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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ing nan culture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proposing cross-regional cultural heritage

regional collaborativ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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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遗产的区域建构研究是目前两岸三地深入粤港澳大湾区研究与发展的必要方向。

从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文化建设层面的国家战略要求出发，梳理珠三角九

市及香港、澳门的城乡文化遗产类型，以及其与中华文化传统与岭南地域文化的民族、文化

与历史渊源，进而发现岭南文化在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城乡文化遗产建构中的独特价值，最后

提出跨地区的文化遗产区域协同保护与发展策略，指导平台研究的开展与交流，共同促进大

湾区城乡建设实践。。

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于2019年2月18日印发，是中国政府发布的专门针对“粤

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的纲领性规划，是中国内地在政策、资金等各层面支持该区域实施发

展的国家战略性文件。目前中国内地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研究成果自2018年开始明显增多，

主要涉及规划解读[1]及对既有城市群的经济金融[2,3]、科技创新[4]与城市发展[5,6]等领域，但对

文化遗产区域建构的研究数量较少，是日后深入研究与发展的必要方向。随着当前世界文化

遗产诸项目在亚洲地区的推进，中国也亟待学理层面的文化遗产深入研究成果推动其实践发

展。各级政府、研究机构等意识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红利与文化优势，以及当前世界文化

遗产项目的推动对区域、地区和城市经济增长与文化自信建设的积极贡献，开始有意识的支

持相关研究与建设。

本文从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此后简称《发展规划纲要》）对文化建设

层面的国家战略要求出发，寻找珠三角九市及香港、澳门的古代城乡文化遗产,以及其与中华

文化传统与岭南地域文化的民族、文化与历史渊源，进而发现岭南文化在当前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遗产建构中的独特价值，并提出跨地区的文化遗产区域协同保护与发展策略方法，指导

平台研究的开展与交流，共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城乡建设实践与经济合作共赢。

1.国家战略层面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构

“人文湾区”是《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的为服务人民、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

质生活圈[7]的重要一环。香港、澳门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优势互

补[7],粤港澳地域相近、文脉相亲[7]是人文湾区建设的历史文化基础。其中涉及的深层渊源即

有关学者提出的：基于血缘、地缘、史缘与业缘的关系，岭南文化是广东精神与香港精神共

同的文化渊源[8]。澳门文化的历史发展亦具有开放的岭南文化底蕴[9]。可见，在人文湾区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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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文化重建层面，岭南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发展规划纲要》中也多次明确提

到“岭南文化”，以及其所依赖的中华文化精神。

中华文化精神探讨由来已久，其涉及之广度涉及“文化生态”之层面，而中华民族社会

心理与精神特征应该正如学者冯天瑜所说的是“依赖半封闭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发展自然经

济辅之游牧经济的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社会”[10]而存在的。《发展规划纲要》对粤港澳特别

是港、澳两区的规划明确提出鼓励香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支持澳门打造具有以中华

文化为主流的交流合作基地，共同推进粤港澳三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7]。而作为

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岭南文化”，用岭南的文化的来概括则并不精确，岭南的文化应是以

“岭南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并糅的文化。岭南文化自古以来就是被政治概念与地理范畴

限定的，而从历史学角度来看，“岭南文化”真正形成之时间阶段也是明清之际，之前则一

直处于孕育期。实际上，在《发展规划纲要》中也明确应“支持岭南文化”[7]，“推动珠三

角九市城乡一体化” [7]，“建设具有岭南特色的宜居城乡” [7]。粤地省会广州的城市定位则

明确为建设“岭南文化中心”[7]，“扩大岭南文化的影响力与扩展力”[7]。可见，当前国家层

面的粤港澳大湾区应以明确的“岭南文化”概念来推动人文湾区及其文化遗产建设。

2.粤港澳大湾区城乡文化遗产与区域网络建构

2.1城乡文化遗产网络的区域建构

不同国家、地区对文化遗产的定义不同，涵盖的类型也各有差异。而“城乡文化遗产”

作为国家各级部委在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于内地建立的各类城乡物质文化空间保护的体系，

其概念近几年于内地专门提出。城乡文化遗产是指内地建立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单位

及历史建筑和优秀近现代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文化名城三个层次

的保护框架及相应的保护理论和方法[11]。其涵盖的城乡文化遗产类型是广义上富有历史文化

遗产价值的城乡建筑群体与单体及历史环境，一定程度上也可涵盖部分风景名胜区、考古遗

址公园及近代公园遗产等。

区域文化遗产侧重于文化遗产类型的区域建构。因目前国内省市间管理体系的差异，内

地对城市内部文保单位、历史文化街区等的关注较多，而对于城市与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区

域之间文化遗产的角色定位不甚明晰，对区域文化遗产关注较少。随着国家对统筹区域协调

发展及区域经济合作的支持与重视，京津冀、长三角与粤港澳三大区域的组团发展对区域经

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作用也凸显出来，在国家改革进程中对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与文化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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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作用更加显著。区域文化遗产建设即此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重点发展支撑。

基于区域协同发展的区域范围内城乡文化遗产体系建构在国际与国内的作用不言而喻。而粤

港澳大湾区的城乡区域文化遗产的应在基于共同价值取向与文化观念的前提下有序推进。

2.2粤港澳大湾区城乡文化遗产类型

与国内京津冀与长三角区域不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在“一国两制”的政治体制下进

行的，研究案例具有特殊性。又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与经济文化理念，导致港英时期与澳葡

时期的港澳文化遗产数量较多，其当前文化遗产保护方法与类型的制定也与内地有所差异。

内地的城乡文化遗产类型除了上述类型以外，还应有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以及始于2012年

调查参评的“中国传统村落”这一类型，内地的风景名胜区、考古遗址公园及近代公园遗产

因具有大量未纳入以上体系之内的历史文化景观也应予以包含。香港的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涉

及在文物保护方面，《古物与古迹条例》针对诸类法定古迹进行宣布、制定与保护发展。而

香港的自然保育部分也如内地风景名胜区类似，其中的“郊野公园及特别地区”中的“特别

地区”是指在动植物、地质、文化、或考古特色方面具有特殊及重要价值的政府土地[12]，具

有部分历史文化景观，故亦纳入本次研究范围内。相对于内地的传统村落，香港地区目前仍

有部分村落值得深入挖掘，如元朗的西边围与和北区的莲麻坑等具有厚重的文化遗产价值，

而澳门地区遗留的部分文化遗产如郑家大屋与卢家大屋也可进一步融入。而对于内地与香港

文化遗产中的历史文化景观缺失或不足现象，澳门的文化遗产（不动产）类型却已经包含，

即澳门文化遗产中的“场所”类型，如澳门“场所”类文化遗产包含了妈阁山、西汪洋山及

卢廉若、螺丝山公园等风景园林，乃至包含基督教坟场这一场所类型。由此可见，粤港澳九

市二区的文化遗产评定与管理准则并不尽相同，要建立区域协同的文化遗产体系需要进一步

的研究与实践。具体类型列表见表1。

表1 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涉及的中国内地、香港与澳门文化遗产类型。

地区

类别

内地 香港* 澳门*

1 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

2 风景名胜区 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 纪念物

3 历史文化名城 法

定

古

迹

古迹 具有建筑艺术价值的楼宇

4 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建筑物 建筑群

5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具考古研究价值地点 场所

6 中国传统村落 其他文物 缓冲区

7 文物保护单位 郊野公园及特别地带

8 历史建筑

9 优秀近现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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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近代公园遗产

注：香港地区资料来源于香港规划署公示文件，澳门地区资料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入口网站

2.3粤港澳大湾区城乡文化遗产的岭南文化根基

通过解读《发展规划纲要》，国家足够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在建设过程中对中华文化精神

与岭南文化的建构与发展。那在具体的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上，选择以及运用既定的文化

传统则成为重中之重。研究发现，“宗族”与“宗教”是学理上合理且可落实于大湾区城乡

实践的两个概念，本此处宗族为例进行探讨。

古代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社会，香港、澳门同古代广东一样，在被殖民之前

亦是如此。其保留的地域文化性格成为殖民时期城市性格的重要组成，也一直延续下去。宗

法专制社会的突出表现即是宗法制与宗族的延续。广东地区特别是广东的乡村地区受儒家文

化与宗族制度的影响极为明显，存在明确的宗族活动与宗法关系，这种宗法宗族关系在近现

代也部分成功转换为实体性团体进行生产建设与日常生活。香港地区的部分村落也依然存在

较多的宗族组织乃至村落联盟。学者John A.Brim对香港乡庙的研究也有提及，“村庄联盟（新

界地区的人们通常称之‘乡’）长久以来一直是该地区社会组织的一个特色”，“根据庙的

碑文，村庄联盟起源于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直至今天，这些联盟仍然有着微弱的影响”

[13]。澳门地区特别是16-17世纪仍然处于清王朝统治之下，岭南文化对澳门的影响也如学者刘

然玲所分的两类，“主要来自于民间的地域性很强的岭南文化”[9]与“政权相关的儒家文化”

[9]。地域层面的澳门文化从属于岭南文化，而澳门的人口结构也大多是汉族，且澳门汉族中

主体是也是广府文化。由上可见历史上的粤港澳地区在血缘、地缘、史缘与业缘上具有明显

中华文化的宗族宗法制根基，又兼具岭南文化的地方特色，是具有多元价值与独特理念的文

化遗产区域，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相对于内地与香港、澳门的宗族建构，也则应加强粤港澳在宗教文化层面的深入发掘，

如共同的妈祖信仰，即体现在如广东惠州妈祖庙、香港天后宫及澳门妈阁山等系列历史建筑

与风景园林之中。

3.粤港澳大湾区城乡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路径

3.1数字化应用平台与数据库建设

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是当前国际上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一环，也是信息化与数字化技术

导引遗产保护中最具创新力的环节之一。目前内地的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处于上升期，如江

南地区水乡古镇的联合申遗工作运作路径之一就是建立古镇数据库，相关研究者已入驻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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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专家工作站，如同里古镇、周庄古镇等，“并将领衔建设同里古镇文化遗产数据库，手

机记录当地历史地图、人口变化、经济变化、建筑物修缮等信息”[14]。

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遗产涵盖范围广、涉及类型多，是人居型与文物遗迹型遗产文化数

据库的综合，建设难度较大。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不仅要为民众提供信息检索与教育等基本

功能，还要丰富的档案资源与专业类别，其中涉及较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如建筑匠师

的口述档案及视频等。数据库建设的目标之一即是成立完善的数字化应用平台。数字化应用

技术平台即是应用大数据、物联网和互联网等路径建立大湾区文化遗产数据库的数字信息模

型，与大湾区其他数据云平台接轨联合，最后运用到物流、水电、物理铸造、规划施工等诸

多城乡规划实践领域，区域文化遗产的数据库建设将建成满足生产生活的遗产普及与文化创

新。

3.2挖掘历史线索统一的遗产空间脉络

随着当前世界文化遗产诸项目在亚洲地区的推进，中国面临着“一带一路”跨国、跨区

域的不同遗产线路的建设实施与“海上丝绸之路”海上线路项目的推进需求，亟待学理层面

的深入研究成果推动实践发展。

城乡文化遗产的学理建构是粤港澳城乡规划实践必做的基础性课题，其研究高度直接决

定建设质量。借鉴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经验，区域内文化遗产申报及跨区域遗产建设，因能

深入挖掘文化遗产的历史原貌、带动区域内外的城市复兴，导致其申报范式与方法在全球范

围内颇受追捧。如“中国大运河”和“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申报，其重点即

在申报时抓住文化遗产项目的时间脉络和交通线路进行研究与挖掘。大运河“在申遗过程中，

考古工作从考古学角度阐释了大运河历史变迁与沿革、遗产构成、工程技术及其核心价值”

[15]。港澳地区“一国两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城乡文化遗产是具有“跨区域

特征”的区域文化遗产网络建设。跨区域文化遗产建设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受到重视，

主要是指具有“跨地理区、文化区或行政区”特征的广泛地域性文化线路，这对当前大湾区

文化遗产网络建构有借鉴意义。

以下以孙中山文化资源的建构为例进行分析。在大湾区众多城乡文化遗产中，除了宗族

与宗教两类探讨重点外，还有“孙中山文化资源”的文化遗产性也需深入挖掘。在国家《发

展规划纲要》中“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扬孙中山文化资源”的规划要求下，挖掘孙中山文

化传播的时间线索串联起中山文化遗产的空间遗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孙中山”作

为一种文化符号的研究，目前已有部分成果，如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

与传播》[16]、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17]等，这在学理上是值得庆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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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区域文化遗产的建构还远远不够。“国父崇拜”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整治文化

现象[16]，这一现象为当代中国地区乃至亚洲、世界留下了众多“孙中山”文化遗产与文化资

源，覆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各个城市。其中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传播与文化传播路线映射下的

城乡文化遗产“点-轴”式廊道结构应是未来大湾区文化遗产研究与建设的重要切入点。

3.3区域联动进行跨界文化遗产保护

区域联动是当前区域跨界文化遗产工作的侧重点。在讨论完对大湾区的城乡遗产区域网

络的初步建构方法后，我们应进一步探讨针对区域文化遗产网应该如何有针对性的进行区域

联动的保护与发展。以粤港澳城乡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平台与数据库建设为依托，建立区域

内文化遗产评选，对当前不同地区的已有文化遗产类型进行等级匹配，从而确定区域内文化

遗产研究实施的新类型与新方向。

与此同时，加强粤港澳地区相关院校与重点实验室的合作平台建设。以华南理工大学为

例，华南理工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共建了自动化科学与工程联合研究中心，华南理工与澳门

大学“2+2”联合培养土木与电信方向的本科生等合作共建项目，而文化遗产领域则没有涉及。

文化遗产研究涉及的学科众多，以建筑学科共建为例，当前粤港澳高校的建筑学科发展较为

突出，如可加大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与香港大学、香港

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进行联合工作坊与联合毕业设计及导师、研究生的交流互换，或

针对城乡文化遗产项目（如传统村落与历史建筑等的专题调研与田野调查等）成立联合研究

中心或工作室等，并在相关地区进行积极的产、学、研空间规划与设计项目实践。目前香港

地区随着西九龙高铁站的设立，周边地区建设了西九龙戏曲中心，是对当前岭南粤剧文化传

承与发展很好的范例。以此为范本，粤港澳各市可修复与建设具有共同宗教或民俗信仰的历

史建筑或近现代建筑，发展相关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以及文化商业休闲区。就其他近代的

政治文化资源，如中山市的孙中山文化资源可成立中山中山纪念馆与博物馆等公共场馆，进

行民众教育与文化旅游，加大与港澳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展览的举办。在具体学术研究层面，

社会学、人类学、文化遗产学及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等多学科历史文化研究，拓宽区域文化

遗产的学术联动。

4.结论

粤港澳大湾区城乡文化遗产建设在当先阶段需及时的提上研究日程。通过对粤港澳地区

中华文化与岭南文化资源的挖掘，寻找港澳地区的岭南文化基因与文化遗产资源；通过对文

化遗产学理层面的多学科研究建立粤港澳文化遗产智库，积极建立与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申报

的广泛联系，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世界遗产申报建设与粤港澳大湾区城乡文化遗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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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接轨。建议各学科学者特别是建筑与文化遗产学者通过梳理两岸三地现存文化遗产类型，

建立区域协同的大湾区文化遗产体系，从而进行多地区、多维度的区域综合联动研究，最终

落实于大湾区城乡空间实践。

致谢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岭南汉民系乡村聚落可持续发展度研究》（51278194）与亚

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课题《传统人居环境下的中国理景艺术研究》

(2017KB06-x2jzC717016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国世平.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和全球定位[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2]邹薇,樊增增.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基于城际面板数据[J].国际经贸探

索,2018,34(05):55-67.

[3]梁经伟,毛艳华,江鸿泽.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因素研究[J].经济问题探

索,2018(05):90-99.

[4]黄群慧 ,王健 .粤港澳大湾区 :对接 “一带一路”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J].经济体制改

革,2019(01):53-60.

[5]林先扬.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整合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6]李郇,周金苗,黄耀福,黄玫瑜.从巨型城市区域视角审视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结构[J].地理科学

进展,2018,37(12):1609-1622.

[7]中共中央,国务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8]黄月细,黄楚丹.中国精神、广东精神与香港精神关系探析[J].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2018,16(03):1-5.

[9]刘然玲.文明的博弈——16-19世纪澳门文化长波段的历史考察[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

社,2008.

[10]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http://paper.ieti.net/ssh/


IETI Transactions 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2019.
http://paper.ieti.net/ssh/
DOI: 10.6896/IETITSSH.201906_2.0004

35

[11]阳建强.基于文化生态及复杂系统的城乡文化遗产保护[J].城市规划,2016,40(04):103-109.

[12]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规划署.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R].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规

划署，2017.

[13]武雅士.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14]江苏同里将建“文遗数据库”[J].城市规划通讯,2016(08):8-9.

[15]林留根.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考古阐释与文化解读[J].东南文化,2019(01):14-20.

[16]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7]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http://paper.ieti.net/s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