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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ities Bay Area is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the cultural field of the new era, which provides 

an outlet for breaking the malady of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which are 

alike in appearance and divine in spirit. The forward-looking concept of "trail"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 

essence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se trail is a virtual linear space with a specific theme and related 

coupling fragmentation related elements. It should focus on the goal of building a world-class tourist 

destina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haping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the Bay area,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types of elements that reflect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the Bay area, the trail should be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active system to build physical place and 

ritual space of the Humanistic Bay. 

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探析：以文化遗产游径开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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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文湾区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在新时代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为打破貌合神离的城市

群协作发展弊病提供了出口。“游径”这一前瞻性概念的提出为散处大湾区各地的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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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整合契机。文化遗产游径本质是以某种特定主题关联耦合碎片化相关元素的虚拟线性

空间，应着眼于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之目标，立足塑造湾区人文精神的原则，从关联耦合

体现湾区人文精神的三类元素出发，将游径“公交化”，以建设互动系统为重点，拼合出共

建人文湾区的实体场所、仪式空间。 

引言 

“人文湾区”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中较为新颖的

提法，此部分以“坚定文化自信”作为开篇，寓意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定文化自

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1]因此，建设人文湾区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要

建设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的国际一流湾区，就必须建设国际一流的人文湾区。目前，关于人文

湾区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已出版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研究的专著大多鲜有提及人文湾区的内

容[2]，这与加强文化交流合作、增强文化自信方面的重要性及其在《规划纲要》所占篇幅极

不匹配。本文试从文化遗产游径开发的视角，对建设人文湾区进行简单探讨，以期为相关研

究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参考。 

一、“人文湾区”建设内涵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概念的提出背景 

《规划纲要》中“共建人文湾区”的内容主要包括塑造湾区人文精神，加强湾区内人文交

流，扩大岭南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进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其中，加强交流和扩大影响力

是具体措施，集中体现建设人文湾区内涵的应是“塑造湾区人文精神”。《规划纲要》将体

现湾区人文精神的元素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实体文化元素，如文物古迹、世界文化遗产

等；第二类[3]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粤剧、醒狮等；第三类为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如廉洁文

化等。这三类元素是塑造湾区人文精神的载体，但它们在大湾区既普遍存在，又分布不均，

如何将它们统筹使用，是当前人文湾区建设中的重点方向。 

《规划纲要》指明湾区人文精神塑造的基础为：地域相近、文脉相亲，而“文脉相亲”既

是现有基础，也是塑造方向。“文脉相亲”在《规划纲要》第一章“规划背景”部分以“合

作基础良好”为标题，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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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塑造湾区人文精神也具有增加文化认同的含义。文化认

同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体现并不明显，亦非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之特征。

因此，“文脉相亲”的粤港澳大湾区在语言、血缘[4]等文化认同的主要范畴里，拥有更为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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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的基础，这种天然优势为粤港澳大湾区进行了文化赋能，使之在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

级城市群过程中，承担了建设“人文湾区”的历史使命。 

文化认同是个体对群体归属感的体现，是一种“文化身份”的确认。[5] 然而，由于历史

和现实的原因，这种“文化身份”的确认长期以来被分割进行，能引起确认感、归属感的文

化元素更多的成了各个城市宣扬自身文化底蕴的符号。“目前中国多数城市群内的各级城市

貌合神离，缺少分工协作，产业结构趋同，竞争过度和合作不足。城市群内诸城市各自为政，

加入城市群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与其他城市之间产生不友好竞争”[6]，这种貌

合神离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体现得较为明显，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领域也同样存在，因

此，加强沟通协调、整合湾区内体现人文精神的三种文化元素以增加文化认同，成为了现阶

段塑造湾区人文精神的实际切入点。 

人文湾区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在新时代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丰富‘一国两制’实践

内涵”的湾区建设目标为深化文化领域改革，扩大文化领域开放提供了进一步解放思想和大

胆探索的源动力，为打破貌合神离的城市群协作发展弊病提供了出口。合作开发文旅资源是

《规划纲要》中建设人文湾区、休闲湾区、健康湾区的共有内容，在人文湾区部分，文旅线路

的开发主要呈现为对体现湾区人文精神三类元素的利用。 

粤港澳进行旅游合作起步较早，1993年，三地旅游部门便组建了粤港澳旅游推广机构，

开始建立起长期合作机制。2008年，甚至还有优先建立“粤港澳旅游特区”，“旅游合作搭

台，经贸文化唱戏”的概念被提出。[7]《规划纲要》中提到的“一程多站”旅游产品，在2015

年便已经推出，线路多达五条。2018年4月20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联合会在广州召开，

精品旅游线路增加到十条，涵盖人文历史游、世界遗产游、游学交流游、海丝探秘游、科技

创新游、游艇自由行、美丽乡村游、健康养生游、休闲美食游、寻根问祖游等，但概念多于

内容，框架大于细节。[8]10月23日，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在澳门开幕，广东省副省长许瑞生在

会上首次提出“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9]，“游径”这一前瞻性概念的提出为散

处在大湾区各地的三类文化元素提供了整合契机。 

二、“游径”应用的两种类型 

“游径”在国内旅游开发领域是具有前瞻性的热词，这一概念有多种提法，其理论基础应

为建筑学领域的关联耦合理论（Linkage theory），它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是城市设计

中连接城市各个部分不同要素的方法。[10]随着城市化发展，大湾区承载人文湾区元素的历

史文化遗迹，逐渐被交通线、写字楼等切成点状零散分布的碎片，它们之间原本具有的联系

日渐模糊，而游径正是串联这些碎片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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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径在具体应用中是“关联耦合”或“碎片耦合”[11]的途径，本文认为这一概念依据

其所涉区域大小可划分为城市遗产足迹 (City Heritage Trail)和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两

种类型，前者范围较小，大多涉及10公里以内的城市街区，后者动辄上百公里，跨区域，甚

至跨国家，但两者都是线性联系文化元素和文化景观的游径。 

1.城市遗产足迹型游径 

较早进行城市遗产足迹实践的是美国波士顿，1951年，该市打造了一条名为自由足迹 

（Boston Freedom Trai）的线路，它由红砖铺成，将分散于市中心的 17 个美国独立战争景观点

联系起来，作为展示波士顿历史文化精华和美国建国史的城市遗产足迹。[12]此后，以波士

顿自由足迹为代表的城市遗产足迹成为美国城市中一种常见的线性景观，它们以历史遗产保

护与游览展示为主要功能，成为了一个城市讲述自己独特故事的名片。 

城市遗产足迹类型游径在大湾区诸多领域已不同程度付诸实践，最有代表性的是香港“孙

中山史迹径”，该游径包含孙中山在香港接受教育的学校、居住场所、与友人谈论国事场所、

开展革命活动地点等16个史迹点。[13]自1996年设立以来，“孙中山史迹径”已成为香港精

品旅游项目之一。此外，部分大湾区城市也对城市遗产足迹型游径进行了探索，如中山市对

岐澳古道的挖掘，广州市对7条“‘最广州’历史文化步行径”的探索等，但后两者对“游径”

的理解似乎不如香港“孙中山史迹径”充分。 

2.文化线路型游径 

文化线路涉及的区域更广，且在世界遗产保护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如中国与哈萨克斯

坦等国联合申遗成功的丝绸之路项目即属于此类。早在1960 年欧洲议会便为培养欧洲人的集

体意识，提出要建立欧洲文化旅程，1987年，欧洲“文化路线计划”（The Cultural Routes 

Programme）正式被欧洲议会提出，它的特征是以某一欧洲历史、文化或社会热点为主题，规

划跨区域、跨国家的线路，该计划指出欧洲文化路线目标有三点：“让欧洲公民意识到真正

的欧洲文化特征；保护和促进欧洲文化遗产在提升生活环境方面的作用，以及作为社会、经

济和文化发展资源的作用；为欧洲人的提供休闲活动提供独特的文化旅游目的地”。[14]当

时，欧洲正在经历由欧共体到欧盟的发展过程，一体化联系日益加强，欧洲“文化路线计划”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并发挥作用，这与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背景和愿景具有

一定相似性。 

相比对城市遗产足迹的探索，大湾区对文化线路类型游径探索力度更加大，只是内涵稍

有区别。珠三角地区是我国最早进行绿道建设的地区[15]，2009年《珠江三角洲绿道网总体

规划纲要》颁布，这是全国首个关于绿道的官方性文件。“珠江三角洲绿道不仅超量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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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基本建成，两年投入使用，三年成熟完善’的紧凑行动框架”，还在随后几年不断完善、

提升。[16]截至2018年底，全省累计完成绿道建设18019公里。然而，珠三角绿道虽然是线性

的“游径”，强调的却是路线本身，并非去整合沿途碎片化的文化遗产资源，但是它为大湾

区开发文化遗存游径提供了经验和整合基础。 

3.游径在实践应用中的特点 

以波士顿自由之路为代表的城市遗产足迹型游径，注重线路上的实体相连，体验方式以

步行或骑行为主，且在主城区实际使用过程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散步道使用，这在5.6万平

方公里的大湾区范围内存在建设和规划上的难度，城市遗产足迹类型如果是在大湾区全域范

围内铺开，那么从景观点A到B之间会经历一段很长的景观空白期，体验主题极容易被其它无

关的城市景观打破。 

文化线路型游径可以回避城市景观被打破的难题，因为该类型注重的是线路范围内景观

点文化元素的趋同性，它不一定以现有路线作为依托，更多的是一种虚拟的线性空间，且线

路调整上更为方便。 

城市遗产足迹型游径一般通过有特殊标示的实体路径串联景观点，而交通工具的无缝对

接，是保持文化线路型游径从A到B景观点之间主题连续性的主要举措。当前，大湾区交通建

设日新月异，尽管依然规划零散、过度依赖公路[17]，但以交通等基础设施为主的硬联通，

对软联通的带动能力日益强劲，文化线路型游径对接能力将不断增强。 

文化线路型游径不主张为了丰富景观点数量在线路上拼凑与游径主题并无关联的景观

点，这也是其与普通旅游线路的本质区别，该类型游径在欧洲的运用过程中[18]，迎合了构

建欧盟身份认同的需要，也受到了体验者的欢迎，获得了较好的文化和经济效益。 

国内不少城市进行了不同类型的“游径”探索，但常见的是将散处各地的古迹或景观点

外立面进行改造，或仅将道路作为景点之间连线向社会发布，或仅重视了步道本身的修建，

脱离了“游径”强调的文化主题，“加之对遗产的解说方式单一、不成体系，使得游径脱离了

公众生活，游览者失去了感受城市面貌变迁，体验历史文化趣味的机会”。[19]这些带有浓

厚旅游开发气息的探索，热衷于线路串联，最后落入了两个陷阱，一是“提倡型”构建陷阱，

表现特征为，倡议方选取景观点，向社会发布推荐线路，然后在景观点上进行守株待兔式的

旅游开发。二是“观光型”构建陷阱，其特点是，原本应该具有各自主题的景观点，被尽可

能顺路的塞入了旅游大巴的观光路线中，显然旅游大巴“线路”与“游径”的人文内涵相去

甚远，无法承担塑造湾区人文精神的历史使命。 

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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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游径类型在粤港澳大湾区中都已有实际应用，但在大湾区范围内建设文化遗产游径，

以文化线路型游径为主导更加符合大湾区的历史文化特征和现实条件。 

1.游径在粤港澳大湾区应用中的三个层级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虽覆盖面广，但并非对当前大热的“全域旅游”概念之回

应，它的本质依然是以某种特定主题关联耦合碎片化相关元素的虚拟线性空间，这种特征决

定了其可在框架上参考公交线模式，建立三个层级的线路：湾区共性文化游径、湾区各市主

城区（主要景点）游径、湾区各市支线游径。 

第一层级是湾区共性文化游径，可选取海上丝绸之路、岭南古镇等湾区普遍存在的文化

元素为游径主体。这个层级最能体现共建人文湾区理念，是需要优先设计、重点规划的游径，

适合采用文化线路型游径，其特征是体验者通过“城际公交”便捷到达各地主题“站点”，

规划难点在线路主题及站点选择，建设难点在协调各地服务保障能力，尤其是交通对接能力，

但是相比金融、高新科技等领域，湾区共性文化游径引发的变革，共建基础较好、阻力较小。 

第二层级是湾区各市主城区（主要景点）游径，如“最广州”历史文化步行径等。这一

层级适合采用城市遗产足迹型游径，是各个城市集中展示自身历史文化精华的游径，它不一

定只有一条，也无需与湾区共性文化游径主题一致，但其与湾区共性文化游径的重合景观点，

是体验者从“城际公交”换乘“市内公交”的“换乘站”，经由第一层级游径来到“换乘站”

的体验者，可由“换乘站”从湾区共性文化游径转入体验各地特色文化，从而解决共性文化

游径主题单调的问题，满足体验者多元需求，第一层级游径设计之初，也要大方的预留“换

乘站”以分流需求、共享客源。 

第三层级是湾区各市支线游径，即湾区各市主城区（主要景点）和重要分散景观点之间

的支线道路，如肇庆市主城区连接德庆县悦城龙母庙之间的交通线等。这个层级的特征是，

各市以第一层级“换乘站”密集的地区为中心，对接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但又不直接在

“换乘站”附近的景观点。 

2.游径主题选择应优先考虑文化认同 

具有特定文化认同主题，是游径区别于传统旅游线路的特征，尤其是作为第一层级的湾

区共性文化游径，是游径系统中的主干道、大动脉，在规划主题时，需要尽可能优先考虑触

及文化认同的共有文化元素。 

1987年，欧洲议会提出“文化路线计划”的同时，认定了践行该理念的第一条文化线路：

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拉朝圣之路（有不同音译，以下简称“朝圣之路”）[20]。朝圣之

路1993年成为第一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的文化线路，该线路以西班牙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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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哥德孔波斯拉为中心，向欧洲大陆扩散，是展示中世纪基督教强大感召力的线路。[21]朝

圣之路跨越欧洲多个国家，仅其在西班牙的精华部分就长达850公里，涉及区域如此之广的中

世纪文化线路，能被现代旅游开发者很好利用，并成为西班牙旅游的经典项目，其原因与朝

圣之路承载的文化认同有很大关系，而这一项目的开发，又增强了各地因此线路结缘的文化

认同。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不仅是普通意义的旅游项目，它是一种有顶层设计预期的文

化项目，尤其湾区共性文化游径，应优先开发有潜在文化认同感，且能反过来促进认同感的

项目。从已有条件来看，孙中山史迹项目应是目前较有开发基础的游径，各地孙中山史迹景

观点大多识别度高、通达条件较好，但是其它如宗族文化、岭南建筑文化等更能代表大湾区

文化特色，触及文化认同感的元素，也应该及早列入重点开发的备选项。 

在首届中国地域文化研究高层论坛上，邵汉明先生认为，地域文化研究不是简单地方文

化等研究，而是将地域文化放在中华文化的大视野当中来看待。[22]关于大湾区“人缘相亲”

的描述中，常会出现“同宗同源”等表述，若从中华文化及人文湾区的角度去审视“同宗同

源”，或许其不仅是指大湾区人数百年间的迁徙关系。 

今天生活在大湾区的人，其主体是古越人后裔，可是单独做古越人文化展示或许引起的

认同感并不强。粤语和粤菜两大文化元素，是大湾区“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的

重要载体，但两者都不适合成为游径的景观点。然而，粤语粤菜都是受古越人影响很深的文

化元素，如果进行融合展示，或许呈现的意义会有很大不同。 

在珠三角九市及香港深湾、澳门黑沙等地[23]，发现了许多先秦时期直至新石器时代的

古人类文化遗址，它们是数千年前散处大湾区各地，具有相似地方文化特征的大湾区先民遗

址，凝结着先民依靠勤劳智慧在原本不适宜居住的瘴疠之地建设家园的记忆[24]，其体现的

不少文化特征延续至今，如喜食蚝、扇贝等。我们认可大湾区人同宗同源，却很少有旅游产

品去体现这种古老而深远的联系，这让“祖先崇拜”传统保留较好的大湾区人找不到慎终追

远的实体空间，而三地具有相似文化特征的大湾区先民遗址及其出土的文物，正是呈现大湾

区人同宗同源特征的极佳载体。 

文化遗址能将原本模糊的共识明晰化，甚至赋予更具有影响力的内涵。广州商业发达，

但在2002年之前，对广州“千年商都”符号的认可很少上升到今天的高度。2002年，广州北

京路发掘出五代十国时期以来的千年古道，通过对古道遗址的展示，广州“千年商都”形象

日渐被塑造得血肉丰满，这种无形的财富，提升了广州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竞争力。从广州

“千年古道遗址”带来的启示中，我们可以想见，将大湾区先民遗址作为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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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TI Transactions 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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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 10.6896/IETITSSH.201906_2.0006 

 

51 

主题，将为塑造湾区人文精神，共建人文湾区提供具有慎终追远仪式感的实体空间，进而把

原本模糊的同宗同源认识具体化。 

3.建设以互动系统为重点的游径体系 

实际运营方面，游径体系需要建设的内容很多，如交通系统、宣传系统等，但本文认为，

互动系统是集中塑造湾区人文精神，体现游径特色的灵魂系统、支撑系统。 

互动系统注重体验者在游径中对文化主题的认同感，即 “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

体内化并产生的归属感。即人们对自己‘文化身份’的确认，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

化的社会心理过程” [25]，其注重的不是展示，而是体验者的回应，这种回应包括心理上的

认同，以及有所心得后的自发宣传。在这种理念下，互动系统包括统一的标示系统、解说词、

推介地图、APP等。尤其在湾区共性文化游径中，由于缺乏城市遗产足迹型游径的实体路径

联系，互动系统可以让体验者在体验过程中排除干扰，更好的体验游径主题的文化意义，同

时互动系统中的大部分元素甚至有可能成为体现某条游径存在实体证据。 

标示系统是互动系统建设的亮点，美国的游径标示系统发展较为成熟，其特征是以红砖

铺地或在道路中间画出特殊颜色、图案的提示线。[26]西班牙朝圣之路在漫长的游径线上，

镶嵌了许多贝壳纹样Logo，这一精巧的设计最终成为了朝圣之路的象征和旅游符号。[27]大

湾区文化遗产游径，应该也有这样的Logo，如可用十二颗珍珠串成手串的形象等。统一的Logo

标识在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这一特殊领域中，将具有“图腾”意义，能寄予强烈的文化认同

感[28]，甚至可能会在体验者的回应中，逐渐成为代表人文湾区的符号。 

统一的推介地图制作难度不大，目前国内许多景区都有手绘地图，通过绘制地图，标示

文化节点和体验路径，可以强化体验者对文化主题的认知，使市民与体验者对游径上的主题

有宏观把握[29]。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地图，应就某一游径主题建立有“关联耦合”特征的

统一信息坐标，如粤港澳三地孙中山史迹径地图，可以孙中山先生与景观点产生联系的年代

为坐标，在地图上拼合出孙中山先生在各地活动的编年史，而所有大湾区城市，均使用同一

份地图，信息互标，客源共享。 

互动系统还可以参照最新旅游消费习惯，对游径系统进行应景性调整，及时添加既具有

互动内涵，又能通过体验者回应增加影响力的项目，比如“打卡”式旅游。西班牙朝圣之路

中加入了“签章系统”，设计者将古代朝圣者经过城市、税关需要签证的传统，移植到游径

项目中，引导体验者尽可能多的到达打卡点，盖上印章并向亲友宣传自己的到达成就。[30]

这种签章系统在厦门鼓浪屿也得到了应用，是贴合“打卡”式旅游消费习惯的互动系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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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章系统在大湾区应用中，还可以加入智能技术，如刷脸打卡、指纹打卡等，并对凑齐所有

“签章”的体验者，给与一定奖励。 

文化遗产游径本质是以某种特定主题关联耦合碎片化相关元素的虚拟线性空间，粤港澳

大湾区在规划设计文化遗产游径过程中，应着眼于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之目标，立足塑造

湾区人文精神的原则，从关联耦合体现湾区人文精神的三类元素出发，避免把与主题无关的

景观点纳入线路中，将游径“公交化”，以建设互动系统为重点，拼合出共建人文湾区的实

体场所、仪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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