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7 2020 Vol.35, No.2国际城市规划

文章编号：1673-9493（2020）02-0087-08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9830/j.upi.2018.076

摘要：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出现了较严重的千城一面

现象，究其原因是城市空间特色的丧失。本文以日本为例，

探讨日本传统城郭本身及其保护与再利用如何塑造了城市的

空间特色。通过选取 16 个典型案例，本文从城郭的内部空

间结构、城市空间区位和更新利用历程三方面，剖析了城郭

与城市空间特色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从城郭保护、与现代城

市建设的关系，以及对待历史的态度等方面总结经验及其对

中国的启示。

Abstract: China faces a serious problem in the rapid urbanization:  
the same image of cities. The core behind the phenomenon is 
lacking the urban spatial distinc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Japan  
and discusses how to shape urban spatial distinctions by Japanese 
castles and protecting and re-utilization of them. This paper selects 
16 cases, and analyze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Japanese castles 
and urban spatial distinctions in terms of structure of inner space, 
spatial location in the city, the history of renewal and re-utilization. 
Based on these material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ree points from 
Japanese experience: conservation measure, the relationship with 
current urban construction and the attitude to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se, this paper gives some inspiration to Chinese urba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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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are not Japanese Cities Same Image? Shaping Urban Spatial Distinction by Japanese Castles

日本城市为何不是千城一面？ 
—— 基于城郭的城市空间特色塑造

冉奥博  刘佳燕
Ran Aobo, Liu Jiayan

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要“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

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2016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留住

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其背后一个

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是中国近年来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千城一

面和城市特色的丧失。日本在城市特色塑造方面有着宝贵经验，本文

分析了日本传统城郭及其规划手段如何塑造了城市空间特色，并总结

相关经验，以期为中国城市空间的特色塑造和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

展提供借鉴。

1  理论基础

1.1  文献综述
千城一面及其背后的城市空间特色丧失，是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

问题，并围绕开展了多层次讨论。在城市规划层面，其原因是旧城改

造方式不当，力度过大 [1] ；在城市设计层面，其原因是城市设计缺乏

原创性，特别是对于公共空间的设计欠妥 [2] ；在文化层面，空间特色

危机可能源于文化危机 [3] ；在社会层面，公众厌烦的是文化认同的距

离感和快速发展中的无所适从，而非简单的面貌相似 [4]；在制度层面，

政治经济精英的自上而下的规划必然会带来千城一面 [5]。千城一面并

非中国特色，美国 [6-7]、日本 [8] 在 20 世纪后半叶都对此有所讨论。

虽然日本规划学界也担忧城市特色丧失，但总的来看，日本在塑造

城市特色方面比较成功。在内田顺文针对城市象征和对城市印象的问卷

中 [9]，其调研的 70 个日本城市都有鲜明的城市元素。日本学界和业界

重点研究了如何通过具体项目塑造城市特色，包括在地资源整合 [10]、历

史街区 [11]、城市更新与城市政策 [12]。原日本城市规划学会会长新谷洋二

强调城郭与日本城市的天然联系，认为城郭长期处于日本城市发展史的

核心 [13]，因此有必要从城郭视角分析日本城市的特色塑造。

虽然关于城郭与城市的先行研究已经很丰富，但仍存在一些疏

漏。第一类研究是关于城郭与城市设计，以安藤昭和五十岚日出夫为

代表。他们研究了现代都市中传统城郭的视廊和视觉认知问题 [14]、城

市功能与城郭景观之间的关系 [15]、城郭空间意象的民众认知 [16]、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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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整备的景观评价 [17] 等问题。第二类研究主要讨论了城下町①与

城市空间形成和土地利用的关系。野中胜利开创性地探讨了

16 世纪中后期—19 世纪中后期的城下町与二战前日本近代

城市规划的关系，集中在路网结构、规划内容、绿地等方面 

讨论 [18]。田中映和新谷洋二分析了盛冈等八座城市铁路兴起

和商业区转移对城下町的影响 [19]，暗含城市现代化中，以

铁路为代表的新元素与以城下町为代表的旧元素之间的碰撞，

但未展开论述。松浦健治郎等发现明治和大正时期部分新行政

中心与城下町的紧密关联 [20]。第三类研究主要针对城郭保护

修复问题，野中胜利探讨了天守阁复建的文化和景观意义 [21]； 

松浦健治郎研究了护城河的修复手段、修复目的以及两者之

间联系 [22] ；徐旺佑研究了在文化财产保护法制度下的城郭保

护 [23]。但既有研究存在以下疏漏：集中在天守、石垣等城郭

的某一方面，对于城郭各个要素的综合性分析不足；对城郭

与城市空间特色关联，即对城郭自身及其相关设计规划如何

塑造日本城市空间特色的研究不足。城郭作为重要文化遗产，

是日本现代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对城郭的全面理解，

能更深刻地解释日本城市演进及其空间特色的形成。

1.2  案例选择
本文在内田顺文 [9] 研究的 70 个城市中选取了以“城”

作为象征要素②，且象征指数大于 20% 的城市作为案例。一

个县内若有两个城市都符合条件，选择象征指数更高的城市；

并删去几乎完全损毁的川越城。由于缺乏九州地区案例，从

地域均衡的角度，本文增加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作为

案例。这 16 个案例较全面地覆盖了不同的城市级别、所属

地区和城郭级别（表 1）。

1.3  基本概念
城郭是日本古代城市的核心和基础。在日本战国时代

（15 世纪末—16 世纪末），城郭作为军事建筑得到普及，而

后许多又作为行政中心得到极大发展，并对城市的建设发展

产生了持续深远影响。日本城郭的英文是“Japanese castle”，

类似于西方的城堡，但其规模通常大于后者。日本城郭完全

不同于中文的城郭或者城池，后者在日语中为城郭都市或城

壁都市。

城郭的严格定义还不够明晰③。常识中的城郭是指由天

守阁和白壁的城橹等石垣上各种建筑物构成的封建诸侯的居

所 [24]。日本城郭研究开创者鸟羽正雄认为广义的城郭是指以

军事目的修筑的防御设施，也可以称为“筑城”[25] ；当只存

在单一土垒来包围空间，即中心空间及空间上的建筑物则称

为“城”；若存在多重土垒，则内部称为“内城”，外部称为

“外郭”[26]。新谷洋二从空间的角度出发理解城郭，认为城

郭是人们将土堆积起来并夯实，在此之上建立的城壁所包围

的空间 [13]132。“城”本意为将土作为材料进行加工 [23]155，或

将土堆积并夯实以使其坚固 [13]131。“郭”也可以写作“曲轮”，

三省堂《大辞林》将其定义为被城墙、护城河、自然的悬崖

和河流分割开来的内部区域；朝井美树等将其定义为划定城

郭范围的由护城河、土垒等多重要素共同构成的复合物 [24]。

① 城下町指大名（领主）居所，主要是城郭周边形成的聚落。城下町的形成是先有城郭，再由大名强令家臣和工商业者集聚于此。相对于现代城

市而言，城下町就是历史街区。在现代日语中，城下町已被泛化使用。

② 内田顺文通过对日本地理学会会员问卷调查的形式，搜集整理专家对于 70 个日本城市的印象。问卷其中一项是象征要素，即该城市具有什么

象征性要素；象征指数即多少百分比的被调查者填写了该象征要素。

③ 如对城郭中的“郭”是否能包含本丸，“郭”指用土堆成的平台还是更广义的空间等问题的回答还存在不同表述。“丸”就是区域，本丸、二丸、

三丸是指从城郭中心出发的第一、第二、第三区域，以此类推。

表 1  案例城郭基本情况

城市 城市级别 所属地区 城郭级别

仙台市 政令指定都市 东北地方 仙台城，国家史迹

会津若松市 一般城市 东北地方 若松城，国家史迹

弘前市 一般城市 东北地方 弘前城，国家重要文化财产，

国家史迹

米泽市 一般城市 东北地方 米泽城，县级史迹

东京都 五大都市 关东地方 皇居，国家重要文化财产，

国家特别史迹

松本市 特例市 甲信越地方 松本城，国宝，国家史迹

名古屋市 五大都市 东海地方 名古屋城，国家特别史迹

静冈市 政令指定都市 东海地方 骏府城

金泽市 中核市 北陆地方 金泽城，国家史迹

大阪市 五大都市 近畿地方 大阪城，国家特别史迹

松江市 中核市 中国地方 松江城，国宝，国家史迹

津山市 一般城市 中国地方 津山城，国家史迹

萩市 地方城市 中国地方 萩城，国家重要文化遗产，

国家史迹

高松市 中核市 四国地方 高松城，国家重要文化遗产，

国家史迹

松山市 中核市 四国地方 松山城，国家重要文化遗产，

国家史迹

熊本市 政令指定都市 九州地方 熊本城，国家重要文化财产，

国家特别史迹

注：  依据《地方自治法》和《五大都市行政监督特例》，日本城市等级

由高到低可以分为五大都市、政令指定都市、中核市、特例市（现

已废除，但既存城市保留）、一般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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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认为城郭是有意识地利用土木工事或者自然条

件构建的、以防御为目的的封闭空间及空间之上的建筑物，

其中“城”是最内部的核心功能区，“郭”指非核心功能区。

鸟羽正雄认为研究城郭有五大要素：地选地取、绳张、

普请、作事、城下町设施。地选地取指地势及周边地理环

境；绳张指与土地相关的要素，包括形状、高低、面积、长

宽、朝向等；普请指与土木工事相关的要素，包括垒（城墙、

石垣等）、濠 / 堀（护城河）及其他要素（隧道、道路、园

林等其他工事）；作事指建筑物相关的要素，包括天守、长

屋、仓库、门、橹、屋敷①等各类建筑物；城下町设施指与

城下町相关的要素，包括城郭与城下町的位置关系，路网情

况等方面 [24]16-18。鸟羽正雄提出，多数城郭研究仍是基于天守、

橹或屋敷的建筑研究，对地选地取、绳张、普请，即城郭整

体的地形、规模，城郭的配置、壁垒、壕沟等的研究亟须加

强 [27]。本文继承该思想，不仅从城郭内部空间结构，而且从

城市整体区位、更新利用历程等方面出发，考察城郭的各个

要素对城市空间特色的塑造作用。

2  城郭的内部空间结构与城市特色

如前所述，本部分从地选地取、绳张、普请、作事四方面，

共高低、面积、轮廓、垒（大小）、垒（封闭）、堀（护城河）、

天守、桥等八小项，考量城郭的不同内部空间结构如何影响

城市空间特色的形成（表 2）。高低可以分为山城、平山城

和平城，一般认为山城的相对高度在 100 m 左右，平山城在

30 m 左右，平城几乎为零。水城是被水域围绕的特殊平城。

面积指城郭现存几丸，所含的丸越多，其相对面积越大。垒

需要考察两方面：一是垒所封闭的空间大小，这可以体现历

史上城郭的大小；二是垒所造成的空间封闭性，若城郭利用

或者建造陡峭的山崖、石垣、土垒，就可以造成强的空间封

闭。堀一方面加强空间封闭性，另一方面也可成为城市的特

色景观。天守通常被视为城郭的代表，也是集中体现日本特

色的建筑物，可分为现存天守（从古流传的天守）、复建天

守（现代复建的天守）、无天守三类。桥作为城郭各丸、城

郭与城下町的连接建筑，也是作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要

素直接影响到城郭在现代城市中的功能定位，并影响到土地

利用，进而作用于城市的特色塑造。

拥有天守的城郭在当代城市建设中主要强化其文化功用，

不论面积大小都被归为限制开发用地，周边城市设计突出天

守及其附属建筑的特征。相邻地区的城市风貌需求与风格一

致，商业设施相对较少，多是半固定的旅游商品店。如弘前

城、松本城、松江城和松山城都保留有现存天守，均是古代

遗留的木质结构，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观赏价值。大阪城、

名古屋城、熊本城（图 1）并称日本三大名城，原由当时的

名匠加藤清正和藤堂高虎修筑。虽然因为战争被毁，但复建

之后仍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并且政府将有关当地历史与文化、

城郭发展的相关内容进行布展，使得城郭成为文化宣传的重

要平台。若松城天守重建于 1965 年。若松城是戊辰战争中东

北诸藩的大本营之一，围绕着若松城发生了体现日本武士道

精神的白虎队事件。由此看出，由于天守极具日本文化特色，

因此绝大部分拥有天守的城郭一直作为文化遗产得到全面重

点保护，并成为城市传统精神和空间形态的核心载体。

没有天守且垒范围较大的平山城和山城，在周边城市设

计上突出自然环境，人造环境是自然环境的一个补充。例如：

仙台城位于海拔 202 m 的植被丰富的青叶山，于此可以眺望

表 2  16个案例城郭的特点比较

城郭
地选地取 绳张 普请 作事

高低 面积 轮廓 垒大小 垒封闭 堀 天守 桥

仙台城 平山城 本丸 不规则 大 强 无 无 有

若松城 平山城 三丸部分 较规则 中 中 中 有 有

弘前城 平山城 三丸 较规则 中 弱 大 现存 有

米泽城 平城 二丸部分 规则 中 弱 中 无 有

皇居 平城 三丸 不规则 大 强 大 无 有

松本城 平城 二丸 较规则 小 弱 中 现存 有

名古屋城 平城 二丸 较规则 大 中 中 有 有

骏府城 平城 三丸部分 规则 小 中 中 无 有

金泽城 平山城 三丸部分 不规则 中 中 无 无 有

大阪城 平城 二丸 不规则 大 强 大 有 有

松江城 平山城 二丸 规则 中 中 大 现存 有

津山城 平山城 三丸 较规则 中 强 小 无 无

萩城 山城 三丸 规则 中 强 中 无 有

高松城 水城 三丸 规则 小                         弱 大 无 有

松山城 平山城 三丸部分 较规则 小 强 小 现存 有

熊本城 平山城 三丸部分 不规则 大 强 小 有 有
图 1  熊本城天守及其附属建筑
资料来源：https://kasesuru.jp/kumamotocastle/

① 天守是具有瞭望指挥功能的日本城堡；橹是起防御、警戒作用的建筑，类似于哨站；屋敷是以居住、行政功能为主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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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和整个仙台市，山上有伊达政宗塑像、石垣等建筑物，

两者共同构成自然和文化条件优越的风景区（图 2）；萩城

也被称为指月山公园。城郭的保护更多强调与周边自然环境

要素的协调和整合，周边建筑用地被严格限制，突出生态保

护。由此，这部分城郭被塑造为以自然生态、眺望景观为主

的城市特色区域。

没有天守，但绳张面积较大的城郭因为土地利用的性质

和规模没有太大变化，通常被塑造为都市休闲、观光商业、

宗教活动等区域，以提升地区活力和生活品质。如金泽城内

拥有完善的商业配套，从小立野台地的山脚到金泽城的入口

形成了商店街。米泽城因为本丸内的上杉神社，成为宗教活

动的主要场所。由于对原有土地利用保护较好，津山城和高

松城都被打造为具有特色的都市休闲区域。部分城郭还成为

城市举办各类社会活动和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图 3）。
城郭的边界轮廓则直接影响到城市整体路网形态。边界

轮廓规则的城郭通常形成规则路网，如若松城、弘前城、米

泽城、松本城、名古屋城、骏府城、松江城、津山城、萩城、

高松城和松山城都是类棋盘状路网。不规则的城郭轮廓通常

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更加自由的路网形态，如仙台城、东京、

金泽城、大阪城和熊本城的路网。城郭的边界轮廓是由当地

山水条件和城下町建设共同决定的，不规则城郭轮廓通常是

利用曲折河流和复杂山势形成好的防御条件。米泽城、松江

城和津山城的轮廓不是完全规则，但通过城下町的建设使其

周边区域呈现出了道路网络。

垒封闭程度直接决定空间之间的交流以及功能的互通，

堀也起到类似的作用。当垒的封闭性较强或者堀的规模较大

时，城郭与周边空间的交流会受到一定影响。封闭性较好的

城郭，其内外部城市风貌差异较大；而封闭性较弱的城郭需

要依靠一定控制区作为城市风貌变化的缓冲区。如仙台城、

弘前城、松山城、皇居、津山城、萩城和熊本城等城郭，周

边多为行政、金融、教育或者绿化区域，与城郭所代表的文化、

旅游功能不完全一致。但同时，由于垒和堀的规模较大，具

有一定的观赏性，也加强了内部的空间特色。如弘前城、皇

居利用堀打造赏樱景点，津山城则以其现存石垣而著名。而

其他封闭性不强的城郭会控制周边区域的建筑风貌，通常手

段是控制建筑物高度、建筑风格，修建公园，保留一户建民

居等。

桥作为连接城郭与外部空间的建筑物，一般发挥着三种

作用。第一种是观赏类的桥梁，如皇居的二重桥、松本城的

埋桥、名古屋城的堀川七桥等。这些桥梁有砖瓦结构，也有

木造结构，加强了区域内的观光和历史特色。第二类是承担

交通功能的桥梁，如仙台城的大桥、金泽城的石川桥、高松

城的常磐桥。这些桥梁已经成为现代城市交通或者步行系统

的一部分，使得城郭的元素能够渗透到城市的更多角落。第

三类是城下町的桥梁，如皇居的日本桥、大阪的心斋桥。在

古代，这类桥梁连接不同的手工业区域①，是日本水运的物

流集散中心，该功能一直延续到现在，这部分桥梁的所在地

已成为商业贸易中心甚至金融中心。桥是一种文化印记，不

论是从直接的物质层面或者仅存的作为地名的精神层面，使

人们身处现有空间中，能够产生对于传统的追忆。

3  城郭的空间区位与城市特色

根据城郭在城市中区位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中心

型和边缘型。古代日本城市多是以城郭为中心的消费城市；

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火车站作为交通枢纽引发商业活动

和人流的聚焦，成为部分城市的中心；有的城市还拥有其他

中心。因此，中心型又可以分为单中心型、双中心型和多中

心型（表 3）。

图 2  仙台城远眺
资料来源：冉奥博拍摄

图 3  活动预备中的金泽城广场
资料来源：冉奥博拍摄

① 古代城下町的布局是将同一行业安置在同一区域（町）。

表 3  案例城郭的空间区位分类

空间区位 城郭

中心型

单中心型

米泽城

松山城

津山城

松江城

高松城

双中心型

若松城

弘前城

松本城

骏府城

多中心型

皇居

名古屋城

金泽城

大阪城

熊本城

边缘型 —
仙台城

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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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郭在城市中的不同区位带来差异化的城市内部功能分

化和土地开发强度。中心型城郭及其周围区域必然承担文化

功能。对单中心型而言，城郭及周围地区会形成多功能复合

中心；对双中心型而言，城郭及周围地区通常担负行政、文

化等传统城市职能，火车站及周边承担交通、生产、新兴商

业等现代城市职能；多中心型通常除了城郭和火车站区域之

外，还会有多个其他类型的文化区域，通过精心布置的公共

交通和旅游线路将各功能中心紧密串联，最大程度实现功能

互动。

单中心型通常以城郭为中心集中布置商业、行政、文化、

交通等核心功能，进行高强度土地开发，形成紧凑的城市形态。

例如松山城处于松山市的中心地段（图 4），爱媛县厅甚至设

立在原有城郭之内，向西 600 m 即为松山火车站，南边紧邻

以县厅、市政府为主的行政中心，南部 100 m 即为主要商业

区“大街道商业街”，北部为教育区，有松山大学、爱媛大学。

双中心型多以城郭和火车站为中心，城郭及周围地区主

要为行政区、文化区和传统商业街；火车站周边往往集中商

业综合体等现代功能。例如会津若松市是典型的双中心类型

（图 5），城市北部以会津若松站为中心，南部以若松城为

中心，神明通作为轴线连接南北。以市政府为中心的行政区，

博物馆、日新馆、野口英世青春馆等构成的文化区，和主要

商业区都布局于南部，呈高开发强度。北部地区以火车站为

中心布局三菱伸铜工厂、会津大学等产业和教育用地，开发

强度较低。作为主干道的神明通及其背街小巷共同组成连通

南北的商业街。

多中心型包含城郭、火车站等多个中心，高开发强度地

块比较少且集中于各中心。金泽市被自东南向西北的浅野川

和犀川两条河流分割为三部分，发展出了四个风格迥异的中

心（图 6）。浅野川以北是东茶屋街，主要为历史街区；犀川

以南是西茶屋街，以寺庙神社为主。金泽火车站周围以商业

设施、办公楼为主；金泽城周围以商业、文化、行政设施为主。

金泽市专门打造了三条不同线路的“城下町周游巴士”（图

6），将各个中心区域连接起来，高效实现各类公共资源的紧

密互动，并为人们体验别具特色的城市文化提供了便捷的联

系和多样的选择。虽然城市各中心风格不同，城市设计也考

虑到了不同文化的融合。金泽火车站的建筑物吸收了日本传

统文化因素，东茶屋街第一层以日本茶为主，二层提供咖啡；

在建筑物风格和空间功能层面都考虑到了对城市建设风格的

平衡。

边缘型城郭均处于军事地位显著的区位。故而在和平

时期渐失中心地位，整体区域与现代化的城区无论在肌理上

还是功能上均分异明显。虽然明治、大正时期传统街区在城

市现代化进程中有所破坏 [28]，但现今通常将城郭及其周边

地区整个划为历史保护街区，例如案例中的萩城。萩城北靠

日本海，处于萩市的西北侧。虽然萩市是明治维新时较早进

行工业化的城市，但整个市区基本保持古代遗留的路网结构 

（图 7）和城市肌理，形成了特色的小尺度街区、商住混合

用地，以及较低的开发强度。

虽然城郭的外部空间结构类型与城市规模有一定关系，

但都通过“点（城郭）—线（城下町、街巷）—面（城市整

体）”的格局丰富和塑造了城市空间特色。一般而言，中小

城市是单中心和双中心布局，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是多中心布

局，边缘型可能出现在不同规模的城市。单中心布局以城郭

为中心提高城市开发强度，围绕城郭打造城市空间特色；双

中心布局通过商店街等特色街道连接城郭与另一城市中心

（多为火车站），形成两点一线的城市特色廊道；多中心布

局通过交通线路将城市多个中心连接，使得城郭的属性得以

辐射到更旷阔的区域；由于城市中心外移，边缘型布局通常

图 4  松山市中的松山城 图 5  会津若松市的双中心结构 注：  交叠的黑线、黄线和绿线分别代表不

同的巴士线路。

图 6  金泽市的多中心结构及连接多个中心
的巴士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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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保留大部分城下町的布局。虽然保护力度不同，但几类

城市都是从保护对象的整体性、保护范围的整片、保护城市

历史文化进行整体性保护。在规划中，城郭与城下町是一个

完整的保护对象，而且具有区别于其他城市风貌的内在特色。

保护区域及规划行为是整片、系统的，并且利用规划手段打

造城郭特色区域的完整性。同时，城郭特色区域是日本城市

历史文化的沉淀和物质体现，保护和合理规划城郭也是保护

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与集体记忆。

4  城郭的更新利用与城市特色

对城郭的更新与利用是日本城市建设中持续开展的重要

内容。城市作为一个连续演进的社会空间载体，各个历史时

期城郭所经历的不同变化也深刻塑造了当今日本城市的独特

性。可以看到，这些城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差异化的

更新改造方式（表 4），而其中的许多片段都通过某些方式

在今天的城市中留下了印记，进而形成别具一格的城市记忆

和特色风貌。

在历史上，日本城郭也曾受到严重破坏。1615 年由德川

家康策划的“一国一城令”导致大量城郭被毁①。城市现代

化进程中，诸如松江城、高松城、弘前城、若松城等城郭也

因 1873 年的“存城废城令”而遭受破坏。此外，战争、火

灾、雷暴、地震等灾害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大量城郭，诸

如仙台城、津山城、大阪城、名古屋城、骏府城、皇居、米

泽城、熊本城。面对严重破坏，日本从古至今都在不断更新

利用城郭。

早在江户时期，部分城郭就将原城郭地区的一部分改建

为园林，进一步巩固了城郭及其周围地区作为文化中心的地

位，如金泽城。17 世纪中后期，日本进入稳定的江户时期，

战争的可能性减少；同时，金泽城所在的加贺藩因支持江户

幕府，一跃成为日本第一大藩，所辖藩领 102.5 万石。因此，

城主前田纲纪于 1676 年将金泽城原有城郭的一部分改造为

“莲池庭”，即现在的兼六园，成为日本三大名园之一。这

次改造为现在的金泽市保留了巨大的中央公园，还避免了明

治维新之后对传统城郭的破坏。

明治维新后现代化过程中，曾将风景园林设计引入与城

郭相关的更新保护项目，该做法延续至今 [29]。1874 年，松

本城本丸、米泽城被划定为公园。1894 年，弘前城作为市

民公园开放；1903 年园内开始种植樱花，目前已成为日本

赏樱名所。1917 年，日本近代园林学奠基人本多静六着手

改造若松城为公园。皇居、大阪城、名古屋城等大型城郭的

附近土地也曾先后被修整为公园。这一时期，更新利用为公

共绿地的城郭多为山城和平山城，依靠城郭所在山地的良好

自然环境成为郊野公园；平城或单中心型城郭多成为城市公

园。它们成为日本城市绿地和全国公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改建公园外，日本还采取了复建城郭建筑群的更新手

法。1928 年由大阪市长关一提出再建的大阪城天守开启了日

本复建潮流。第一次高潮自 1960 年代开始。当时日本经济复

苏，政府意图重塑民族文化符号，部分城郭开始复建。主要

措施是清理城郭内的其他建筑物，恢复用地为史迹名胜保护

区，重建天守或其他历史建筑，并不要求修旧如旧。这一时

期重建的天守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如1948年大阪城重建（图

8），1958 年名古屋城重建，1960 年熊本城天守重建，1965 年

若松城天守重建，1968 年松山城本丸内本坛上的附属建筑物

复建。

表 4  16个案例城郭不同历史时期的更新利用

年代城郭 江户后期 明治时期 昭和前期 昭和后期 平成时期

仙台城 基本维持 基本维持 破坏 破坏 维持

若松城 维持 破坏 保护 重建 —

弘前城 重建 基本维持 — — —

米泽城 维持 破坏 重建 — —

皇居 扩张 维持 破坏 重建 —

松本城 破坏 重建 — — —

名古屋城 维持 基本维持 破坏 重建 —

骏府城 破坏 维持 — — —

金泽城 改建 破坏 — — 重建

大阪城 破坏 重建 破坏 重建 —

松江城 维持 基本维持 — — 重建

津山城 破坏 破坏 重建 维持 —

萩城 维持 破坏 基本维持 — 重建

高松城 维持 破坏 重建 — 重建

松山城 维持 基本维持 — 重建 —

熊本城 扩张 破坏 — 重建 保护

注：  表中的“破坏”“重建”“保护”是针对城郭原有建筑而言；“—”

表示不涉及改造，保持不变之意。
图 7  萩市历史路网与现在主要路网
资料来源：左图为作者绘制，右图为 1652年萩絵図，山口県文書館出版

① 为加强集权，打压以西日本为主的非嫡系军事，江户幕府规定一个令制国或一个大名只能拥有一个城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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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高潮自 1990 年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一方面，

日本经济增速放缓，城郭复建成为经济刺激计划之一；另一

方面，伴随老龄化、少子化趋势日益严峻，商业开发冲动减

弱，人居环境建设成为关注焦点。更新利用天守被认为是地域

观光资源活用的一种途径，城市借城郭复建打造特色名片 [30]。

这次复建的特点是尽量修旧如旧，多采用传统木质结构。传

统城郭工艺多具有本地性，因此特别培育了一批本地中小企

业和手工业者。例如：1990 年，若松城复建茶室“麟阁”，

2010 年将现有黑瓦替换为传统红瓦；1996 年，石川县计划

重建金泽城，所有建筑物均采用传统木质结构；1997 年，熊

本市颁布熊本城复原整备计划，采用木质结构逐步复建本丸

御殿等天守附属建筑；2007 年，高松城拆除天守台上的玉

藻庙，准备复建天守；2009 年，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提出

名古屋城天守木造复原，预计 2020 年开始木造建设（图 9）。
无论是破坏、保护还是重建，每个时代的更新利用都在

城郭留下了印迹，而非简单地用重建去代替破坏。除了上述

城郭的整体规划之外，一些小尺度规划细节也能折射出上述

复杂而曲折的历史。例如皇居到东京站的街区设计（图 10），
从皇居到东京站间包含了古代江户时期、近代明治时期和现

代三种建筑风格（图 11），通过行幸通这一条道路串联起了

东京的发展历史。这种冲突的景观似乎在时刻提醒着城市应

对历史保持尊重，不论是愉快的历史，还是痛苦的历史，都

是城市发展的一部分。这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更新利用的叠

加，为日本城市的景观增添了丰富多彩的特质。

5  结语

由于古代改造自然能力较弱，日本城郭多依照山形水势

修建，是地域文脉的集中体现。城郭作为城市特色的“牛鼻

子”，是城市物质空间和精神文化的民族符号，极大塑造了

日本城市空间特色。这种特色并非从天而降，而需要通过对

城郭及其周边空间的合理规划进行塑造。日本不仅将城郭进

行整体性保护与开发，还通过与城市整体空间结构、功能管

控、配套支持等手段，使得城郭与周围商业、行政、文化等

城市活动协调，与周边空间发生关系、相互交织。在规划塑

造特色的同时，也实现了特色的自然生长。日本对待城市历

史的态度保证了特色延续，承认空间上的历史延展，让城郭

成为丰富多元而非单一特定的城市历史载体。

中国的城市特色塑造也离不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

号，日本的经验具有一定借鉴意义。首先，城市发展应当重

视老城的整体性保护和利用，应当综合考虑其内部结构、文

化内涵、空间区位和历史发展。应该以规划、设计牵头，以

某一具有在地性的要素为核心，建立起围绕要素的自组织生

长机制 [31]。其次，老城和文化遗产保护应与现代城市建设协

图 8  复建的大阪城
资料来源：冉奥博拍摄

图 9  名古屋城木造复建的本丸御殿
资料来源：冉奥博拍摄

图 10  皇居东部区域

注：左图为东京站往皇居方向，右图为行幸通往站前广场方向。

图 11  行幸通
资料来源：https://www.g-mark.org/award/describe/48008?locale=ja



94  2020 Vol.35, No.2

城乡研究 

调，现代城市特色塑造在功能、交通、肌理、风貌等方面都

应充分考虑文化符号。同时，保护也并非简单地对老城与文

化遗产修旧如旧，而需多维度、全方位探索以展示城市发展

文脉，需要将相关保护与更新利用放在整个城市特色塑造的

大框架下考量。

注：文中未标注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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