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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庆的梯道,高低蜿蜒,是最具山城特色的生活场景。但伴随着城市化和国际化愈演愈烈地推进,这座城市从而被动地采取国外城市美

化运动来提升自我颜值。这样带来的却是舶来品文化入侵,以及街道乃至城市本味的丢失。本论文希望通过对重庆梯道生活场景的挖掘以及对
生活场景的活化利用途径的探索,寻求出生活场景多样化的再现策略。本论文由四大部分所构成：第一部分即论文第1章,简述论文研究的问题
以及研究的背景,以及论文相关概念的阐述。第二部分即论文第2章,描述渝中区山城巷的背景,现状,未来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以及挖掘山城巷历
史、景观、情感、社会等方面的价值。第三部分即论文第3章,探索山城巷的梯道美学以及梯道生活场景再现的设计策略,从而提出“传承气质”,
“延续场景”,“山城风格派”的梯道转型方法,达到建筑全面升级——梯道生活场景回归与升级——梯道游览动线疏通优化三大方面的成效。
第四部分及论文第4章,总结梯道生活场景的进化,应以活力梯道、再造社区邻里,才能做保持良性的演替。
[关键词] 梯道生活空间；再现；梯道活力；山城风格派
1 绪论

2.1改造背景

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曾说过,全球化将会导致地域文化的

2.1.1传承历史文脉,彰显传统风貌

回归。

山城巷作为重庆主城区28个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和传统风貌

1.1关于选题

区之一,在沉默多年后的今日,迎来了主城区传统风貌区的保护修缮利用

1.1.1问题的提出

的工作契机。

重庆这样一座站立之城,一座山水环抱之城,正走在城市美化运动中,

2.1.2保护传承核心特征和文化内涵

青瓦白墙,装饰格栅,花格门窗等等,好似成为了街道改造的标志性语言,

山城巷传统风貌区内有着丰富历史文化资源和景观资源,梯道的年代

在一条条山城梯道中层出不穷。甚至那些年久失修逐步衰败的梯道,正被

能够追溯到明清时期,但近年来自房屋征收以来,其风貌区目前处于闲置

推倒增量,换来的是一个个陌生的场景。而如此清一色的语言复制、穿衣

废弃状态,亟待保护。

戴帽、颠覆革新,真的代言山城吗？
1.1.2研究的意义

2.2改造目标
本论文立足于山城巷的区位优势、渝中半岛文化资源禀赋,充分挖掘

梯道生活场景的再现,即一种解决发展与保留,更新与传承的方法,将

历史文化内涵,保护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合理利用,发挥核心价值,实现

最具山城特色,最具故乡魅力的特质,以物质化的重现方式,为未来山城梯

梯道的有序传承。坚持应保尽保、活态利用和塑造精品的原则,推进风貌

道提出具有时代性的前进策略。

区保护利用,传承城市文脉、保护城市遗产、提升城市品质。

老城更新,是一种不可回避的必然规律。而多元化的发展,新老共存,

2.3历史沿革及空间演变

弘扬山城特色,延续地域文脉,对重庆梯道的未来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

2.3.1明清时期

意义。

明清时期,山城巷里有不少官房院宅,建筑立于悬崖峭壁之上,居高临

1.2概念界定
1.2.1梯道生活场景
梯道生活场景,多指沿梯道台阶和平坝,衍生出的生活空间,这样的空
间包括院落,场坝,退台,堡坎,入户小院,以及围绕大树和植被形成的乘凉
休憩的邻里环境,能体现得出老山城独特的生活品味。
1.2.2梯道生活场景的美学
山城梯道最能反应出居民的生活场景,可用“天平而地不平”来描
述,反应出梯道地势高低起伏,建筑随之层峦叠嶂。而“占天却不占地”
反应出原山地居民为了寻求生计和发展,利用仅有的宅基地,将住宅上
搭下挖,形成一个个富有个性而形状不一的魅力街屋。此外,院、坝、台、
坎、树等配套生活环境要素与之相搭配,共同形成无法复制的山城梯道
之美。

下,夜间数百计的房子像天空中繁星一般点亮起来,由此得名：天灯街。
山城巷当时还有不少大户聚居,比如府衙公所---天官府,庙堂---体
心堂、土主庙,私家花园---花园大宅等等。
2.3.2开埠时期
1890年重庆开埠,法、英、美等国相继在该巷附近设立领事馆,由此得
名——领事巷。
1896年3月,经与清政府议定,法国政府在重庆城内设立了法国驻重庆
领事馆。
1900年后,英国驻重庆的领事馆迁移至通远门内右上方的老城墙边,
这是西方国家在重庆建立的第一个领事馆建筑。
1902年,法国传教士在此修建教堂和学堂,并立起路灯,为上上下下的
路人提供照明功能,改名为天灯巷。

1.3研究的目的

2.3.3陪都时期

本论文以渝中区山城巷的改造为例,总结在城市演进中,该梯道亟待

陪都时期更名为仁爱堂街,大量的政府议员、各大军阀逐渐在此居住。

整治的问题以及尚存的利用价值,探索出梯道的文化资本与物质资本,为
重庆乃至其他城市的街巷改造,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新型动力。

2 山城巷的背景与现状

抗战期间,各国的领事馆建筑为躲避日军的空袭,均在自己使馆屋顶上
涂抹本国国旗,有效的避开了轰炸,由此,山城巷整体格局才得以保存。日军
轰炸期间,仁爱堂成为了为受空袭袭击的儿童提供医救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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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仁爱堂以外,“厚庐”作为当时大军阀刘湘的下属——兰文斌的官

再借助场地内现状古城墙的特色界面,为整个场地呈现完整连续的城
墙景观基座,重塑“山城、古城”的原生场景。

邸,其有着典型的砖石结构大户豪宅的风貌特点。

3.1.2聚落式分层退台

2.3.4建国后
建国以后,仁爱堂街渐渐演变为一片聚居民点、医院、学校于一体的

充分尊重原始地形,依山就势,规避大程度土方开挖,建筑结合台地布
置,层次丰富,退台叠落,延续山城空间形态。

综合性住宅社区。
1972年,该片区最终定名为山城巷,且是重庆唯一一条以“山城”为代
言的巷道。但随城市发展,山城巷原住民为生计所迫,自搭自建,渐渐地山
城巷原生肌理被违章搭建的房子所替代,该巷也逐步沦为了棚户区。

3.1.3保育原味生活场景
原样保留场地内47棵大树,维护现状生态崖壁。并使得现状植被以及
生态堡坎与建筑之间相互共生,相互渗透,使之成为建筑室内外界面的一
部分。

2.4生活场景的现状情况

原貌保留街区电杆和建筑墙体上的电表箱、信箱等,作为衬托建筑氛

2.4.1传统风貌颜值走样
在现存建筑、拆除建筑和建筑废墟之中,建筑风貌以近代砖木结构建
筑为主体,搭配部分砖混结构建筑和少量木结构建筑。
乱搭乱建现象普遍,现状乱搭建主要三种形式：木板乱搭,砖混违建,

围,延续夕日生活元素,使之成为当下的精致景观小品。
原样保留建筑周边的洗衣台、晒台、入户门槛以及附属阶梯,原真性
地传承山城巷的生活场景,为游客提供更多可逗留,可拍照,可“发呆”的
节点,并将其作为未来拓展的可经营空间。

建筑加层。
山城巷虽然经历史上数次立面改造,但改造过程中,对山城巷历史样
貌的挖掘并不深入,未能完全将山城巷恢复到原有的风貌。

3.2延续场景——恢复传统院街空间格局
3.2.1延续传统梯道体系
延续山城巷现存的马蹄街、山城步道、领事巷及第三山城步道的路

2.4.2传统高雅气质消隐上
以往高端宅院几乎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简陋棚户为主的住宅,

网体系,形成四横三纵的街巷格局。以及沿梯道保留26处老梯坎,恢复原

现处于闲置状态。此外有1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仁爱堂,现状为敬老院,1

老青石铺装,再现沧桑之美。并以院落为单位,优化生活空间,重塑山地

处废弃红峰小学,3处公厕。

院落场景。
3.2.2恢复传统院落空间

2.4.3山城院街依稀可辨
虽然,传统庭院空间相互拥挤叠加,由于居民自行乱搭乱建,传统院落

以现状杂院肌理为依托,利用梯道开场空间,新植入传统院落,总体打

空间被挤压、侵占,导致院落空间狭小、变形,形成杂院,但现状的院落与

造传统院落,作为山城巷的核心生活场景：一院一景一主题。通过不同主

曲折迂回的街巷,共生成了独特的“山城院街”的肌理形态,院落连街,街

题的院落,将山城巷串联成院街共生的游览步道。
独栋建筑无法表达生活场景,这就需要将不同的建筑单体进行串联,

中带院,相互渗透。
2.5生活场景的价值评估

形成一片片独具特色的“山城院街”。日本有名的建筑大师槙文彦就提到

2.5.1历史价值

过：要通过“连接”单一的建筑的方式,使建筑之间组合成更多的积极空

明清至今,山城巷为重庆山地街区的典型代表,反映了重庆浓郁的山

间,从而形成城市凝聚的力量,以及社会各类活动的组织的动力。

地居住特色,尤其是开埠及抗战时期,从中外的高级住宅区到大轰炸下的
完整保存,山城巷至今还隐约呈现出当时的辉煌生活。

其实,每一个主题的院落,就是一种有一定边界的“场所”,诺伯格·舒
尔茨曾提到,人类创造的场所,最突出的特点即围合。场地围合的条件决定

2.5.2景观价值

了该场地和此片空间的性质,这些场所可以是封闭式的围合,也可以是片

“树生长在崖上、房子长在崖上、人住在房子里”,相生相伴,山城巷

段式的围合,所以,每个场所的边界也因此而不同。此外场所的特质,常常

以其悬崖峭壁的独特地理位置,形成良好的观江界面,区内现状47棵参天
大树,围绕院落街巷分布,一院一树,一处一景。

②

就决定了该场所的边界是怎样被诠释的 。
3.3山城风格派——修复巴渝风格建筑风貌

2.5.3情感价值

总体延续巴渝风格建筑符号,增加建筑的开放性和通透度,使其与时

山城巷处于繁华都市的边缘,残存的残檐断壁、吊脚楼、老店招牌、
陈旧的电杆等历史场景以及流浪的小猫,清晰的述说着山城巷的历史,是
山城都市、趣味生活的见证。

代的适应性和消费者的需求相匹配。
3.3.1修缮文物建筑
山城巷内有1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仁爱堂；5处文物点：古城墙遗址、

2.5.4社会价值

长乐永康石朝门、体心堂42号民居、亦庐石朝门、厚庐。

山城巷的保护与传承,为重庆乃至全国的梯道改造,提供有力的文
化素材。保护传承并非盲目的保存,而是通过当代设计手法,再现生活场

以上建筑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街区文物保护单
位进行保护修缮。

景,重塑过去,从而挖掘出梯道在各方面的潜在价值体系,使其为适应现

拆除后期加建部分,对于现存较好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屋顶维护,简

在的生活、消费的模式,发生改变,而这样的变化带来的正是旧城的现代

易修缮,简易结构加固等方式。对于安全状况较差的建筑,采取抢险加固,

①

性改变 。

对破损部分按原材料原工艺进行修补。对损毁严重的建筑,采用局部落架

3 山城巷生活场景再现的策略探索

的方式,按原状进行原址恢复。
3.3.2修缮传统风貌建筑

3.1传承气质——保持山城原生环境特征

此类建筑是除文保建筑外,最能体现山城巷乃至老重庆原住民的民居

3.1.1保持现状场地高差,延续魅力城墙界面
以山城为历史文化及空间设计逻辑展开代言山城、重现精致生活场景。
保持现状场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整体格局,依托场地内高低落差,
构建山城巷独具魅力的台地景观。

8

营建艺术。它们不拘形式,不限材质,与天地争空间。
以维修改善方式,并按“原面积、原高度、原风貌”的“三原”原则,
进行对传统风貌建筑的维修改善,包括结构加固、落架大修、局部维修、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3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完善内部配套设施等,使得这样的风貌在当下得以延续。

市的街道和巷道,当街巷变得生动而富有活力时,整座城市就变得丰富有味
③

3.3.3“山城风格派”改造现状建筑

起来。相反,呆板死气的街区会让市民感觉整座城市都平凡和乏味。 笔者

其实,重庆的山地民居既可以说是最传统朴实的民居,但也可以说它

认为,不管是重庆的梯道还是其他的城市巷道,应该是作为一种生活场景

是最具当代艺术特质的民居形式,它不仅仅是包含有众多传统的巴渝建筑

和消费空间,甚至是游憩场所的存在,并非是简单的交通空间和供路人穿

符号,而符号能演变为极具现代的构成要素。如果用一种派别或是风格来

梭的路径。

代言重庆的山地民居,不是“巴渝风”,亦不是“川东风格”,而是“山城
风格派”
。

重庆的梯道不单是作为承载山城人民记忆的精神梯道,更是代言重庆
历史变迁的物质载体。特别是类似渝中区山城巷这片极具重庆本味,却又

“山城风格派”,一种脱离传统束缚,而拥有活力抽象的建筑派别,一

经历着“建设”与“保护”双重性矛盾的传统风貌区。作为笔者,我们应

种新型的民居改造形式,可分为将巴渝建筑元素进行提炼——精简——活

该在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背景之下,有效地化解地域文化之保护与空间肌

化演替三个步骤。

理之演替间的种种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要防止梯道形态出现的“千城一面”

山城的民居建筑在正立面和山墙面中,都会出现“格子式”的界面。
在正立面中无论是首层的入户门,还是二层的格子窗,都由横竖木条所搭
接围合而成。在山墙面中,为典型的穿斗式排架加竹骨泥墙所组成,每一步
架与横向穿枋共同构成正方形,矩形的格子。
而这山城民居中一个个大小不一,高低不齐的“格子”就好似上世纪
“荷兰风格派运动”代表人蒙德里安的作品一样,将作品不断简化,提纯,
形成抽象的直线、平面、方形艺术效果。笔者认为这样极简的几何艺术正
巧符合山城巷乃至山城民居的建筑气质。
巴渝建筑元素包括有：小青瓦,穿斗,挑枋,竹骨泥墙,山墙排架,花格
门窗等等,而对于元素的提炼,并非原样照搬复制,而是根据每一栋现状建
筑的风貌样式,因地制宜地根据其气质进行化繁为简。最后将筛选后的元
素进行现代化地处理,将原木柱演替为轻型方钢,将原繁琐的花格门窗

趋势,如此,才能营建出具备多元性审美价值的梯道生活场景。

注释：
①戴代新,戴开宇.历史文化景观的再现[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p21-24.
②(挪)克里斯汀·诺伯格·舒尔茨.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施植明,译.
天津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p55-67.
③(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金衡山,译.第2版.南京:译林出版
社,2006:p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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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及展望

[8]简·雅各布斯,金衡山.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J].安家,2012,(06):205.

重庆的梯道生活空间,不可回避地正处在剧烈变革之中,一个个曾经

作者简介

鲜活生动的生活场景,也正经历着颠覆、摧毁、消失的惨痛命运。
美国著名的评论家——简·雅各布斯,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
生》一书中提到,当我们回想起我们的城市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座城

刘可昕(1989--),男,四川自贡人,汉族,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硕士
研究生,中级建筑工程师,研究方向：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利用、旧城
改造。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