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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建筑时至今日,历经数千年文化积累与进化改造,创造出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并在传统美
学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国不断加强文物保护工作,以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秉
承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江苏省人民政府将镇江市润州区京口闸遗址
(明清)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本次设计将围绕省级文保遗址区范围内古建筑展开,浅析古建筑内部空
间展陈设计的可行性与局限性,因地制宜的利用原有的古建空间规划布局与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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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easibil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ncient architecture in exhibition space design
Liman Xu
Hangzhou wuweibozhan Art Engineering Co
[Abstract] up to now,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of cultural accumulation,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Chinese
ancient architecture has created its unique architectural style, and left a strong mark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s. China continues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in order to build a cultural
power. Adhering to the spiri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second and third plenary sessions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Jiangsu Province listed the jingkouza sit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Runzhou District, Zhenjiang City as a provincial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 This
design will focus on the ancient buildings within the provincial cultural heritage site area, analyze the feasibility
and limitations of the internal space exhibition design of ancient buildings, and make use of the original space
planning layout and Exhibition line of ancient building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Exhibition design;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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