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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成功街 10 号”为例，通过发现小型历史建筑在城市更新背景下保护及再利用
过程中所面临的相关问题，从城市历史人文资源整体保护及区域文化情感延续的层面出发，对小型历史建筑
的修复和功能重塑进行探讨，同时探寻长沙市历史步道的规划对于小型历史建筑保护的积极影响，并基于案
例自身的特征对小型历史建筑在城市更新背景下的保护和再利用提出适应性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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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and reuse of small historical
building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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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Chenggong street No. 10” in Kaifu district, Changsha city, Hunan province is
taken as an example. And by finding related problems faced by small historical buildings in the process of
protection and reus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newal, starting from the overall protection of urban
historical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sentiment, the restoration and
functional remodeling of small historical buildings are discussed, and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planning of
historical trails in Changsha on the protection of small historical buildings is all explor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se itself, an adaptive strategy for the protection and reuse of small historical
buildings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newal is proposed.
Key words: basic subject of civil and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protection and reuse; small historical buildings; historical trails in Chang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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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更新是城市政府通过优化配置城市土地资源和空间资源、提升城市功能、改善人文环境的综合整治
[1]

活动 ，是将城市中已不再适应现代化城市社会生活的地区进行必要的、有计划的改建，其中包含大量

历史街区和建筑的更新及改造。对于大量保护等级不高的实用性历史建筑，因其日常普遍性、现有所属
情况复杂等方面的特征，在更新过程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且往往面临原有历史环境缺失、现有建筑
情况不能适应现代使用需求、现代城市环境同原有街区环境差别过大等方面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小型
历史建筑在保护及再利用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就成为城市更新过程中亟待关注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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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针对文物建筑的保护利用已经不能单一地仅对文物建筑的物质形态进行保存，而是应当服
务于发展需要的静态保护和动态利用并重的过程，在加强保护意识的同时，更多的是在城市发展中寻
求多途径的保护方法 [2]，使历史建筑保护与城市片区建设协调并进，以期达到历史建筑的有机更新和
保护。

1

小型历史建筑

1.1

小型历史建筑的界定
本文所讨论的小型历史建筑，其研讨范围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来共同界定。
1）应属于国家相关单位认定范围内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即尚未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

不可移动文物中的建筑类遗产。
2017 年 2 月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加强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通
知》[3]（以下简称“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中指出“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是
我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的基础组成部分，与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共同构成了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整体……一
般不可移动文物约占不可移动文物总量的 80%，数量丰富、类型多样、分布广泛，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的实物载体和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传承纽带。加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工作，对于全面提高我国文
物保护工作的整体水平，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历史文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规模、体量较小，历史、艺术、科学和史料价值相对不高，具备一定的区域情感价值的历史建筑。
在长沙市公布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名单中“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和“民居类建筑”
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这类建筑由于其自身原有的实用功能属性，在历史存在过程中的实用价值往往大于
其文化象征价值，具有基数大、规模小、史料价值不高、现有所属情况复杂等特点，在我国的文物建筑
保护中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多数建筑虽已挂牌保护，但大多或未积极利用或长期处于停滞封存的状态，
亟待修缮与保护。
3）普遍存在于现代城市环境中，在保护和再利用的实施过程中具有一定灵活性的历史建筑。
现代文物建筑保护由于受到开发强度、建筑风貌、法律法规等方面的限制，通常采用原状修复、静
态利用为主的保护模式[2]。小型历史建筑由于自身的实用特性，具有相对灵活的利用方式，在现代城市
化背景下，其功能价值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1.2

小型历史建筑的价值
小型历史建筑的价值判定主要可以划分为功能经济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区域情感价值三个方面。

对小型历史建筑存在价值的合理评估是对其进行保护、利用和规划的基础，通过对小型历史建筑存在价
值的判定可以对其进行更加准确合理的定位，从而实施更加有效的保护利用规划。
1.2.1

功能经济价值

小型历史建筑的功能经济价值首先体现在具有一般构筑物的基本功能属性，即用来居住、使用，满
足人的日常社会活动需求。伴随着人们对历史建筑所附带的文化价值的重视，历史建筑的身份发生着由
普通实用性建筑到历史文化遗产的转变，伴随这一转变而来的是建筑物本体文化象征性的提升以及建筑
日常实用功能的减弱。建筑物的功能经济价值是建筑价值最本质的反映，但在当前的历史建筑保护当中，
这一基本属性相较其历史文化属性来说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正视历史建筑所具有的基本建筑属性，并从
城市更新与社会发展的战略角度积极地对之进行保护利用，是小型历史建筑保护的思想理念基础。

第12 卷 第5 期
2019 年 10 月

1.2.2

袁亦昕等：城市更新背景下小型历史建筑保护与再利用的探究

792

历史文化价值

文物建筑的认定主要依据其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但对于众多的小型历史建筑（例如民居类历史
建筑）来说，在以往的历史阶段内其功能经济价值往往超出其历史文化价值。随着时间的推进，建筑的
历史文化价值在积淀，区域情感价值在深化，功能经济价值在持续，根据时代背景的需求，三者所占的
比重一直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过程之中。对于这类建筑的保护与利用，应在开发其余价值与保存史料原
真性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使它们统一于社会综合效益的权衡下[4]。
1.2.3

区域情感价值

附加在历史建筑中的情感价值是历史价值的升华。情感价值的构成最为复杂多样，文物建筑本身不
是特定某一个时代的表征，而是历史透过时间在建筑物上的积累，是一种综合的呈现。小型历史建筑构
成了区域历史文化环境的主体，城市历史文化环境与风貌的构成主要依靠大量存在的小型历史建筑，因
而其在影响力与物质价值上的反映往往与区域环境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历史建筑是精神文化延续下来
的真实物质载体，能够唤起人们对以往历史场景的感受，产生更加直观的文化认同感。直至今天，在现
代城市环境下，小型历史建筑带给周围居民的情感价值与功能经济价值远超过其史料或文化价值。

2 “成功街 10 号”概况
“成功街 10 号”地处长沙市开福区，在长沙市文物局 2010 年公布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上
名称为“长沙县清代学宫附属建筑”，类别为“古建筑”，建筑年代为“清末”，位于长沙原成功街（现
已不存）菜场坪附近，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小型历史建筑。
2.1

历史沿革
成功街，西起北正街（今黄兴北路），东止于民主西街。成功街的街名几经变迁，最初名为保宁街，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因长沙县城隍庙搬迁至保宁街，自此改名为城隍街。1931 年初，为破除封
建旧名，城隍街改名成功街（如图 1 所示）。民国时期，曾在原城隍庙旁开辟菜场，菜场坪由此而来。
2012 年因拓建黄兴北路，连同成功街在内的多条老街被拆除（如图 2 所示），“成功街 10 号”作为不
可移动文物点被保留。
“成功街 10 号”建于清代末期，历史上的建筑功能至今仍有存疑，除“清代长沙学宫附属建筑”外，
另一说法为长沙县城隍庙及李公真人庙所在。
经过对历史资料的查找比对，在从民国初年到 1947 年的三份长沙市地图《湖南省城最新街道详细全
图》、《湖南省城内外详细图》、《长沙市旧市区图》中均找到了有关这一区域的简要标注（如图 3 所示）。
长沙县学宫原址西侧界限为地图中学宫巷（今民主东街）的位置，向西距离“成功街 10 号”仍有约一个
街区的距离。同时发现，在现有建筑物所在的地理区位上，均标注有城隍庙字样，而在原有北正街（今黄
兴北路）、成功街和真人街（今民主西街）所围合的范围内现仅存“成功街 10 号”一栋保护建筑，其余
建筑已全部被拆除。因此，据现有材料进行初步推测，“成功街 10 号”或应与原长沙县城隍庙有关。
长沙县城隍庙在民国初期曾改为游民习艺所，后改拨给长沙县师范学校以扩充校址；1958 年至 1963 年，
“成功街 10 号”曾作为公社食堂使用；1966 年至 1976 年期间，这里又成为居委会开会的地方。在新中
国成立后的五十余年时间里，这里成为了廉租房，有 5 户人家共居于此处。2012 年后，随着黄兴北路的
拓建，“成功街 10 号”作为成功街仅存的“长沙市不可移动文物点”被保留下来，随着住户的搬出，无
人打理，逐渐荒废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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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成功街拆除后的环境图
Fig. 2 Environment diagram of Chenggong street after the demolition

图 3 历史区位图
Fig. 3 Historical location map
a—民国初年《湖南省城最新街道详细全图》；b—1928 年《湖南省城内外详细图》；c—1947 年《长沙市旧市区图》
a-Detailed full map of the newest street in Hunan province cit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Detailed map of
Hunan province in and out of cities in 1928; c-Old city map of Changsha city in 1947

2.2 “成功街 10 号”的现状分析
2.2.1

周边环境现状

“成功街 10 号”现处于黄兴北路东侧的一处地块之上，该地经历过棚户区改造后，现为一处临时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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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场（如图 4 所示），地块正在进行整体规划，拟作为商业项目。附近有周南实验中学、湖南省总工会、
长沙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北正街基督教堂等公共建筑，东侧还有学宫公寓等多处居住建筑。此地距黄兴
北路、五一商圈较近，大量的商业人流在此汇集，同时又有大量的人口在附近居住。

图4
Fig. 4

2.2.2

场地周围环境
Site surroundings

建筑现状与布局

“成功街 10 号”周边建筑已全部被拆除，住户已迁
走多时，四周荒草丛生，建筑本体因长时间无人打理，
十分残破，房屋整体状态较差（如图 5 所示）。
现存“成功街 10 号”为两进三开间砖木结构建筑（如
图 6 所示），总体平面布局呈工字形排布，屋顶样式为
两坡顶硬山形式，两侧山墙疑为封火山墙式样，现因过
于残破已看不出原貌。首进明间未设墙或门窗，作为交
通空间直通二进，两侧房间朝明间当中开门，屋内后期
有加建的墙体对空间进行分割，南北墙面上均开有窗，
明间正中的枋上有精美的挂落。
二进同样为三开间，明间墙体有所退让，正中砖墙

图5
Fig. 5

现状模型图

Current situation model diagram
a—立面图；b—鸟瞰图
a-Elevation; b-Aeroview

上开出了一个方形的墙洞，两侧房间的门朝向中间退让出的通廊进行开设，西侧房间和明间之间还开出
一条一米多宽的走廊，直通屋后。两侧的房间内均有所分隔，室内采光较差。明间和东侧房间均有门洞
通向后院，后院面积狭小，有加建的一些辅助用房，同时还留有一棵老树。首进和二进正中由一通廊相
连，将院子划分成两个小的天井，东侧天井种有老树，是建筑意趣之所在。
2.2.3

建筑本体现状调研

通过对“成功街 10 号”的现场调研发现，该建筑应在不同时期经过多次的改建加建，现存山墙平面
走向由南向北逐渐向外扩展，山墙中部的位置由于墙皮剥落裸露出了不同材质的砖，可以发现建筑山墙
的后半部分为后期用红砖加建。建筑内部墙体首层为砖砌，阁楼部分采用木板壁。房间内部空间也有多
处砖墙分隔，应为后期加改建的墙体。整组建筑墙体多处有残损，屋顶局部有塌陷，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如表 1 所示），亟需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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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Fig. 6

3

保护与再利用

3.1

保护与再利用面临的问题

3.1.1

795

现状平面图

Current situation plan diagram

历史建筑本体现状与现代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需求的矛盾

“成功街 10 号”被公布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点”后，长期未被合理利用而处于荒废状态，建筑本
体缺乏日常合理的使用和维护，导致残破不堪，建筑结构的稳定性亟需通过修复工作来进行改善。同时，
建筑内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实际使用需求进行了不同程度地加建，以满足以往的居住和生活，其原
有布局的合理性已经不能够适应现代的功能使用需求。历史建筑在现代城市环境下的更新利用过程中，
作为公共服务设施面临着新的使用需求，需要更开阔的空间和舒适便利的环境，需要基于未来的使用功
能对建筑内部布局重新进行合理规划，同时增补公共服务设施，例如卫生间等，以满足未来日常使用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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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现状调研

Investiga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building

房屋结构

建筑材料

现状分析

地面

水泥硬化地面

地面经过不当维修，多为水泥硬化地
面，残损较为严重，存在凹凸不平、大
面积破损等情况，角落的位置有一定的
风化、腐蚀现象

墙体

砖/木板壁

底层墙体为砖结构，阁楼部分墙体为
木结构。砖墙部分除了有原始的青砖以
外，红砖部分基本为后期加建的，部分
外部砖墙墙体开裂严重，室内墙体低矮
处受潮严重，有青苔长出；木板壁有所
缺失

屋面

小青瓦

屋面年久失修，部分屋面破损严重，
瓦片缺失，存在漏风、漏雨的问题

屋架结构

木材

由于年久失修又缺乏及时保养和修
缮，梁架出现不同程度的歪闪、变形、
糟朽。中间连廊被改成三角屋架支撑，
风貌与文物所处年代不符

天花吊顶

木板

天花吊顶破损严重

现状照片

原有历史环境现已不存

随着黄兴北路的拓宽，“成功街 10 号”所在地块相邻的原北正街、原成功街现已不存，所在区域的
原有建筑已全部被拆除，其原有的建筑环境已不复存在。而历史文化环境氛围的营造，往往需要时期近
似且具一定规模的建筑群体来共同组建，仅凭借孤立的一栋文物建筑，难以展现其原有的时代氛围。
3.1.3

未来将面临大规模的城市商业环境与旧城区居住环境的矛盾

“成功街 10 号”现所处的地块拟作为商业用地，将建起大规模的现代商业建筑，而在地块的东侧仍
是大面积的老居民区，两者的建筑风格及所反映的功能理念均有着巨大的差异。“成功街 10 号”在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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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上刚好处于两者之间，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大
尺度的现代商业区和充满市井气息的居民生活区的
矛盾之中（如图 7 所示）。因而对于“成功街 10 号”
活化利用的探索，应当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
衡，使其成为连接老长沙和新长沙的纽带。
3.2

保护与再利用方案设计
对于“成功街 10 号”保护与再利用的方案设计

包含建筑结构的修复、布局的重新规划及功能的振
兴，方案的设计以对建筑物的实地调研、历史信息挖
掘、价值判断及更新活化为基础来进行思考。
3.2.1

图7
Fig. 7

所在地块商业规划效果图

Business planning effect map of the location

功能定位

对于历史建筑来说，最好的保护是对其进行合理的使用和日常维护。基于对“成功街 10 号”的深入
探究发现，在“成功街 10 号”的存在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时间是作为该地区的公共服务场所而存在，
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实用性建筑来发挥建筑物的价值属性。因此，建议采用以功能振兴与人文延续为重的
模式[5]，侧重于实用功能的重塑，来实现其建筑物质功能价值的提升；同样应当侧重于地域人文情怀的
延续，来实现地域历史情感的修复。
通过综合分析考虑，建议其再利用功能意向为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其功能服务群体主要为当地社区
居民，目的首先是缓解大尺度的新兴现代商业区与充满市井气息的老旧居民生活区之间差距过大而难以
融合的矛盾，作为新与旧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为当地居民提供一处位于闹市处的公共活动空间，同时
也为商业建筑带来的外来人群提供一个了解该区域历史文化的平台。同时，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的服务功
能和日常活动相对稳定，不会对历史建筑造成大的影响，且满足当地居民对历史文化及情感价值延续的
需求。
3.2.2

规划布局

基于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的功能意向对建筑的功能布局进行合理规划，其功能对于建筑空间形态的需
求是复合的，应具有灵活性和可逆性。建筑以木构架与两侧山墙为承重结构，在不改变建筑原有形制与
承重结构的基础上，应尽量以大空间为主来满足使用需求。首先，根据建筑两进三开间的形制对室内后
期加建的墙体进行清理，恢复建筑结构空间形态。然后，根据空间条件进行功能配置。老年人希望参与
的活动内容包括读书阅览、棋牌麻将、文娱活动和体育健身，同时也希望从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获得医
疗健康咨询、旅游和文化娱乐活动信息等服务[6]。根据实际情况，功能设置以图书阅览、棋牌麻将、办
公服务、座谈会议为主。
规划布局方案仍保持建筑原有两进三开间的形制，首进三间，中部仍为交通空间，西侧为值班办公
室，供日常办公与建筑维护使用，东侧为棋牌室，与其他功能空间相间隔，以防相互影响。二进三开间
室内不再分割，形成开阔的多功能室，西侧设置书架与桌椅作为图书阅览区，东侧设置会议桌椅，供座
谈使用，中部区域可根据实际使用需求来安排临时活动，如电影放映等。为满足公共卫生服务设施的需
求，在建筑北侧的小院设置卫生间和洗手台，提升建筑使用舒适度（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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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修复

“成功街 10 号”建筑本体破损严重，建筑风貌也有
所损伤，对于历史建筑的修复来说应当尽量减少对建筑
物的干预，在保证建筑结构不受自然条件侵蚀以及满足
日常功能使用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对其历史形态、历史
痕迹予以保留。因此，对于建筑的修复应集中于对结构
稳定性的恢复，包括对外围墙体的加固、对于失稳构件
如部分檩条、瓦片应予以替换、对于建筑破损的地方应
予以恰当修补，材质应尽量选用相近时期的材料，在保
持风貌一致的同时还应与建筑旧有结构予以区分。“成
功街 10 号”作为小型历史建筑，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很
难查找到明确的文献资料记载来作为实际修复的依据，
因此对其修复更多的是从建筑自身的形制风貌和使用需
求出发进行适应性的设计（如图 9 所示）。
3.3

保护策略探究与拓展
“成功街 10 号”保护与再利用方案的设计思路是

基于对建筑本体的修复和功能使用的重振，目的是解决
现有建筑状况难以适应现代公共服务需求的问题，同时
从情感延续的角度出发，将“成功街 10 号”作为联结
大尺度的新兴现代商业区与充满市井气息的老旧居民
生活区的纽带，在此基础上对其保护思路做进一步的探
索与拓展。

图 8 方案设计平面图
Fig. 8 Plan of scheme design

图 9 方案设计效果图
Fig. 9 Scheme design effectiveness diagrams
a—立面图；b—鸟瞰图；c—局部效果图
a-Elevation; b-Aeroview; c-Local renderings

3.3.1

环境的“再塑造”

“成功街 10 号”在更新过程中所面临的很重要的问题是原有历史环境缺失，以及现代商业环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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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历史建筑之间差距过大的矛盾。历史风貌的塑造与
环境密不可分，因此针对历史建筑未来周边的商业建筑
风貌提出适应性的要求，相邻部分高度上予以控制的同
时形态上应有所呼应，同时结合原有历史建筑营造出群
体性的氛围，从而消弱新老建筑在风格、体量等方面差
距过大的问题。
3.3.2

长沙市历史步道

“历史步道”是一种历史地段的遗产旅游形式，
是指在小尺度的区域范围内，通过规划线性的观光线
路区域范围内一系列分散的点状历史遗产而联系起来
的路径。历史步道是一种对于历史地段轻度开发的保
护手法[7]。长沙市启动了国内首条历史步道建设，规划
范围包括整个历史城区范围，西至湘江中路，东至芙
蓉路，北至三一大道，南至白沙路，面积约 8.1 km2. 历
史步道主要由历史文化兴趣点、路径系统和为满足步
道游憩功能所配建的配套系统组成，能有机地串联各
类有价值的历史人文资源，兼具社会、经济、文化等
多种功能。
“成功街 10 号”地处规划范围之内，紧邻《长沙
市历史步道规划设计》中贯穿南北的历史步道主线，与
历史步道的串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成功街 10 号”
所面临的原有历史环境缺失的问题，从而纳入长沙市历
史人文资源整体的保护中，为小型历史建筑的保护开发
从宏观层面上提供了新的思路（如图 10 所示）。

4

结论
小型历史建筑作为我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着诸多问题。
本文以长沙市开福区“成功街 10 号”为例，提出对于
小型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应当从宏观层面出发，由
整体到局部，不仅着眼于小型历史建筑本身，还应当从
城市整体历史街区保护的角度出发，联系历史建筑所存
在的历史环境和氛围，关注使用人群，从而明确小型历
史建筑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而制订与其相符
合的保护规划，重视小型历史建筑的日常维护，从而使
小型历史建筑的功能价值充分发挥，同时使其历史文化
价值及情感价值得以延续。

Fig. 10

图 10 长沙市历史步道规划图
Historic trail planning map of Changsh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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