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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rtugal started the Age of Discovery in the 15th century. The Portuguese formally settled 
in Macau in 1557. Later, due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trade activities during the Portuguese 
colonial expansion, China and Portugal signed a land lease agreement with Macau in 1582. It was 
not until December 1887 that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Kingdom of Portugal signed the 
Sino-Portuguese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Trade, which confirmed that Portugal could be stationed in 
Macau for permanent administration. Over the past four hundred years, Macau has not only been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Portuguese, but also the ideology and architectural style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urban planning have also been affected to varying degrees. The Calçada Portuguesa 
with urban characteristics is also one of them.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craft 
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 examples of Portuguese gravel roads between Lisbon and Macau, 
summari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subsequent 
Portuguese paving de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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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葡萄牙自15世纪开启了大航海时代，1557年葡萄牙人正式在澳门定居，随后因为贸易的

扩展，1582年中葡订澳门借地协约。直到1887年12月，清政府与葡萄牙王国签订《中葡友好通

商条约》中确认葡萄牙可长驻澳门管理。这四百多年来，澳门不仅受到了葡萄牙人的管理，连

城市建设、城市规划的思想理念、建筑的风格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具有城市特色的葡式

碎石路也是其一。本文通过探讨里斯本与澳门之间葡式碎石路的发展历史、工艺材料、应用实

例等方面，归纳总结二者之间的异同，为后续葡式铺装的设计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葡式碎石路;路面铺装;里斯本;澳门 

1 概述葡式碎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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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式碎石路（Calçada Portuguesa）是指目前在葡萄牙地区及前葡萄牙帝国殖民地（现称葡

语系国家），如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东帝汶

等国家，最常用来铺砌行人路路面的传统装饰方式。因为葡萄牙与我国澳门的历史渊源关系，

澳门特别行政区内的主要城市广场（如澳门半岛塔石广场、岗顶前地、议事亭前地、妈阁庙前

地、阿婆井前地、路环圣方各济堂前的马忌士前地）、历史城区道路路面等，也出现了葡式碎

石路。最主要的铺设是由黑色与白色或米黄色的石灰石，拼砌成不同海洋元素的图案，常见设

铺的图案有黑白波浪、帆船、船舵、指针、海马、海参、鲸鱼、贝壳、章鱼、大虾等。葡式碎

石路不但在城市建设之中具有自己的装饰特色，石块与石块之间的缝隙亦有助将路面的雨水排

走。 

 

图1 澳门半岛塔石广场的葡式铺砖（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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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澳门半岛岗顶前地的葡式铺砖（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3 澳门路环圣方各济堂前的马忌士前地之葡式铺砖（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2 葡式碎石路的发展 

2.1 葡萄牙石块铺路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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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地来说，葡式碎石路源于路面铺砌，它最早作为源自于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
的一种手工艺，当地以石料作为建筑物内部及外部的建材，后来把技术传到古希腊及古罗马。

古罗马人（Romans，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在现今的葡萄牙境内用石块修建道路，并

附近找到的材料铺砌罗马街道接通帝国，部分技术后来应用到碎石路上，尤其用于路基及铺面

上。除此之外，他们也使用约2cm乘2cm不同颜色的碎石，以马赛克的形式装饰一些建筑物及

场所的地面。同时，曾经长期占领伊比利亚半岛（Ibérian Peninsula）的摩尔人（Moors，11至
17世纪），也使用阿拉伯式的几何图案作为铺地的装饰，而且亦以石块铺地改善地面的排水能

力。葡萄牙人继承了古罗马及摩尔人的技术，14世纪在里斯本及波尔图两个城市的道路建造中，

开始使用石块铺筑路面。 

另一方面，依照里斯本的地方传说，这种碎石路最早出现于 15 世纪末。在葡萄牙殖民扩

张时期（15-16世纪），君主玛努埃尔一世（Manuel I de Portugal）庆祝生日的时候，他要求和

犀牛一起在街道上游行。这些犀牛来自果阿（Goa，约16世纪），是当时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

地。游行的时候，犀牛往往会在路上留下大坨的粪便，但在皇家庆典场合很不美观。据说这些

黑白相间的碎石路，就是组织者为了使粪便看上去不那么明显专门设计的。 

但据葡萄牙历史学者的研究，它正式开始流行是在 19 世纪中期，那时候里斯本刚在 1755 
年经历了里氏震级9级的大地震，由于地震伴随而来的海啸与火灾，城市受损十分严重，里斯

本城内85% 的建筑物被毁，其中2万幢房屋震后仅存3000幢，40座教堂之中就有30座坍塌，如

里斯本大教堂（Lisbon Cathedral，12世纪）、卡尔莫修道院(Convento da Ordem do Carmo)、利
庇喇宫（Palácio da Ribeira）、地震前刚刚完工的凤凰歌剧院（Phoenix Opera），以及皇家造

币厂、兵工厂、海关等建筑物均被夷为平地，宗教法庭、教会医院都成了废墟，另外就是地震

引发的火灾将许多珍贵的资料烧毁，其中包括著名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
的详细航海记录。因此，基于里斯本城市需要重建的需求，道路的铺设也伴随着城市的重建，

葡萄牙碎石路首次出现是在1840至1846年之间，当时的圣佐治城堡长官和军事工程师尤西比奥

（Eusébio Cândido Cordeiro Pinheiro Furtado）中将（Tenente General）在里斯本圣佐治城堡

（Castelo São Jorge）及周边修建路面工程时，首次使用了类似马赛克的路面，运用黑白大理

石，拼接各种新颖的图案，而这一种形式得到了当时里斯本市政厅的赞许，并于1848年在里斯

本罗西欧广场（Rossio）以波浪图案的黑白碎石(Mar Largo)铺筑整个广场地面以纪念葡萄牙的

航海大发现。为推广这种漂亮优雅的马赛克碎石路，里斯本于1848年重新铺设了堂·佩德罗四

世广场（Praça Dom Pedro IV），这个广场总面积8712㎡，巨大的黑白相间大理石波浪栩栩如

生，无比震撼，仿佛置身于波澜壮阔的大海之中。随后，在1867至1908年之间，里斯本的铺路

都大量使用黑白碎石的形式，久而久之，人们就将这种路面美名为“葡式碎石路”（Calçada 
Portuguesa）。 



SSH, 2020, Volume 10 
http://paper.ieti.net/ssh/index.html      
DOI: http://dx.doi.org/10.6896/IETITSSH.202011_10.0004 
 

 32 

 

（图片来源：https://portuget.com/2020/04/202004-03/） 

图4 里斯本19世纪堂·佩德罗四世广场（Praça Dom Pedro IV）历史照片 

笔者走访葡萄牙期间，认为里斯本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葡式碎石路面分别是卡蒙斯广场

Praa de Luís de Cames（建于1867年）、普林西比雷亚尔碎石路（1870）、市政厅广场（Praça Do 
Municipio，1876）、Cais do Sodre码头碎石路（1877）、希亚多碎石路（1894）、Chiado商业

区、自由大道（Avenida da Liberdade）、庞巴尔侯爵圆形地（Praça do Marquês de Pombal）、

圣伯多禄公园（Jardim de So Pedro de Alcntara)。此外，值得一提的便是圣洛克堂（Igreja de So 
Roque），虽然在1619年建成，成为当时葡萄牙第一座耶稣会教堂，但在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

几乎建筑几乎倒成一片废墟的灾难中，这教堂竟然保存下来了，其碎石铺路的样式依然保存至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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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里斯本罗西欧广场的波浪纹（图片来源：作者2019年摄于葡萄牙） 

 
图6 里斯本市政厅广场的三角形铺砖（图片来源：作者2019年摄于葡萄牙） 

随着时间的推移，里斯本不断发展扩大，也在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风潮影响下，

市区内大量的新路面都采用这种马赛克碎石路，遍布了诸多广场与大街小巷的筑路风格却吸引

了不少游客并开始了广泛的传播，丰富的图案设计使里斯本具有了自己的城市形象特色。自20
世纪初，葡萄牙的其他城市也开始模仿及采用这种铺地方式。在20世纪40年代，葡萄牙世博会



SSH, 2020, Volume 10 
http://paper.ieti.net/ssh/index.html      
DOI: http://dx.doi.org/10.6896/IETITSSH.202011_10.0004 
 

 34 

（建于1940年）和国家体育场（建于1944年）都出现了葡式碎石路。直到20世纪60年代，诸多

艺术家们也融入到这股潮流中，代表人物有爱德华多·内瑞，他设计了里斯本Franjinhas大楼
的入口层碎石路面。1998年里斯本举办世博会的时候，政府还邀请艺术家设计了万国公园

（Parque das Nacoes）周边的碎石路。 

 
图7 里斯本自由大道旁边林荫道的铺砖（图片来源：作者2019年摄于葡萄牙） 

 

图8 里斯本拜萨地铁站出口的铺砖（图片来源：作者2019年摄于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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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葡式碎石路在澳门的发展 

纵观葡萄牙的碎石路发展过程，既然碎石路源于葡萄牙，而1555年之后葡萄牙人才在澳门

获得了居留权，因此澳门的葡式碎石路的出现必然比里斯本晚。因此可以大胆判定，在1840
年之前，澳门没有这种黑白碎石的铺地。从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9世纪初在澳门

居住27年）的绘画作品可以看到，当时澳门城市中的道路都是泥路面，部份主要街道会铺筑石

板以形成窄长的石路，板樟堂前地的路面以方形石块铺筑。从20世纪初的历史照片中也可以看

到类似葡萄牙碎石路的形式。从1915年议事亭前地的历史照片看到，当时广场中央三角形地块

的铺地，确实使用了黑白色的碎石铺砌，而图案是类似波浪纹。另一张照片是差不多同时期的

南湾政府大楼（现今南湾旧法院的位置），照片之中的大楼入口前的一小部份路面是用黑白色

的碎石铺砌。关于澳门街道铺筑的历史，澳门本地建筑师吕泽强先生曾在《澳门》杂志133期
其论文《历史城区中的葡式碎石路》提及他当时曾访问过曾任澳葡时期市政厅主席的麦建智先

生，表示早期澳门街道的路面并没有铺路，只有一些重要建筑物的入口有采用石块铺砌。 

    

（来源：

https://news.gov.mo/detail/zh-hant/M19LP0eWsC;jsessionid=B035D347D8836430670BEB8578E83D94.app01?0） 

图9（左） 20世纪初南湾政府大楼外已利用碎石铺设行人路 

图10（右）1915年议事亭前地历史照片 

2.4 澳门回归前的广泛使用 

由于清晰度与色彩问题，仅仅从历史档案的黑白照片难以判断石块的石料。澳门本地建筑

师吕泽强先生曾在《澳门》杂志133期其论文《历史城区中的葡式碎石路》提及他与马若龙(Carlos 
Marreiros)建筑师的访问中，马建筑师表示澳门昔日是没有葡萄牙的石灰石，但亦有采用黑白

色的碎石铺地，其中，白色的石块是澳门常见的含石英的火成岩，而黑色亦是火成岩，这种铺

地在1960年代的书有记载，而且在卢廉若公园（Jardim Lou Lim Iok，19世纪）可以找到碎石铺

地。自20世纪初，澳门开始少数的地面采用黑白色的碎石路面，但严格来说并非葡式碎石路。 

直至1993年的议事亭前地葡式化重整工程，澳门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葡式碎石路。《澳

门》杂志第129期曾经记录，在当年的工程中，澳葡政府规定使用真正的葡式碎石路，相关的

承建商表示由于当年澳门完全没有懂铺筑葡式碎石路的工匠，因此，承建公司特别从葡萄牙聘



SSH, 2020, Volume 10 
http://paper.ieti.net/ssh/index.html      
DOI: http://dx.doi.org/10.6896/IETITSSH.202011_10.0004 
 

 36 

来几位工匠，材料也是从葡萄牙运来，并非传言中的“压仓石”。起初，的确这种碎石铺装是

作为葡萄牙人在航海运行中保持船舱平稳的压舱石因而被带到澳门，同时用于城市建设，在

1993 年《澳门基本法》颁布后，澳葡政府开始进行葡式铺装道路市政美化工程的项目，铺装

的规模面积较大，以往的压舱石并不能满足当时的建设需求，也因为政府的规定和工匠的技艺

要求，所以从葡萄牙精心挑选葡式碎石块运往澳门作为铺装材料，多为花岗岩、石灰岩、玄武

岩，大部分为5cm四方形，黑色、白色、红色居多。除了议事亭前地与当时市政美化的道路以

外，亚婆井前地（Largo do Lilau）及妈阁前地亦被改造，均以葡式碎石铺砌。 

从上述的工程可见，真正的葡式碎石路是回归前的几年才在澳门出现，而澳门回归之后，

为了让澳门增添葡萄牙的文化特色，澳门政府在多个公共空间均使用葡式碎石路，包括岗顶前

地、议事亭至大三巴的行人道、大堂前地、新马路、望德堂区等等，葡萄牙碎石路开始成为澳

门城市设计的一大特色，在铺筑的图案上，除了葡萄牙传统的海洋元素式样，后来新的设计中

也加入具有中国文化的图案，如岭南水草花纹、寓意长寿的仙鹤、象征财源滚滚的钱币等，以

凸显澳门中西文化荟萃的城市特征（常见图案如下表所示）。 

因此，这些葡式碎石路在澳门真正的历史大概也就二三十年，见证着澳门从澳葡政府的管

理之下回归到祖国怀抱，承载着过去葡萄牙人带来的城市建设、城市意象文化象征。甚至在去

年的大学校园里新铺设的露台也应用了葡式碎石路的设计，如澳门城市大学氹仔校区行政楼天

台重新铺设的地面，在墙壁使用了葡式瓷砖的同时，地面也保持了葡式风格，融入了葡式碎石

路经典的大波浪设计。 

澳门常见的葡式碎石路图案（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里斯本常见的葡式碎石路图案（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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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2 澳门文化中心的广场（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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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4 澳门城市大学行政楼天台（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15 澳门城市大学中葡楼停车场屋顶花园（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葡式碎石路是里斯本的城市名片，它像沙丁鱼和老城区的黄色电车一样被印在旅游商店里

的帆布包和笔记本上；市议会甚至多次提议申请它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在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University of Coimbra）地面上也用了黑白相间的碎石拼成了马赛

克图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海滨碎石路Cal ad o de Copacabana，黑白相间的碎石被拼成了海

浪的图案覆盖了城市的海滨；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地面上，为了纪念约翰·列侬而镶嵌成的 
“Imagine” 图案也运用了碎石路的风格，它由意大利工匠建造、由那不勒斯市捐赠。在直布

罗陀，也有人请专攻这项技艺的葡萄牙工匠替他们铺碎石路。 

不仅如此，葡式碎石路还流传到了西班牙和美国。2016年，葡萄牙邮政CTT发行了葡式碎

石路纪念邮票。邮票上的碎石路分别取材于里斯本的星星花园、波尔图的Velasquez广场、马

德拉丰沙尔和亚速尔群岛的特塞拉公爵公园。此外，CTT同时还发行了另一套葡式碎石路纪念

副邮票，分别取材于澳门、西班牙、巴西和美国。 

3 葡式碎石路的使用材料与工艺 

葡式碎石路除了使用黑白色碎石修筑（有时可加入棕色、灰色，甚至蓝色），还需要看使

用的石料。葡萄牙使用的碎石是一种石灰石，因为葡萄牙中部及南部以石灰岩为主要地质构成，

而石灰岩的石料较软，筑路工匠用小锯把握在手上的小石敲打，便可敲出需要的形状及大小，

如果是火成岩（例如花岗岩），由于石质坚硬，则不能使用上述的工法。葡萄牙铺设路面的碎

石，多来自盛产石灰岩的小镇Alqueidão da Serra，这个小镇位在葡萄牙中部圣城Fatima的南部，

是一座历史丰富古老的山城，山城山顶有一座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巨大风车，山城的中心圆环，

就矗立着一座碎石路技师的雕像，象征着葡萄牙四百年来碎石路的孕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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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葡萄牙位于山城Alqueidão da Serra的碎石场 

（图片来源：http://www.yu-wen.be/calcada-portuguesa/） 

由于这些由花岗岩、石灰岩和玄武岩的碎石，都是不规则形状，想要表现出立体图案效果，

必须以徒手一块一块慢慢敲打方式嵌入，才能稳固，非常费时费力，也不耐用，遇到大雨天过

后，经常又要修补路面。 

而铺碎石路的工序也很讲究，澳门本地建筑师吕泽强先生曾在其论文提及，他在葡萄牙里

斯本大学修读建筑学时曾学习过铺碎石路工艺，首先，要夯实铺筑的路面，然后铺一层沙或石

粉以嵌藏碎石，该层材料的厚度大约是4至15cm，厚度因应使用的碎石高度而调整，目的是既

避免路面日后变形，亦不让碎石容易“跳起”，而碎石之间的缝隙约为0.5cm，当然也须因应

碎石的尺寸而作调整，至于填充缝隙，会使用石粉或1：3的水泥和沙的混合，然后在铺好的路

面洒水让其固定，再用特别的大木锯或机械整体压实，最后还要铺上幼沙，经过上述的各项工

序，葡萄牙碎石路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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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葡萄牙碎石工匠（图片来源：http://www.yu-wen.be/calcada-portuguesa/） 

在葡萄牙一些本土的网站平台也曾经提及，铺碎石路是一份考验耐力与毅力的技术工作，

碎石路技师（Calceteiros）的待遇却很低廉，年轻人不愿意接手从事这种低收入劳动事业，正

面临世代难以接替的现象。与此同时，葡萄牙的本土新闻平台曾报道过，30多年前，住在葡萄

牙首都里斯本的玛利亚(Maria Manuel)从超级市场购物回家，在家门前摔了一次，一条腿断了。

一项 2011 年的调查显示，里斯本的老年居民把碎石人行道列为这座城市里他们最担心的事物

之首。依照 2017 年欧洲老龄化情况的统计，葡萄牙 65 岁及以上的居民占总人数的 32.5%，在

整个欧洲排第四。老年人不断增多，让人行道的隐患越发突显。另外，由于修路工艺繁复，维

护成本不断升高，在 2014 年2月，里斯本市议会投票通过了“行人无障碍计划”，市政府想要

效仿邻国逐渐用水泥路代替传统碎石路，但是这个举措却受到众多居民反对，居民多认为，碎

石路是比瓷砖还要能够代表葡萄牙城市文化形象特征的艺术结晶，怎么能够放弃呢？  

回顾历史，在1986年里斯本市议会更设立了一所铺路的学院(Escola dos Calceteiros de 

Lisboa)。学院的公关部安娜‧ 巴迪斯达(Ana Bastpista)说：“过往铺路的技术靠口语相传，没

有正式记录下来，我们希望能保存这种技艺。” 铺路学院要求学员完成18个月训练，才会颁

发证书，让毕业生成为专业的铺路工匠。然而，铺路工作十分艰辛，工人需要长时间弯着腰、

在烈日下工作。因此很多学员都在中途离校。由1986年到2019年，只有224位学员毕业。于是，

从2016年开始，葡式碎石路技师费尔南多·佩雷拉·科雷亚在网上发起请愿，希望可以申请葡

式碎石路加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列。 

总地来说，在应用葡式碎石路的方面均有利有弊，例如以这种方法来铺砌路面相对于水泥

路或沥青路有较高的成本及较短的寿命，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手工来固定的石块也会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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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松动，一旦往来行走的行人把它踢掉，整个路面则会凹陷，且对于拿重物、拖行李箱和乘

轮椅的人来说并不方便滑行。但相对而言，它更容易开挖，可以轻易地去处理地下设施，石块

之间的间隙利于排水。这工艺曾经流行于葡萄牙的各城市及村庄，但现在逐渐只用于历史或重

要的建筑物上。材料的不足、懂得这工艺的技师越来越少、以及认为铺砌得过滥的批评，逼使

市政机构考虑其他铺砌路面的方式。例如巴西城市圣保罗市最近重整Paulista Avenue的行人道，

它的葡式碎石铺面就被换成便宜及普通的路面。澳门的岗顶前地行车路面亦曾经为葡式碎石铺

面，下雨天经常有摩托车滑倒，备受批评，后来当局把行车路面改铺成麻石路面。葡萄牙亚速

尔群岛的蓬塔德尔加达(Ponta Delgada)镇人口只有约68,000人，但市政府每年要花费30万欧元

去维修这些碎石路。由于碎石路的维修费用不菲，北部的波图市(Porto)和南部的奥良(Olhao)
市，已渐渐放弃使用这些碎石路，改以沥青铺设路面。葡式碎石路目前也正面临着多方面的消

逝危机。 

4 结论 

从工艺匠人、原料生产、工序流程上来说，葡萄牙是葡式碎石路的发源地，相应的“配套”
都较为完整，澳门在沿袭了葡萄牙海洋元素的图案铺设以外，也添加了一些如岭南水草花纹、

寓意长寿的仙鹤、象征财源滚滚的钱币等，以凸显澳门中西文化荟萃的城市特征，在用色上，

澳门使用红色的碎石路比里斯本较多，如关闸广场、妈阁庙前地、亚婆井前地等。如今，工艺

传承不管是在澳门还是里斯本，均面临着严重的弘扬发展问题，涉及到了城市形象与特色铺砖

设计的空间营造问题，可适当考虑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传承人进行开班培训，把这项

独特的文化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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