不同的空间结构和功能，分别

是城市功能轴线、城市景观轴线和城市发

展轴线三个部分。

（�）城市功能轴线：在新城市中轴线

的珠江北岸部分，已经并将会形成一系列

城市中心的功能节点，包括商务中心（中

信广场）和体育中心（天河体育场），以

及珠江新城区段的金融及办公中心、商业

贸易中心和文化娱乐中心，体现城市的中

心功能。与广州城市传统轴线上的各种中

心分散布局的现状相比，新轴线在空间上

所聚集的城市中心对于强化现代城市功能

具有更加的重要意义，有助于进一步提高

中心城市的地位和经济竞争能力。

（2）城市景观轴线：新城市中轴线上

汇集了一系列标志性建筑物，包括目前广

州的标志建筑物——中信广场大厦以及珠

江新城区段的新标志性建筑物——城市观

光塔等，形成南北向的城市景观主轴线。

随着城市区域的进一步扩大，珠江和新轴

线上的标志建筑物作为城市景观轴线的要

素，自然和人文景观为主导的城市旅游功

能将得到更佳的体现。

（3）城市发展轴线：城市发展地带两

侧的交通走廊是贯穿珠江南北的城市主干

道——广州大道和江海大道，北与广深高

速公路相接，向南跨越珠江的内外航道继

续延至番禺。新城市中轴线两侧的交通走

廊将成为广州城市的次干道。

三、广州城市中轴线规划设想

�. 广州中轴线发展中的存在问题

（�）传统轴线及其周边空间受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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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的破坏。

广州自建城以来，虽然城市传统中心

一直保持不变，但城市轴线的发展在一个

较长的政策时期内却不受重视，尤其民国

以来经过多年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城市主导

价值的城市建设后，传统轴线及其周边的

空间受到一定程度上的破坏。特别是人民

公园以南到海珠广场一段，轴线意象已经

变得模糊不清。

此外，北京路没有列入城市传统轴线

也让人们颇感遗憾。北京路是古代广州城

市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第一条城市中轴

线。如今，北京路商业街与北京的王府井、

上海的南京路齐名，“古风”与“时尚”交

相辉映在这城市的千年轴线街道上，成为

时尚商业街独特的新人文景观。具有城市

代表意义的北京路没有在传统中轴线上体

现出来，也是中轴线美中不足之处。

（2）新中轴线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与

完善。

新中轴线的规划与设计符合广州近期

及未来发展的需求，其中火车站区段、体

育中心区段、临江区段等均已得到较好的

开发。珠江新城段建设则是目前打造广州

新城中轴线过程中较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珠江新城是1993年开始广州市政府为延续

新城轴线以及打造广州国际城市CBD中心

的基础上兴建的，其规划面积为6.6平方

公里，相当于广州传统中轴线所在地越秀

区一个区的面积。

广州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的

发展和一个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息息

相关，如果没有足够的跨国公司、金融机

构、商贸机构，很难形成一个相对集中的

商务地区支撑起CBD。目前珠江新城的建

筑主要集中在珠江新城的边缘地区，而且

主要是商品住宅，正在进行的土地开发和

项目建设较多，办公及中央商务氛围尚未

全面形成，难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城市中

轴线广场带”的共赢成效。

2. 未来发展的设想

广州传统中轴线是城市历史发展音符

所串联起来的一首秀美而壮丽的交响乐。

由于保护意识出现较晚，中轴线上一些重

要建筑均遭到不同程度上的破坏，目前历

史文化保护成为首要任务。除镇海楼、中

山纪念堂等历史文物景观外，如北京路等

具有岭南文化历史街区的保护也是必要而

迫切的。目前部分具有岭南特色的老街区

逐渐被一些玻璃体块的高层建筑所包围，

甚至还有“烂尾楼”的存在，不但形成建

筑污染，而且破坏了原有的景观特色。

因此，在城市的规划与建设过程中可

将距中轴线不远的古街区，尤其是轴线两

侧的街面作为一个整体，从弘扬历史文化

的角度进行城市设计,进一步挖掘广州传

统街市生活文化素材的开发价值, 融入更

多的地域民俗风趣。此外，传统轴线可考

虑分段突出各段轴线的主题，加强主题景

观的设计，包括以中山纪念堂为节点的纪

念性历史文物景观及风景园林区、以中央

广场为节点的广场休闲、娱乐活动区、以

起义路为节点的近代文化风貌旅游街与特

色商品专业街区、以海珠广场为节点的沿

江路等风光带，使主题更加鲜明，整体景

观更为和谐。在规划设计上可加强步行道

路、绿化、街面、视线、主题的连续性,使

轴线空间抑扬顿挫、不失序列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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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Formation and Planning of Guangzhou’s Axis
Chen Weishan

Abstract: Urban axis is a linear space element playing a dominant role in a city’s spatial 

structure. Through discussing the formation and planning of Guangzhou’s traditional axis and 

the new on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Guangzhou axis and proposes plans for fu-

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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